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能源动力工程分院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秉承“办学跟着就业走，专业跟着产

业走，课程跟着岗位走，人才培养目标跟着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的总目标走”的学院办学思路，主动对接产业、服务产

业，把工匠精神刻在学生心中，把创新意识融入学生血液，

不断提升学生就业竞争能力、教师实践能力、服务社会能力。

毕业生就业率长年保持在 96%以上，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就业

率保持 90%以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评价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一、 基本情况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成立于 2010 年 8 月，2022 年在籍注

册学生 2158 人，在职教职工 58 人，其中中层领导共 6 人，

中共党员 32 人，学生管理辅导员 8 名，宿管员 4 人(含 2 人

外聘)；分院下设教务办公室，行政秘书 1 人，教学秘书 1

人，考务秘书 1 人。

二、师资队伍建设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全部在岗人员 58 人，其中专任教师

41 人（含中层干部），专任教师中副高以上职称 13 人，占

比为 30.2%，双师型教师占 72.1%。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下设四个专业教研室，分别是：电力

教研室，教研主任张书生，专业教师 10 名；热动教研室，

教研主任周中州，专业教师 10 名；供用电教研室，教研主

任李海滨，专业教师 9 名；汽修教研室，教研主任吴卫东，



专业教师 12 名；实训教研室，教研主任陈奇龙，成员由各

实训室兼职管理员组成。

热动教研室专业指导委员会专业论证

能动分院的青年教师说课比赛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企业导师与分院专业带头人

教育部中德 SGAVE 项目专家在评估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专业



二、专业建设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现设有 1 个“4+0”电力系统自动化

技术应用型本科专业（与新疆理工学院联办）、2 个电力系

统自动化技术（与新疆工程学院联办）、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与昌吉学院联办）3+2 应用型本科专业；设有电力系统自

动化技术、热能动力工程技术、供用电技术、工业过程自动

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新能

源汽车技术等 7 个高职专业；2 个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五

年一贯）、供用电技术（五年一贯）专业；3 个汽车制造与

装配高级工、化工仪表及自动化高级工、机械设备装配与自

动控制高级工技工专业。

目前分院已建成高职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热能动力工

程技术省级特色专业，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热能动力工程

技术、供用电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等自治区优质校建设专

业；高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入选教育部首批中德先进职教

合作项目-汽车新能源技术专业；建成汽车维修自治区级重

点专业，入选全国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第一阶段建设院校及

建设专业。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现有 660MW 单元机组仿真实训室、热

力设备运行与检修实训室、热工仪表检修 DCS 控制综合实训

室、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实训室、电力安全实训室、变配电技

术实训室、汽车修理实训室等 35 个实训室，实训室面积约

22365 余平方米，实训设备价值 1500 余万元，实训工位 1762

个。实验室具备先进的仪器设备，能满足本专业的专业基础



和专业课的课程实训要求。分院与特变电工等大型企业深度

融合，依托“昌吉州现代装备制造业职教集团”搭建了 25

多个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平台，培养学生企业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电工综合实训室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工业过程自动化实训室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供配电实训室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热工仪表实训室

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近年来，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围绕电力工程技术专业群，

以准东分院为切入点，借助电力行业职教集团的资源优势，

依托电力工程技术专业群，组建不同层次“订单班”，探索

混合所有制法人产权制度，试行多元办学主体，实现与企业

零距离接轨。2020 年挂牌成立准东分院，2021 年 1 月获得

自治区教育厅批复“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准东学院”混合所

有制办学试点项目，批复“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热能动力

工程技术、汽车维修与检测”三个专业为第一批试点专业；

2021 年与特变电工、东方希望、天池能源、协鑫能源、新疆

宜化、广汇汽车等企业开展建设产业学院、教师校外流动工



作站；2022 年学院与特变电工准东硅基新材料产业园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合作建设疆内首家“硅基新材料产业学院”；

与东方希望、天池能源、陕汽重卡、比亚迪等规上企业合作

开展 1+X 订单式、委培式、定向式招生及人才培养，利用校

企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业的职

业教育模式；与国内新能源汽车制造龙头企业比亚迪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中车云商三方建设比亚迪精诚英才合作项目，

2022 年建成新能源汽车技术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准东分院准东产教园教学实训室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师生在准东电厂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学生陕汽重卡生产线

2009年至今我分院各专业在准东稳定就业学生数近

1500余人，历年来累计实习人数2500余人次，目前在企业中

层以上管理岗位有20余名，近五年各层次毕业生就业率高居

全新疆前列。

四、团学工作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团学会（简称团学会）是在学院党委

领导、团委指导、分院党支部管理下的学生群团组织。团学

会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学习部、宿管部等15个部门，团学

会作为分院联系广大同学的桥梁和纽带，以加强对同学的思

想引领为根本，以全心全意服务同学为宗旨，按照《昌吉职

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开展日常服务工作，促进同学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团结和引导同学成为热爱祖国，适应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的合格人才。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进驻准东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学生在准东电厂实习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学生在准东电厂控制室工作

21 级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混合所有制专业学生在准东分院实习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学生在学院校园文化艺术节表演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学生在建党 100 百周年的经典诵读活动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学生参加职业教育活动周制作海报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无人机社团活动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学生在参加企业招聘会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春申艺术苑书画社团学生在组织活动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电子技术专业社团学生在组织活动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学生在准东分院举行升旗仪式



五、分院荣誉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或
第一完成人

授予部门
级别（国家级、
省部级、地州级、

学校）

教学团
队

全国电力系统自动化
技术专业双师资培训
基地，并获成功

战鹰、张涛 教育部 国家级

首批院级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汽车检测与

维修教学团队
吴卫东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

专业及
课程

与昌吉学院开展电厂
热能动力装置专业应
用型本科试点

朱振、周娜 教育厅 省部级

与新疆工程学院开展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专业应用型本科试点

战鹰、牛丹凤 教育厅 省部级

教材

PLC 技术及应用 薛维斌 国家级

电力系统分析 张书生 国家级

配电线路施工与运行 张书生 国家级

实训基
地

自治州教育局职教联
盟“煤炭培训考核基

地”项目
薛维斌

昌吉回族自治州教育
局

地州级

新能源汽车维护公共
实训基地

吴卫东
昌吉回族自治州教育

局
地州级

大学生电工电子创新
实验室项目

张书生 昌吉州人民政府 地州级

自治区教育厅现代职

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资金“电力安全实训

基地”项目

薛维斌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火电机组仿真实训

室”建设项目
周娜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自治区教育质量能力

提升第二批“新能源

汽车实训基地建设（二

期）”项目

吴卫东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办学模
式

自治区“准东学院混

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项目

张涛、战鹰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资源库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业教学资源库
李林、吴卫东 教育部 国家级

教学改
革项目

首批中德先进职教合
作项目-汽车新能源

技术专业
李林 教育部 国家级



全国技工院校工学一
体化第一阶段建设院
校及建设专业-昌吉
技师培训学院汽车维

修

李林 人社部 国家级

2020 年荣获昌吉职业
技术学院课程思政大
赛一、二、三等奖

周中洲、王芳、
罗亚杰、陈奇
龙、李海滨、理

由、李鑫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校级

2021 年荣获昌吉职业
技术学院课程思政大

赛一、二等奖

周中洲、王芳、
李鑫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校级

汽车运用与维修 1+X
证书制度试点（中级）

吴卫东 教育部 国家级

智能网联汽车检测与
运维 1+X 证书制度试

点（中级）
郝麟 教育部 国家级

商用车销售服务 1+X
证书制度试点（中级）

李阳 教育部 国家级

发电集控运维 1+X 证
书制度试点（中级）

周娜 教育部 国家级

装表接电 1+X 证书制
度试点（中级）

张书生 教育部 国家级

学生技
能竞赛

2017 年自治区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新疆
区预赛汽车机电维修
中职学生组二等奖

吴卫东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17 年自治区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新疆
区预赛汽车机电维修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兰雨龙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18 年自治区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新疆
区预赛汽车检测与维
修高职学生组三等奖

吴卫东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18 年自治区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新疆
区预赛汽车机电维修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兰雨龙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18 年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新疆区
预选赛中职组分布式
光伏系统装调与运维
项目荣获团体第一名

薛维斌、吴小龙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18 年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新疆区
预选赛高职组风光互
补发电系统安装与调
试项目荣获团体第一

名

薛维斌、牛丹凤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18 年自治区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新疆
区预赛汽车检测与维
修高职学生组三等奖

吴卫东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19 年自治区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新疆
区预赛汽车检测与维
修高职学生组三等奖

吴卫东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19 年自治区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新疆
区预赛汽车机电维修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郝麟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20 自治区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
《汽车技术》赛项个

人三等奖

李林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20 自治区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教师组
《汽车技术》赛项个

人三等奖

郝麟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21 年高职学生组
《汽车检测与维修》

赛项团体二等奖
吴卫东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21 年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新疆区
预选赛中职组电气安
装与维修项目荣获团

体一等奖。

薛维斌、吴小龙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21 年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新疆区
预选赛中职组分布式
光伏系统装调与运维
项目荣获团体第一

名；

牛丹凤、吴小龙 自治区教育厅 省部级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分布
式光伏系统装调与运
维项目荣获团体三等

奖

吴小龙、李海滨 教育部 国家级

科研

基于 1+X 考核内容融
入《汽车电气设备构
造与维修》课程项目

教学改革研究

郝麟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校级

论文

电气自动化设备可靠
性测试方法探究

周艳 中国机械 国家级

电力工程输电线路施
工技术与质量控制分

析
张书生 电力设备 国家级

电力工程中高压输电
线路施工技术与检修

策略研究
张书生 电力研究 国家级

基于QJ23型直流单臂
电桥测量方法的创新

研究
张书生 电力研究 国家级



六、分院主体专业群（专业）介绍

（一）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群）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电工、电子、电

机、电力系统基本知识，具备发电厂、变电站电气设备安装

调试、检修、维护和用电检测与管理能力，从事发电厂、变

电站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检修、用电检测与管理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面向电力系统领域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电力公司和

供电局的调度管理部门以及技术中心从事自动化运行管理

工作，大中型发电厂和变电站从事远动自动化控制技术及微

机通信技术管理工作和值班运行及电气试验技术工作，在供

基于信息化时代下电
工电子技术的发展

张书生 电力设备 国家级

节能降耗技术措施在
电力工程输配电线路

中的应用
张书生 工程技术 国家级

如何对10KV电力工程
施工技术进行有效管

理
张书生 电力研究 国家级

浅析 1+X 证书制度对
职业教育教学活动的

影响
郝麟 机械职业教育 省级

专利
一种电力试验用电缆

收放装置
张书生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级

https://baike.so.com/doc/5397276-563457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31060-644439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10089-672381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9388-558484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25962-5938699.html


电局从事线路维护、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和管理;企事业单

位从事配电系统的技术管理与维护工作。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2009 年获

批自治区高校特色专业，目前，拥有专任教师 21 人，其中：

教授 4 人，副教授 5 人，取得硕士学位 9 人，“双师”教师

比例达到 90%。行业企业聘任兼职教师 7 人；企业实习实践

指导教师 16 人。其中，自治区级教学名师 1 人，自治区教

学能手 2 名。团队教师曾主持建成自治区级特色专业 2 个，

主持建成自治区精品课程 3 门，主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 3

项，青年项目 2 项，获得国家专利 4 个，获国家级技能大赛

奖项 4 项，获自治区级技能大赛奖项 6 项。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前排企业高级工程师、技术员，后排专

业带头人骨干教师）

https://baike.so.com/doc/3163632-33340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63632-33340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91519-6505024.html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校企大型火电机组仿真集控运行技能竞赛

该专业在校内拥有 9000 平米的国家级特色产业公共实

训基地 1 个；6000 平米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一个；11400 平

米户外 0.4-35KV 电力线路架设与维护实训场地 1 个；3764

平方米的自动化控制、变配电技术实训、继电保护、DCS 控

制、电工仪表与测量、电工综合实训等 21 个专业实训室；

总面积 30164 平方米。

电力专业学生在企业认知实习

在校外与准东管委会及准东各大企业联合办学成立了

准东分院；与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煤矿、新疆天

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神华神东电力新疆准东五彩湾发电有

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新疆五彩湾发电有限公司、特变电工

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北一发电有限公司、新疆神火煤电有



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业建

立校外实习就业基地。



（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始建于 2006 年，主要定位于

乌昌地区汽车制造企业、汽车 4S 店、汽车维修企业、机动

车检测站、汽车装潢美容企业、保险公司等单位，培养面向

汽车制造业、汽车修理与维护行业的汽车整车制造人员、汽

车维修技术服务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汽车质量与性能检

测、汽车故障返修、汽车机电维修、服务顾问等工作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经过多年的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实践，已经初步形

成了以专业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为核心、企业能工巧匠深

度参与的教学团队。



实训基地包括 15 个专业实验实训室，设备仪器总值 500

多万元，实训场地面积 2000 多平方米，可以容纳 6 个标准

班同时上课，满足“教、学、练、考一体化”教学的需要，

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校内实验实训教学体系。



校外实训基地共有 20 家。主要分布于乌昌地区，既有汽车制造企业：广汽

传祺、陕汽重卡，也有依托昌吉三大汽车城（昌吉庞大汽车城、汇京昌吉汽车城、

福瑞行昌吉汽车城）校企合作平台：汽车 4S 店、中小型维修企业。



建设完成了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新增校外实训基地 5个

近年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6 年获得自治区现

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200 万元建设资金，完善汽车维修校

内实训基地建设；2019 年成功申报国家汽车运用与维修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单位，同年参建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教学资源库，目前已经完成建设任务，正在推广应用。2020 年又成功申报智能

网联汽车检测与运维、商用车销售服务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项目。

深入开展行业企业调研，逐年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组织学生参加区州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大赛，激励学生参赛获奖，以竞赛促教学



申报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开展课证融通教学改革

近年累计获得自治区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奖 30 多项

同学们在实训现场

（三）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概况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是能源动力工程分院 2017 年新增

专业，也是学院“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专业。2017 年与比

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携手中车云商（北京）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进行校企合作，建成新疆唯一基于“比亚迪精诚英才培

育项目”的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2019 年获得自治

区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100万元建

设资金建设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2019 年申报昌吉州人民政

府职业教育行动计划“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骨干专业”；2020

年又成功申报智能网联汽车检测与运维、商用车销售服务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项目，开展培训工作，同年申请建设

院级新能源汽车技术应用研究技能大师工作室，2021 年成功

入选教育部中德先进职业教育新能源汽车技术合作项目

（SGAVE）首批试点院校，2022 年正式开始建设。

“比亚迪精诚英才培育项目”，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学实训基地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以培养拥护党

的基本路线，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能主动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考取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或 MHK 等级证书，具有较

强的实践动手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具备一定

的创新和创业素养，主要面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维修、销售、

检测等企业，从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维修、销售、检测等主



要岗位，完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维修、检测、故障诊断、销

售等典型工作任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类型层次的人才。

1.师资队伍建设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2人，其中副高 6人，硕士研究生 5 人；

专任教师中具备“双师”素质的教师为 9人，企业外聘的专业技师 2 人。已经初

步形成了以专业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为核心、企业能工巧匠深度参与的教学团

队。

2.校内外实训基地

学院根据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为

主线，新能源汽车校内实训基地（一体化教室）建设有纯电动汽车整车实训室、

动力电池实验实训室、电机及控制技术实训室、电控系统综合检测维修实训室；

设备仪器总值 100多万元，实训场地面积 1000多平方米，满足“教、学、练、

考一体化”教学的需要，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校内实验实训教学体系。各实训室

在功能上具备多媒体教学区、讨论区实训区、仪器设备区、教师工作区等。



能源动力工程分院 2011年由国家教育部、财政部批准建立了“国家级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分院与企业深度融合，2019 年依托“昌吉州电力行业职教

集团”建成 12 个校外实训基地，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与世界知名企业米其林轮

胎的售后品牌驰加汽车服务中心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与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领军企

业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比亚迪精诚英才培育项目》开展实训基地建设、

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学生实习就业等工作；与昌吉公交集团公司合作建设新能源

城市客车维修实训室，提供了有利的企业实践实习支撑环境。

新建的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引入的比亚迪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解剖原理实

训平台、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测试诊断分析实训平台、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高压控

制盒原理实训平台等设备，已经投入教学使用，并申报 2022 年职业教育建设项

目（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有 4 名教师参加了比亚迪精诚英才培育项目师资培训，

取得了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培训师资质，形成 了以专业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为

中心、企业能工巧匠为主的教师队伍，并以此师资为核心建成院级专业教学团队；

有 95 名学生参加了中国标准科技集团信息有限公司推出 1+X之《汽车运用与维

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和考核。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技术实训工位

3.专业特色

（1）实现了课证融通、赛证融通的教学模式。

按照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课证融通”教学改革的要求，将新能源汽车 1+X

证书标准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满足新能源汽车 1+X证书培训教学、考核的需要。

以新能源汽车技术实训基地为纽带，将职业技能大赛训练内容和职业证书培训考



核内容衔接，同时融入课程实训体系，更好地实现教学环境职业化，提升学生专

业职业能力，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促进学生就业。

（2）国内行业领军企业通过与职业院校开展校企深度合作，服务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开展新能源汽车人才的多层次培养，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与职业教

育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行业领军企业的优势在于制定标准的权威性和掌握先进技术的优势，使之有

能力主导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整合并为其所用，例如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目前

是全球唯一的一家同时掌握新年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及充电配套、整车制

造等核心技术的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建成 LMS 在线学习系统及与比亚迪新能源

汽车技术同步的课程体系。

比亚迪企业新能源汽车 LMS 在线学习系统

（3）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集比亚迪汽车尖端技术课程化、人才培养模块化、

师资团队专业化的新能源汽车专业校企合作平台。

通过企业调研，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基础能力模块、

专业核心能力模块和专业拓展能力模块进行重构，例如通过提炼比亚迪汽车尖端

技术，整合出《企业文化》、《车间安全》、《汽车保养》、《专用仪器设备使

用》、《电气系统检修》、《动力电池结构原理及检测》、《综合诊断检修》等



19 门课程，充实和完善了课程体系。参照企业标准培训考核师资，培养工匠型

双师素质教师，提升专业能力。

（4）坚持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校企方面将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深化合

作理念，把握合作重点，构建合作机制。

在专业建设过程中，成立了包括行业、领军企业、职教专家在内的专业指导

委员会，共同完成专业建设、课程开发、社会服务等任务，通过签订《校企合作

协议》、《企业设备托管协议》、《企业技术保密协议》、《校企合作项目建设

协议》，保证专业建设的梯次有效推进，以开展具体项目合作的形式形成了校企

合作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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