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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课题立项与研究团队 

1.1 2022-2023年度立项申报通知 

1）每年1次 
2）分为重点课题、常规课题 
3）副高职称或博士学位 
4）周期1年，中期报告 

往年 
中职项目较少 
欢迎积极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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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课题立项与研究团队 

1.1 2022-2023年度立项申报通知 



西元  www.s369.com 

1 科研课题立项与研究团队 

1.2 2022-2023年度立项通知 立项18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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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课题立项与研究团队 

1.3 中职-网络安防专业2个项目立项 

课题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负责人 

GXHZWZ14011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

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分析研究 

玉溪第二职业

高级中学 
杨剑涛 

GXHZWC78809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

丛书与教学实训资源建设研究 

西安开元电子

实业有限公司 
王公儒 

 2022-2023年度立项187项课题，网络安防专业2项顺利入选； 

 本次课题研究是有关院校及单位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及工作成

效的集中展示； 

 是工信行指委强化需求牵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

融合、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的重要基础。 

 课题研究周期为一年，项目中期须提交中期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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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课题立项与研究团队 

1.4 科研课题团队简介 

1）课题名称：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 

             丛书与教学实训资源建设研究 

2）申报单位：西安开元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3）协作单位：西安市西元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王公儒，西元集团 

刘向锋，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剑涛，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杨  阳，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蔡永亮，西安市西元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蒋  晨，西安开元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团队主要成员10人， 
高职2人，中职/技工2名，企业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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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题研究内容与主要创新点 

2.1 课题主要研究内容简介 

1）聚焦核心专业课 

(1)调研人才需求规格，包括国家标委会、学会/协会、
政府部门、龙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 
(2)聚焦专业核心课进行研究，职业学校、技工学校、
培训机构的教学实训需要。             

2）编写3种专业核心课教材 

(1)《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
2021年8月出版，中职类，十四五国规初评教材，推
荐顺序4/12；2022年全国智标委“标准贡献奖”。 
(2)《入侵报警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计
划2022年出版。 
(3)《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
计划2022年出版。 

3）开发配套教学实训资源 

(1)互动练习≥30个; 
(2)实训项目≥20个;   
(3)实训视频≥24个;   
(4)典型案例≥10个。 
(5)举行技能实战和师资培训班≥3
次，培训人数超过150人次，其中
2022年1次，2023年2次。 

4）研究报告 

2023年6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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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题研究内容与主要创新点 

2.2 课题主要创新点简介 

1）填补新专业丛书和教学实训资源空白 

中职计算机类新增专业，研究团队成员多次组织该专业研讨会，深入参与了该专业教学
标准的调研和编写工作，熟悉该专业具体要求，该项目研究成果将满足职业技能培训与专业
教学实训急需，部分填补该专业丛书和教学实训资源的空白。 

2）通过课程置换宣贯国家标准，工学结合，理实合一 

    专业丛书中，专门设置了“单元3 工程常用标准”， 
    重点介绍术语、适用范围、设计规定、安装要求、验收规定等主要国家标准内容； 
    通过课程置换方式，把行业国家标准宣贯与学校教学实训相结合； 
    采用理实合一方式培养人才，拓宽学生就业渠道，提高了学生的对口就业率。 

3）开发典型案例等丰富教学资源 

 教材中安排大量技师劳模先进事迹思政课程、行业典型应用案例、高清彩色照片、实操
指导视频和技能训练项目等， 

以“做中学，学中做” 方式，培养高技能专业人才，满足行业和现代服务业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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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 

ISBN 978-7-113-27995-0，主编王公儒， 

中国铁道出版社，第1版，定价39.8元。 

出版时间：2021年8月 

 样书索取联系人，翟玉峰 1314131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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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1）配套有专门的实训设备 
2）配套数字化资源，下载网址如下：
http://www.s369.com/html/jiaocai_spjk_zz.html

或铁道出版社网站（见教材前言）。 

http://www.s369.com/html/jiaocai_spjk_z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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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配套数字化教学实训资源，下载网址如下：
http://www.s369.com/html/jiaocai_spjk_zz.html 

或铁道出版社网站（见教材前言）。 

http://www.s369.com/html/jiaocai_spjk_z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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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配套数字化资源-视频二维码索引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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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 

ISBN 978-7-113-28652-1，主编王公儒， 

中国铁道出版社，第1版，定价39.80元。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样书索取联系人，翟玉峰 1314131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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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配套数字化资源，下载网址如下：
http://www.s369.com/html/News_3884.Html 

或铁道出版社网站（见教材前言）。 

http://www.s369.com/html/News_3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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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配套数字化资源，下载网址如下：
http://www.s369.com/html/News_3884.Html 

或铁道出版社网站（见教材前言）。 

http://www.s369.com/html/News_3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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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配套数字化资源（新型活页式教学资源和互动练习二维码索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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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创新设计了多种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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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 
ISBN 978-7-113-28640-8，主编王公儒， 
中国铁道出版社，第1版，定价42元。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样书索取联系人，翟玉峰 1314131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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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配套数字化资源下载网址： 
http://www.s369.com/Html/News_3881.Html 

或铁道出版社网站。 

http://www.s369.com/Html/News_3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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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配套数字化资源（实训项目二维码索引表） 

实训项目内容 
1）实训任务来源 
   为什么做实训？ 
2）实训任务 
   具体做什么？ 
3）技术知识点 
   明确具体知识要求 
4）实训课时 
   对应岗位工作时间 
5）实训指导视频 
   如何正确操作？ 
6）实训设备 
   聚焦关键专业技能 
7）实训步骤 
   对应岗位规范技能 
8）实训报告 
   训练文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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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配套数字化资源下载网址如下： 
http://www.s369.com/Html/News_3881.Html 

或铁道出版社网站（见教材前言）。 

http://www.s369.com/Html/News_3881.Html
http://www.s369.com/Html/News_3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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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教材配套专业技能训练
设备，建设“校中厂” 
    在 做中学，学中做，
对口就业，快速上岗 

可视对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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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教材配套专业技能训练设备，建设“校中厂” 

在 做中学，学中做，对口就业，快速上岗 

智能停车场系统，包括车位显示、反向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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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创新设计了多种系统图，适合中职、技工教育和现代服务业就业培训 



西元  www.s369.com 

3.3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安装维护与实训》教材简介 

3 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分享 

创新设计了多种系统图，适合中职、技工教育和现代服务业就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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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专业建设研讨会、分享会 

4 课题推广与校企合作 

4.2 师资培训班 

4.3 劳模进校园 

4.4 工程师讲标准 

4.5 教师企业实践 

西元出讲师、劳模、技师，有求必应 

CCFVC/西元集团公益活动，随时安排 

CCFVC/西元集团公益活动，随时安排 

常年持续安排，提供培训公寓 

4.6 联合编写教材 出版社牵头，合作多赢 

4.6 技能大师工作室 西元省劳模、技师6人、高级工22人 



欢迎 
 

访问西元集团 
深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谢谢！ 

西元    www.s369.com 

西元集团相关业务联系人信息： 
技术业务：总工程师，蒋晨，18049235364 
销售业务：产品线总监，姚亚军，13679180084 
西元集团网站：www.s369.com，邮箱：s369@s369.com 
 

http://www.s36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