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4.1（1）：

2020年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明细表
实训基地项目
序号

1

实训基地名称(全称)

实验实训室名称、地点

CAD\CAM技术实训室63202
数控加工技术实训室63102
数控实训基地机房63103
多媒体技术实训室3B408
顺德区域综合性职业教育大基地 计算机软件工具与环境实训室3B404
（包括：数控技术实训基地、计 计算机应用技术综合项目制作实训室3B506
算机应用与软件实训基地）
软件开发与系统运维实训室3B203
网站开发实训室3B403
移动应用开发实训室3B604
影视媒体技术实训室3A602
影视与动画技术实训室3B407

数控技术(560103)、模具设计与制造(560113)、机电一体化
技术(560301)、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软件技术(610205)

数控技术(560103)、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工业机器人
技术(560309)、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模具设计与制
造(560113)
数控技术(560103)、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工业机器人
技术(560309)、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模具设计与制
造(560113)

面积
实践教学工
（平方米） 位数(个)

支持部门

批准日期（年）

国家级

2005

3095.2

1755

国家级

2017

400

185

省级

2016

700

350

2

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中心

3

智能应用技术公共实训中心

4

机电一体化技术实训基地

电气与PLC控制技术实训室64302
数控机床装调与维修实训室64202
自动化新技术应用实训室66402

数控技术(560103)、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工业机器人
技术(560309)、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模具设计与制
造(560113)

省级

2015

1856

395

智能家电实训基地

电子技术及虚拟实验实训室56303
电子实训室56301
电子实验室55406
家电产品测试技术实训室68401
家电产品控制技术实训室68402
嵌入式技术实训室68301
物联网智能家居实训室69302
智能电控器模拟实训室56203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530304)、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
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计算
机网络技术(610202)、数控技术(560103)、模具设计与制造
(560113)、制冷与空调技术(560205)、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应用电子技术
(610102)、通信技术(610301)

省级

2014

1490

795

家电技术实训基地

电子产品制造车间65401
家用电器考证实训室68403
信号处理与检测技术实训室65501-2
液晶电视技术与考证实训室65501-1

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应
用电子技术(610102)、通信技术(610301)

省级

2015

1410

350

5

6

工业机器人技术实训室69201

适用专业

GE自动化系统集成实验室6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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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项目
序号

7

8

9

10

11

12
13

实训基地名称(全称)

实验实训室名称、地点

适用专业
支持部门

批准日期（年）

面积
实践教学工
（平方米） 位数(个)

CAD中心机房55305
机加工实训室64102
机械分析应用实训室1 56302
机械分析应用实训室2 56202
机械制造综合实训室67301
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形实训室66302
钳工实训室55101
现代制图实训室1 56304
现代制图实训室2 56204
现代制图实训室3 55205
现代制图实训室4 55206

数控技术(560103)、模具设计与制造(560113)、制冷与空调
技术(560205)、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560702)、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工业机器人技术
(560309)、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应用电子技术
(610102)、通信技术(610301)

校级

2013

3240

1255

模具设计与制造实训基地

模具拆装陈列实训室67201
模具设计实训室67201-3
模具制造实训室67101

数控技术(560103)、模具设计与制造(560113)、工业设计
(560118)、制冷与空调技术(560205)、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校级

2013

1300

305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训基地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实训室 3B503
网络安全实训室 3701
网络构建实训室 3707
云计算实训室 3703
云计算综合应用实训室 3B603
智能小区工程实训室 3B504

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软件
技术(610205)

校级

2013

1070

550

通信技术实训基地

光接入通信实训室3B708
通信终端维修实训室635022
现代交换技术实训室3B705
移动互联实训室3B607
移动通信网络与维护实训室3B606

通信技术(610301)

校级

2013

840

500

PLC技术实训室64502-1
电工电子实验室56201
电工技术实训室63502-1
电工实训室55407
电机拖动技术实训室63402-2
电力电子与电机调速技术实训室63402-1
电气控制技术综合实训室64402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实训室64502-3
自动化设备与生产线综合实训室64502-2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530304)、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
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计算
机网络技术(610202)、数控技术(560103)、模具设计与制造
(560113)、制冷与空调技术(560205)、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应用电子技术
(610102)、通信技术(610301)

校级

2013

2690

1140

工业机器人仿真实训室69200

数控技术(560103)、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工业机器人
技术(560309)、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模具设计与制
造(560113)

校级

2018

300

110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模具设计与制造（560113）、
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

校级

2020

640

328

机械基础实训基地

电气自动化技术实训基地

工业机器人技术公共实训中心

广东-亚琛工业4.0应用研究中心
自动生产线组建与调试实训室63302
数字化工厂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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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项目
序号

14

15

实训基地名称(全称)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实训基地

汽车技术类专业公共实训中心

实验实训室名称、地点

适用专业
支持部门

批准日期（年）

面积
实践教学工
（平方米） 位数(个)

汽车发动机实训室55102
工程机械培训中心65201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实训室65301
整车综合实训室68101
汽车电器空调实训室68201
汽车底盘实训室682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560702）、新能源汽车技术
（560707）

省级

2015

3776

758

汽车新能源实训室65101
汽车多媒体实训室652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560702）、新能源汽车技术
（560707）

省级

2016

944

240

制冷产品检测中心61101
空调维修实训室61201
冰箱维修实训室61202
制冷设备电气控制实训室61301
中央空调节能控制实训室61302
太阳能光伏发电实训室61303
美的中央空调用户服务培训实训基地61401
冷库实训室61404
空调热水机生产中心实训室66101

制冷与空调技术(560205)、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540504）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530304)

省级

2015

5368

1100

16

制冷与空调技术实训基地

17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实训基地

电源与LED照明技术实训室 69403
新能源发电技术实训室 69301
新能源储存技术与应用实验室 69401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530304)

校级

2020

466

265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实训基地

涂料喷涂实训室7-1-107
UV涂料生产与研发实训室7-3-103
粉末涂料生产与研发实训室7-3-104
涂料检测实训室7-3-204
涂料调色及涂装实训室7-4-101
乳液制备实训室7-4-103
水性涂料生产与研发实训室7-4-104
防腐性能实验室7-4-105
绿色阻燃工程中心实验室7-3-402

应用化工技术(530201)、工业分析技术(570207)

省级

2018

1187

88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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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项目
序号

19

20

21

22

23

实训基地名称(全称)

实验实训室名称、地点

适用专业
支持部门

批准日期（年）

面积
实践教学工
（平方米） 位数(个)

分析检测技术公共实训中心

RoHS检测仪器室7-1-205
RoHS检测前处理室7-1-206
材料微区表征实验室7-3-101
材料结构分析实验室7-3-102
基础化学实训室（1）7-3-201
分析天平室（1）7-3-202
基础化学实训室（2）7-3-203
色谱分析实训室7-3-301
光谱分析实训室7-3-303
样品前处理实训室7-3-304
痕量组分检测室7-3-404
高温处理室7-4-102
材料分析实验室7-3-405
化学分析实训室（1）7-4-201
分析天平室（2）7-4-202
化学分析实训室（2）7-4-203
虚拟仿真实训室7-4-302
工业分析实训室7-4-303

应用化工技术(530201)、工业分析技术(570207)、食品质量
与安全（590103）

省级

2018

1734

750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实训基地

食品饲料检验实训室73305
食品加工实训室74304
微生物检测实训室74405
灭菌室7-4-406
食品理化检验实训室7-4-403

食品质量与安全（590103）

校级

2020

334

190

药学专业实训基地

模拟药房71101
药品生产模拟车间71102
医药营销多功能室（71408）

药学(630301)

省级

2014

633

235

护理专业实训基地

临床护理技能实训室（1）72301
母婴护理治疗实训室72302
临床护理技能实训室 （2）72303
急救技能实训室72304
手术室72305
社区护理技能实训室72401
形体礼仪实训室72402
老年护理实训室72403
护理基础技能实训室72404
护理示教室72405

护理（620201）

校级

2013

1018

620

康复专业实训基地

言语治疗实训室71301
物理治疗实训室71302
作业治疗实训室71303
儿童康复治疗实训室71304
物理因子治疗实训室71305
传统康复治疗实训室71402

康复治疗技术（620501）

校级

2013

653

450

第 4 页，共 7 页

实训基地项目
序号

24

25

26

27

28

29

30

实训基地名称(全称)

实验实训室名称、地点

适用专业
支持部门

批准日期（年）

面积
实践教学工
（平方米） 位数(个)

生命科学馆72101
医学形态实训室72102
医学结构与形态示教室72103
中药鉴定室72201
微生物检验室72203
机能实验室 （1）72204
机能实验室（2）72206

药学(630301)、护理（620201）、康复治疗技术（620501）

校级

2013

978

365

医药卫生类专业公共实训中心

仪器分析室71201
化学分析室（1）71203
化学分析室（2）71204

药学(630301)

校级

2020

312

200

家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实训基地

板式家具实训室62101
实木家具实训室62201
软体家具实训室 62302
家具数字化制造实训中心62103、62203
家具涂料与涂装实训室 62301
学生工作坊 62401

家具设计与制造（580105）、家具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
设计专业（650111）、、建筑设计专业（540101）、展示艺
术设计

省级

2019

3604

770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650111）、家具艺术设计专业、家具设
计与制造（580105）、建筑设计专业（540101）、展示艺术
设计（650110）

校级

2019

200

85

园林技术专业实训基地

植物组织培养室（设计学院A205、206）
现代种植示范区（设计学院天台）
栽培与养护基地（设计学院东头）
药用植物基地（医学楼中庭）
园林建筑模型实训室6-7-604
鲜花冷冻干燥实训室6-7-604
景观建筑测量、测绘共享实训室6-7-604

园林技术（510202）、环境艺术专业（650111）

校级

2014

2300

780

工业设计专业实训基地

工业模型首版实训室67504
小家电样机分析室67501
用户行为观察实训室67503

工业设计(580109) 展示艺术设计（650110）环境艺术设计
（650111）、建筑设计（540101）

校级

2014

750

280

创意设计工作室8A107
金工工艺坊8-A-109
特殊工艺坊8-A-210
贵金属及宝玉石鉴定室8-A-211

首饰设计与工艺（650118）

校级

2020

435

255

共享型影像实训室62405
丝网印刷实训室67601
共享型平面实训室67602

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670136)、装潢艺术设计(670106)、摄
影摄像、视觉传播。

校级

2014

600

295

会计手工电子一体化实训室 5-4-302
会计电算化实训室 5-4-304

财务管理(630301)、会计(630302)、工商企业管理
（630601）、物流管理（630903）

省级

2013

250

130

基础医学实训基地

共享型VR虚拟空间设计应用实训
共享型VR虚拟空间设计应用实训中心67603
中心

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实训基地

31

数字媒体专业实训基地

32

会计专业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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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项目
序号

33

实训基地名称(全称)

商科专业公共实训中心

实验实训室名称、地点

适用专业
支持部门

批准日期（年）

面积
实践教学工
（平方米） 位数(个)

国际合作办学学习资源中心 5-4-108
市场营销实训室 5-7-103
电子商务实训室 5-7-105
电子商务项目运作室 5-7-106
银行保险模拟实训室 5-7-202
证券模拟实训室 5-7-204

会计(630302)、电子商务(630801、市场营销(630701)、财
务管理(630301)、物流管理(630903)、工商企业管理
（630600）、金融管理与实务(630201)

省级

2018

1626

615

市场调查与统计实训室 5-4-201
社会组织教学实训室 5-4-202
ERP实训室 5-4-203
社会组织模拟实训室 5-4-204

市场营销(630701)、财务管理(630301)、会计(630302)、物
流管理(630903)、工商企业管理（630600）

校级

2013

500

380

34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35

物流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现代物流中心实训室 6-9-101

物流管理（630903）

校级

2014

610

230

36

商科类专业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

跨专业综合实训平台制造业一区 5-7-301
跨专业综合实训平台制造业二区 5-7-302
跨专业综合实训平台综合服务区 5-7-305
跨专业综合实训平台客户区 5-7-306

会计(630302)、电子商务(630801、市场营销(630701)、财
务管理(630301)、物流管理(630903)、工商企业管理
（630600）、金融管理与实务(630201)

校级

2018

1068

530

会计(630302)、电子商务(630801、市场营销(630701)、财
务管理(630301)、物流管理(630903)、工商企业管理
（630600）、金融管理与实务(630201)

校级

2020

648

435

37

38

39

40

顺商文化大讲堂7-404
创新创业实训室7-403
新商科与顺商文化公共实训中心 创业辅导室7-405、7-406
创业孵化室7-407、7-408
创业洽谈室7-101、7-102
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客房实训室5-2-102
前厅实训室5-2-104

酒店管理(640106)

校级

2018

391.27

175

文秘专业实验实训基地

文秘综合实训室 5-1-306
会议会务实训室5-2-301
办公自动化实训室5-2-303
档案管理实训室5-1-508

文秘专业(660112)

校级

2019

615

390

社会专业实验实训基地

小组工作实训室5-6-404
个案工作实训室5-6-405
社区工作实训室5-6-406

社会工作专业(650101)

校级

2019

290

200

数字化语音实训室5-3-205、207、208、305、307、405、
407
商务日语实训室5-3-308
国际贸易综合仿真实训室 5-7-201
国际商务情景模拟实训室 5-7-203
国际经济与贸易教学企业 5-7-205

公共英语(设计学院专业群、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群、智能
制造学院专业群、能源与汽车工程专业群、商学院专业群、
外语外贸学院专业群、医药卫生学院专业群、人文学院专业
群、化工学院专业群)

校级

2018

867

592

跨境电商实训室 5-3-504
内外贸电子商务实训室 5-3-104

应用英语(670203)、应用日语(670206)、国际贸易
（630502）

校级

2018

146

110

41

外语公共实训基地

42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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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项目
序号

43

实训基地名称(全称)

应用英语专业实训基地

实验实训室名称、地点

适用专业
支持部门

批准日期（年）

面积
实践教学工
（平方米） 位数(个)

外语翻译实训室5-3-101
商务英语实训室5-3-206
虚拟情境口语实训室5-3-306
外贸英语综合技能实训室5-3-102

应用英语(670203)

校级

2020

442

312

中餐实训示教室（1）6-10-204
中餐实训室（1）6-10-205
中餐实训室（2）6-10-206
中餐实训室（3）6-10-207
中式面点示教室6-10-304
中餐实训室（4）6-10-305
中餐实训室（5）6-10-306
中餐实训室（6）6-10-307
中餐实训示教室（2）6-10-404
中餐实训室（7）6-10-405
中餐实训室（8）6-10-406
中式面点实训室6-10-407
中餐厨房6-10-606
西餐厨房6-10-614
餐旅文化体验中心6-10-100
餐饮体验中心6-10-600
万家乐厨房研究中心6-9-500

烹饪工艺与营养（640202）、酒店管理(640106)、餐饮管理
（640201）

省级

2018

8000

3805

44

烹饪公共实训中心

45

餐饮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茶艺实训室5-2-101

餐饮管理（640201）

校级

2020

120

85

46

广东省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心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家具设计与制造（580105）、数控技术(560103)等

省级

2006

200

80

47

创新创业孵化公共实训中心

郑裕彤楼一楼

面向全校所有专业

校级

2020

2150

200

62246.47

2481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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