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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精密检测基地指导思想

本项目是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海克斯康制造智

能技术（青岛）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共建智能精密检测中

心，是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典型事例。本项目以实

现“国内领先、省内唯一、技术先进、产学结合”为目标，

建成和现代制造、现代服务业相关专业的技术发展同步、

基本满足丹东及周边地区所有职业院校不同科目的培训

及技能鉴定需求，能够承担丹东市（或地区间）的技能

竞赛，促进学员就业、创业，并集成创新开发与应用，

建设成为具有国内较为领先、在辽宁省起示范性、导向

性、公益性的高层次的公共培训平台，为丹东市乃至辽

宁全省经济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

2    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建设的目标定位

职业教育主要是为建设、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培

养中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和技能型劳动者 [2]。根据丹东

市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立足当地支柱

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行业和企业

目前生产现状需求与技术发展的先进水平为标准，以产

业发展需求的专业教学、培训为依据，按照“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技术先进、资源共享”的原则，在现有实训

条件的基础上，建设成融产、教、赛、培、研五位一体

的教学培训、鉴定环境 [3]。开展面向中职、高职培训及

师资培训，面向高校在校生的技能训练，面向社会提供

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再就业人员、农村劳动转移的技

能培训，面向行业在职职工培训，面向产业升级、技术

创新和实现科技成果要求，培养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等工作，打造面向全社会提供开放性技能培训 [2]、评价

服务的培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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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手段，现在正向精密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其中，智能精密
部件检测成为检测技术发展的技术重点和重要方向。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面对服务区域经济
发展的新要求，作为承担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等职业院校，应该积极探索构建行业、企业、院校协
同创新、协同育人的产教融合新格局，建设符合当下发展要求的校企合作的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 [1]，以
提高学校的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校企合作共建；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建设

3    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建设的功能定位

3.1    教学实训功能
满足机械相关专业的测量课程实训基本要求，其中

包括机械系各专业平台课和其他专业的选修课的教学实

训功能。可针对机械相关专业的测量课程实训基本要求，

可开设现代测量仪器应用、精密检测技术、三坐标测量

技术、三维扫描与比对检测技术、逆向工程等课程。

3.2    培训功能
承担面向中职、高职培训及师资培训（国培、省培、

行业培训等），面向社会、企业职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

专业知识扎实的高技能的技术人才。可开展产品精度多

种测量方法培训、机械常规公差测量培训、采用复合式

三坐标测量机、蓝光扫描仪实现对物件数据采集及比对

检测培训、采集数据后应用相关软件进行产品逆向培训。

3.3    技能鉴定功能
将联合海克斯康大学，共同打造技能检定中心，可

考取的技能证书有：三坐标操作员证、六西格玛黄带证

书、培训师证。

3.4    社会服务职能
实训室面向本地区周边职业院校，对企业和社会培

训机构开放，体现共享、公益和示范性的特点。承接丹

东及周边地区汽车增压器企业、机床企业以及零件加工

制造企业进行产品质量检测。依据产品的设计－加工－

质检的生产流程，构建以先进制造技术为核心的服务平

台，涉及的业务范围有：产品、零件的精度检测及检测

方案制定服务，产品数字化设计，产品三维扫描与比对

检测，机床精度检测服务等。

3.5    竞赛功能
有能力承办丹东市、辽宁省及地区间的相关技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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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承接大赛测量任务。

3.6    技术服务功能
实训室建设后具备一定的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能

为丹东周边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3.7    研发功能
以研促教，引进企业大师工匠，利用先进的检测设

备，与职业院校教师配合开展课题研究、项目开发。

4    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的建设规划

实训中心建设部分是本次规划的重点，根据现代制

造技术培训特点，在智能精密检测中心下属规划三个中

心，分别是复杂零部件检测中心、智能检测中心、数据

对比分析中心。具体规划如图所示。

4.1    高精度复杂零部件检测中心
本中心主要能实现复杂零部件的检测。例如复杂曲

面零部件、异形件、高精度零部件等的检测检验，特别

针对现代产品形状复杂、自由曲面、曲线越来越多的趋

势，能高效实现测量工作，通过测量结果改进加工工艺，

可以进行国赛、省赛训练赛件检测服务、企业产品质量

检测、承接大赛测量任务，以及教科研课题开发，项目

研究。根据功能共划分两个区：工业级三坐标检测区和

机床精度检测区。

工业级三坐标检测区主要利用海克斯康高精度桥式

三坐标测量机，对精密零部件进行检测。其特点是相较

于常规测量机，精度更高、扫描能力更强，更能适应专

业零部件的复杂测量任务，是兼顾通用性和专用性于一

体的高精密测量机。几乎可以对生产中的所有三维复杂

零件尺寸、形状和相互位置进行高准确度测量 [4]。

机床精度检测区主要利用雷尼绍激光干涉仪和球杆

仪，主要用于评估、监控并提高机床、坐标测量机 (CMM) 
及其他位置精度要求关键的运动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性

能，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丹东的机床产业。

4.2    智能检测中心
中心主要能实现本校机械相关专业的测量课程实

训基本要求，其中包括机械系各专业平台课，以及学

校其他专业的选修课的教学实训功能；承办丹东市、辽

宁省及地区间的相关项目技能竞赛功能；承担面向中

职、高职培训及师资培训（国培、省培、行业培训等），

面向社会、企业职工培训功能；各种三坐标认证功能。

智能检测中心根据功能划分两个区：三坐标教学区、典

型零件展示区。

（1）三坐标教学区主要设备为桌面实训机 PoleStar。
桌面型三坐标实训机，使用与工业级三坐标相同的核心

零部件，满足院校实训要求开放式悬臂式结构，操作空

间大，便于学习固定式工作台，承重能力强，采用直流

伺服电动机和丝杠传动系统，传动效率高，维护方便，

金属直线导轨，无需气源，特别适用于频繁使用但对精

度要求相对不是很高的，实际教学实训应用。

（2）典型零件展示区主要是展示企业真实样件，以

及三坐标教学的各类典型零部件。在教学过程中以项目

式教学，案例接轨企业实例。按照“就业岗位→典型工

作→能力需求→能力目标→综合项目”进行课程设计，

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

4.3    数据对比分析中心
本中心主要是对复杂零部件进行对比检测和数据分

析训练的实训室，同时还可以进行三坐标操作软件的脱

机训练。针对不同设备和功能，具体软件有数字化检测

系统基础版、海克斯康脱机操作虚拟仿真软件、三维扫

描比对软件、逆向造型软件等。

数据智能比对测量主要利用 3D 数字化扫描检测

系统扫描被测零件，获得点云数据，再进行逆向建模，

而后将数模数据与零件的原始图纸进行对比，就可以

图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海克斯康智能精密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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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零件的误差分析图谱和误差报告。相对于原始的

检测方法来说，三维检测更加准确，特别是对曲面和

易变形的物体来说，扫描的物体和数模几乎一致，但

原始的检测方法不仅测量曲面误差很大，同时对易变

形的物体测量更加复杂，精度很低。三维检测技术的

问世很好地解决了原始检测方法存在的弊端，做到了

高质量检测。

海克斯康脱机操作仿真软件能模拟实际三坐标测量

机的工作状态和运行环境，完全遵循实际三坐标测量规

程，培养学员熟练操作三坐标测量软件，通过对模拟工

件的测量来掌握三坐标测量的整个流程，使得教学、学

习变得更加直观生动，提高教学质量、缩短教学时间，

为实际测量做基础，为点云数据进行处理，逆向造型和

数据比对测量。

5    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环境设计

5.1    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环境的设计
精密检测室的运行环境主要考虑培训室的建筑需

求、电源、气源、温度、通风排气、温度、洁净程度、

斑马条线等八个方面。

5.2    职业环境设计思想
职业环境设计思想，根据培训功能，从环境基色（附

色板）、警示标识、场地指引等方面进行描绘。

（1）环境基色：根据专业特色，设计职业环境色；

（2）在醒目的位置悬挂符合规范的警示标识，采用

对比鲜艳色，起醒目警示作用；

（3）检测室门口应设置编号及培训室名称；

（4）遵循一体化培训的职业环境设计；

（5）企业的 7S 管理规范；

（6）在培训室或楼层展示区、通道的作品展示、技

术发展历史展示、精神面貌展示等；

（7）设备及工具摆放的科学性、整齐性、规范性。

5.3    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各中心知识点
主要技术知识点说明、技术展板、工艺流程图等。

5.4    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各中心管理制度
（1）精密检测室的管理规范、条例等 [6] ；

（2）主要设备操作规范、注意事项等。

6    结语

建设校企合作智能精密检测实训基地，可使学校

培养的技术人才与快速发展的国内加工制造业对接 [5]，

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让学生了解并掌握智能制造检

测的方法及能力，面向企业质量管理部门培养检测 
人才。

教研项目：本文依据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研项目《校

企共建实训基地的模式与路径研究（以智能精密检测实

训基地为例）》，项目编号：JYLX20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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