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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缘起



 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社会、文化传承

 混合所有制：共建、共管、共营

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

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

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混合所有制目标

1、破解职业教育资源不足的瓶颈制约

 实训室1:1配比。校企双方各投入400万

 专业师资6+4投入。学校投入6名老师，企业投入4名老师

 运营经费1:1投入



混合所有制目标

2、解决职业教育与行业需求的矛盾

校企命运共同体
 产教融合

 企业服务

 社会培训

 人才培养

 就业指导



混合所有制目标

3、创新职业教育管理机制

 成立理事会及相应组织机构，办好实体新大陆学院

 独立账户，学校承担日常运营费用，企业承担创新服务费用

 二级学院自主运行管理---“多形式参股、服务赢利分红”的

独立法人混合所有制学院



基于混合所有

制的人才培养



基于混合所有制的人才培养

1、“能力进阶，项目导向”人才培养模式



2、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体系

基于混合所有制的人才培养

基于工作工程系统化的课程开发，将企业真实项目的实施过程引入教学过

程，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改变课堂教学现状，使学生适应企业的需求，创新能

力有实质性的提高。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体系

形成以“运维、应

用、设计”为核心

能力、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的课程体系



智慧家居项目教学案例

序号 案例名称 教学设备 实现目标 课时

1 家用电脑维护 电脑、电脑检修工具 能够对电脑硬件故障进行排除、
更换元器件、系统安装 26

2 家居局域网 家居小型局域网组网、配置；工程布线 能够对家用小型局域网进行组网、
布线

26

3 家用电器红外遥控器
红外遥控模块1块、单片机开发模块1块、
NEWLab实验平台1台、PC电脑1台、烧写仿真器
1块

掌握单片机编程实现红外遥控收发
数据，控制液晶显示器。

8

4 家居LED灯光控制系统 ZigBee模块1块、烧写仿真器1块、PC电脑1台、
NEWLab实验平台1台

实现基于CC2530单片机实现LED

灯控制 8

5 智慧家居窗帘控制系统 ZigBee模块2块、烧写仿真器1块、PC电脑1

台、、电动窗帘1个、NEWLab实验平台1台
实现基于CC2530单片机实现窗帘
继电器控制 8

6 家居环境检测系统应用开发
温度传感器1块、湿度传感器1块、气敏传感器
1块，ZigBee模块1块、NEWLab实验平台1台、
PC电脑1台、串口线1条、香蕉线1条

熟悉温湿度传感器的接线、传感
器与环境检测系统的使用；能够
编写简单的采集环境参数系统

16

7 家居门禁系统维护 M3核心模块、LF射频板、NEWLab实验平台1

台、PC电脑1台、串口线1条、香蕉线1条
掌握低频卡串口通信实验、RFID

读写信息、加密解密实验 26

8 智慧家居窗帘控制系统 ZigBee模块2块、烧写仿真器1块、PC电脑1

台、、电动窗帘1个、NEWLab实验平台1台
实现基于CC2530单片机实现窗帘
继电器控制 8

9 智慧家居数据库系统设计 ＰＣ机一台，ＳＱＬServer数据库平台，智慧
家居系统

实现数据库系统管理与维护、数
据库基本设计技巧 60

10 智慧家居系统设计 PC电脑、家居系统相关设备、NEWLab实验
平台1台

熟悉项目设计、部品选择、综合
布线基础，并对智慧家居系统进
行相关软硬件设备进行安装、调
试，编写加单的智慧家居系统

52

238

智慧家居项目
教学案例



智慧大楼项目教学案例
序号 案例名称 教学设备 实现目标 课时

11 大楼夜景流水灯控制系统 ZigBee模块1块、单片机开发模块1块、烧
写仿真器1块、PC电脑1台）

掌握面向对象程序开发概
念，能够基于C#开发简单
控制CC2530单片机LED交
替闪烁。

78

12 大楼液晶显示器控制系统 液晶显示模块1块、单片机开发模块1块、
PC电脑1台、烧写仿真器1块）

实现单片机编程控制LCD

液晶显示器显示内容，能
够基于C#开发控制液晶屏

26

13 大楼网络监控系统 网络摄像头1个、PC电脑1台） 掌握基于C#开发网络设备
监控开发系统开发

26

14 大楼出入卡读写系统开发 RFID读写器1个、RFID卡1张、PC电脑1台）
掌握基于C#开发，进行
RFID卡读写的操作。

26

15 大楼安保巡逻系统开发
建筑物联网套件（电子巡更棒1根、电子安
保卡3张、电子地点卡3张、PC电脑1台） 掌握基于C#开发，进行电

子巡更的操作。
26

16
大楼访客登记系统开发
（PC端）

建筑物联网套件（PC机1台、串口服务器、
路由器1台、LED屏1台、中距离读写器1台
等）

熟悉大楼访客系统开发流
程，掌握C#语言及WPF图
形编程和多媒体、数据库
操作等技术。

104

17
大楼访客登记系统开发
（移动端） 建筑物联网套件

掌握基于Android的APP应
用开发，能够开发基于移
动设备控制物联网相关设
备的APP。

104

390

智慧大楼
教学案例



智慧工厂项目教学案例
序号 案例名称 教学设备 实现目标 课时

18 智慧工厂项目实战
物联网工程应用实训系统2.0平台
（PC机1台、串口服务器、路由器1

台、LED屏1台、中距离读写器1台等）

掌握基于JAVAEE平台开发B/S架构的服务
器端应用程序开发，重点掌握Servlet、
JSP、JSTL等技术。

160

19 智慧工厂项目实战（Android）
物联网工程应用实训系统2.0平台
（PC机1台、串口服务器、路由器1

台、LED屏1台、中距离读写器1台等）

深入学习Android程序开发，实现登陆和
管理页面设计、门禁与环境设置、路灯和
室内仿真效果等功能。

80

20 智慧工厂项目(WEB版) 

物联网工程应用实训系统2.0平台
（PC机1台、串口服务器、路由器1

台、LED屏1台、中距离读写器1台等）

进一步学习JAVAEE平台WEB高级框架技
术，掌握Spring+Spring MVC+MyBatis等
技术。熟悉WEB项目设计过程。

176

21 智慧工厂项目(Android)

物联网工程应用实训系统2.0平台
（PC机1台、串口服务器、路由器1

台、LED屏1台、中距离读写器1台等）

进一步熟悉Android程序设计，熟悉项目
设计、部品选择、综合布线等过程，并积
累智慧城市相关软硬件设备的安装、调试。 176

22 智能生产线开发实战（WEB版）

智能生产线（网关1台、工控终端1台、
智能开关若干个、智能调光开关若干
个、智能情景面板若干个、人体红外
传感器若干个、烟雾探测器若干个、
液晶电视1台、空调一台、全角度红
外转发器若干个、智能摄像头1台）

以“智能生产线”为平台，系统深入的讲解
了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从项目开发环境的搭建、需求分析、架构
设计、数据库分析和设计等项目分析和设
计相关知识，以及云平台连接和使用、设
备操控、脚本控件和外部控件的使用等物
联网应用程序开发的相关知识与常用技能。

176

25
智能生产线开发实战
（Android版）

智能家居平台（智能家居网关1台、
工控终端1台、智能开关若干个、智
能调光开关若干个、智能情景面板若
干个、人体红外传感器若干个、烟雾
探测器若干个、液晶电视1台、空调
一台、全角度红外转发器若干个、智
能摄像头1台）

以“智能生产线”为平台，全面、系统讲解
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的相关知识和主要技
能。从项目分析开始、学习第三方开源框
架的实验、网关中间件的搭建、设备控制
SDK的实验、云平台API的实验等Android

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的前沿技术和设计思
想。

176

944

智慧工厂
教学案例



3、基于项目化的实训基地建设

基于混合所有制的人才培养

对现有实训基地的结构进行调整，项目化适应产教研、校企合作，项目化可集教学。通

过建立“基础创新实训室”、“工业物联网实训室”、“建筑物联网实训室”，形成以

工业、建筑类项目为主的实训基地



展品墙
基础创新实训室

案例
 家用电脑维护（计算机硬件实训室）

 家居局域网（工厂布线实训室）

 家用电器红外遥控器

 家居LED灯光控制系统

 智慧家居窗帘控制系统

 家居环境检测系统应用开发

 家居门禁系统维护

 智慧家居窗帘控制系统

 智慧家居数据库系统设计

 大楼夜景流水灯控制系统

 大楼出入卡读写系统开发



建筑物联网实训室

案例
 大楼液晶显示器控制系统
 大楼网络监控系统
 智慧家居系统设计
 大楼安保巡逻系统开发
 大楼访客登记系统开发（PC端）
 大楼访客登记系统开发（移动端）

证书
（工信部认证）

《物理网系统应用技术》（初
级）

《物联网开发技术》（初级）
《物理网系统应用技术》（中
级）



工业物联网实训室

案例
 智慧工厂项目实战
 智慧工厂项目实战（Android）
 智慧工厂项目(WEB版) 

 智慧工厂项目(Android)

 智能生产线开发实战（WEB版）
 智能生产线开发实战（Android版）

证书
（工信部认证）

《物联网开发技术》（中级）
《物理网系统应用技术》（高级）
《物联网开发技术》（高级）



4、基于智慧化教学过程管理

基于混合所有制的人才培养

智慧化
教学

教务系
统

清华在
线

学习通
电子班
牌



教务系统

02

0403

01
录入授课计划
授课日记确认
填写教学检查
成绩录入
……

查看课程表
查看课程成绩
查看个人考勤信息
……

任课教师

学生

录入教学任务并下达
教学工作量核算

补考挂科成绩录入
毕业条件筛查

……

授课计划审核
调停课审核

补考挂科成绩审核
……

教学管理人员

系部领导



电子班牌



电子班牌

电子班牌安装在每一个教室的门口，不仅可以实现教室和学生刷卡签到、班级荣誉显示、课程表显示、新闻
通知等功能之外，还能实现教室多媒体设备的控制，可以根据教学模式联动控制教室的投影仪、幕布、电脑、灯
光、窗帘等功能；具有采集设备状态、能耗监测功能；后台可以根据设置权限对教室的教学情况进行可视化观摩；
教室多媒体设备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一键呼叫方式与管理中心进行可视化对讲；管理中心可以随时监视任何一
个教室门口的安全状况，实现安防监控功能；



5、基于全过程全员参与的育人环境建设

基于混合所有制的人才培养

01

04

03

02

0

1
生活导师

02 专业导师

03思政导师

04职业导师

全
员
参
与



基于混合所有制的人才培养

全
过
程
育
人

家庭

社会

学校

全过程育人需要全社会
共同参与到育人工作中
来。学校将密切与家庭、
社会的联系与配合，营
造学生成长的良好社会
环境。



全
过
程
育
人

基于混合所有制的人才培养

专业课 实践课 文体活动

课内+课外



专业课



实践课

新大陆集团展厅实践 福州大学物联网工程实验室实践



文体活动

物联网专业

学生篮球赛



6、创新考评反馈机制

创新考核评价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将学生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师傅评价、企业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积极构建第三方评价机制，由

行业、企业和中介机构对学徒轮训岗位群进行技能达标考核。建立定期检查、反馈

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基于混合所有制的人才培养



社会化服务



社会化服务

物联网协同创新中心

与新大陆公司合作开展“以物联网、以码溯源”的物联网综合实训平台

的研制项目，开发了“物联网溯源综合实训平台”产品。



社会化服务

物联网公共实训基地

以“新大陆物联网学院”为支撑，发挥专业设备、技术与人才优势，为福建省物联网产业发展培养急需

人才，拓展社会服务功能，面向先进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技术创新和研发，为企业职工和社会成

员提供多样化继续教育，面向社会开展高技能和新技术培训，增强物联网应用技术技术专业群服务福建

省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能力。



社会化服务

福建省先进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面向海西产业集群的服务制造支持系统开发
与应用示范”课题(课题编号:2012BAF12B15)之子课题《台湾精细化管理
模式在电子与机械制造行业应用示范》；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技项目《“以物联网、以码溯源”的物联网综合
实训平台的研制》。



混合所有制成效



福建省技能竞赛中心

2015--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

赛“物联网技术应用”项目中均获得1

等奖

混合所有制成效



提升教材及指导实
训的数量和质量

混合所有制成效

共同开发编写十三五

物联网职业教育教材



混合所有制实践

承办物联网全国专业教师培训



 实施“能力进阶、项目导向”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2014年获福建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教育重点研究专项《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与教学融合实践研究》，获省教育厅支持10万；

 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获中央财政支持200万；

 建立了以“物联网基础技术、工业网物联网核心应用、建筑物联网核心应用”为核心能力的、以工作

过程为导向的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

混合所有制成效



混合所有制的反思与展望



混合所有制存在问题

（1）校企合作认识不足；

（2）缺少政策保障及财政支持；

（3）缺少成型经验与案例；

（4）如何服务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感谢各位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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