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文件 
 

关于举办2019年全国县级职教中心“电气与电

机控制技术”骨干教师技能培训班的通知 

联盟办（2019）17 号 

 

全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成员单位，各县（市、区）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各县（市、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 

为推动全国县级职教中心专业教学改革和师资队伍建设，

促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全

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与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天煌教

仪）决定 2019年 7月，联合举办 2019年全国县级职教中心“电

气与电机控制技术”骨干教师技能培训班。 

天煌教仪成立于 1992 年，是我国最大的专业从事教育装

备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高等教育

教学仪器、中国职业教育实训考核设备、中国行业企业培训装

备、中国普教教学仪器研发生产基地。本次骨干教师培训班的

举办，将通过提高教师的相关专业技能水平，加快提升学生的

专业技术水平，从而不仅能提高学生就业时的专业能力，也能

强化学生升学时的专业基础。 

现将培训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及形式： 

1.培训内容： 

围绕电气及自动化行业和专业新技术、安装电工的操作技

能、电气控制系统的安装与调试、系统编程与调试、各种电机

及驱动器认识、电机控制系统的安装与调试、电机传动系统的

安装与调试、传动系统的性能检测、电气控制系统典型故障诊

断与排除、系统优化等方面开展一体化项目培训。 



围绕 THWETI-2A型 电气装置实训考核平台、THMRAT-1 型 

电机装配与运行检测实训考核装置的设备组成及功能、电气系

统安装与调试、系统编程与调试、电机控制及传动系统的安装

与调试、PLC、变频器、触摸屏、组态监控等实操项目开展培

训。 

2.培训形式： 

分专题报告、技术培训、设备培训、实操训练，理论授课

与实操相结合。 

二、培训时间、地点： 

培训时间:2019年 7 月 20日（周六）至 7 月 27 日（周六），

7 月 20 日接站、报到，7月 27日结业、送站。 

报到及培训地点：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请准备参加培训班的院校尽快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2019 年 7月 17日（周三）。 

（2）报到当天，“天煌”将派人到机场、火车站及汽车

站举牌接站。 

三、培训对象： 

全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成员单位“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机与电器”、“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机电一体化技

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电气技术应用”、“电气

运行与控制”、“电机与电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机电技术应用”等相关专业课和实训指导教师，每个学校可

报 1～4名（每校限报 4人）。 

四、实训设备 

设备一、THWETI-2A 型 电气装置实训考核平台 

本实训考核装置根据世界技能大赛相关标准，结合职业院

校电气控制、电气自动化、机电等课程实训教学需求进行设计，

并能满足工厂/室内电气安装维修电工的实训及鉴定要求。 

装置采用钢制网孔板和铝合金型材组成基础架构，配合安

装木砖，呈现一个真实的电气施工现场。采用开放式、模块化、

标准化设计，既配有基础的电气控制部件，还配有体现现代技

术的电气控制部件，如 PLC、变频器、触摸屏、智能家居、KNX

控制等。适合职业院校培养具有实际操作技能和工程施工能力



的专业人才，同时也是作为职业考核、行业培训、技能比赛的

理想设备。 

本装置可完成的实训项目如下： 

1.基本电气安装技能训练 

 (1)安装工具的使用实训 

 (2)检测仪器的使用实训 

 (3)手动弯管器加工 PVC 管弯管实训 

 (4)PVC管、金属管切管实训 

 (5)塑料电线管与塑料接线盒的连接实训 

 (6)管卡固定实训 

 (7)明配管入盒实训 

 (8)明管的定型弯曲实训 

 (9)线管暗敷固定实训 

 (10)预埋铁件或膨胀螺栓实训 

 (11)桥架支、吊、托架制作安装实训 

 (12)管内穿线的操作实训 

 (13)单（多）芯铜、铝导线的连接实训 

2.室内明及动力配电 

 (1)插座和一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白炽灯、荧光灯、二

极漏电开关） 

 (2)两个双联开关控制一盏灯（白炽灯、荧光灯、二极

漏电开关） 

 (3)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白炽灯、荧光灯、二极漏电

开关） 

 (4)声控开关控制白炽灯电路的接线 

 (5)触摸延时开关控制白炽灯电路的接线 

 (6)人体感应开关控制白炽灯电路的接线 

 (7)单相电度表直接接线电路 

 (8)单相电度表经电流互感器的接线电路 

 (9)电压表、电流表接线电路 

 (10)万能转换开关和电压表测量三相电压接线 

 (11)一只电流互感器用于单相回路的控制电路接线 

 (12)三只电流互感器接成星型接线电路 



 (13)三只电流互感器接成三角形接线电路 

3.智能家居 

 (1)总线通信设置 

 (2)模块的联动控制 

 (3)家电定时控制 

 (4)排风扇安装与接线控制 

 (5)门磁检测控制 

 (6)灯光场景控制 

 (7)烟雾检测控制 

 (8)温度、湿度检测控制 

 (9)红外检测控制 

4.KNX 总线 

 (1)KNX 总线通信设置 

 (2)KNX模块的联动控制 

 (3)KNX总线电源控制 

 (4)KNX灯关场景控制 

 (5)KNX温度检测控制 

 (6)KNX室内布防与拆防控制 

 (7)KNX红外存在检测控制 

 (8)KNX电动窗帘控制 

5.电气控制 

 (1)异步电动机点动控制电路 

 (2)异步电动机两地控制电路 

 (3)异步电动机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 

 (4)双重联锁控制电路 

 (5)自动顺序控制电路 

 (6)三相异步电动机手动顺序启动 

 (7)异步电动机 Y-Δ控制电路 

 (8)异步电动机能耗制动控制电路 

 (9)按钮联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 

 (10)接触器联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 

 (11)双重联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 

 (12)单向减压启动及反接制动控制线路 



 (13)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控制电路 

 (14)自动往返控制电路 

 (15)正反转点动、启动控制电路 

 (16)带有点动的自动往返控制电路 

 (17)异步电动机自锁控制电路 

 (18)异步电动机单向点动、启动控制电路 

 (19)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串电阻减压启动手动、自动控

制线路 

 (20)接触器控制双速电动机的控制线路 

 (21)时间继电器控制双速电机的控制线路 

6.PLC 电气控制线路 

 (1)PLC 控制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点动控制和自锁

线路 

 (2)PLC 控制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带延时正反转线

路 

 (3)PLC控制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联锁正反转线路 

 (4)PLC控制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Y/Δ换接起动线

路 

 (5)PLC控制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线路 

 (6)PLC控制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能耗制动线路 

 (7)PLC控制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串电阻起动线路 

 (8)PLC控制的自动往返线路 

 (9)PLC控制的两地启动停止线路 

 (10)PLC 控制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顺序启动线路 

7.PLC、变频器、触摸屏的综合应用 

 (1)变频器功能参数设置与操作 

 (2)变频器无级调速 

 (3)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4)外部端子点动控制 

 (5)多段速度选择变频调速 

 (6)外部模拟量（电压/电流）变频调速 

 (7)瞬时停电起动控制 

 (8)PID变频调速控制 



 (9)PLC对象实训（步进电机定位等） 

 (10)PLC 控制变频器外部端子的电机正反转 

 (11)基于 PLC的程序运转控制 

 (12)基于 PLC通信方式的变频器开环调速 

 (13)PLC 与人机界面触摸屏通讯控制 

 (14)PLC、人机界面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控制 

设备二、THMRAT-1 型 电机装配与运行检测实训考核装置 

“电机装配与运行检测实训考核装置”依据当前《电气设

备安装工》、《电机学》、《控制电机》、《自动控制元件》

等教材中相关实验大纲要求而研制的产品，此装置涉及多种电

动机的安装、测量仪表的安装使用、电动机控制运行及维护技

能实训等，并且集控电机基本特性测试、PLC 技术、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与一体，是各职业院校、技工学校、

培训中心等单位的对电气设备安装工技能培训的理想设备，同

时也可作为初级、中级电气设备安装工技能考核的鉴定设备。 

本装置可完成的实训项目如下： 

实训一、设备的使用 

1.多功能电力仪表的使用 

2.三相电流的测量 

3.转速、转矩表的的使用 

4.扭矩、转速传感器的使用 

5.磁粉制动器的使用 

6.电动机的就位安装 

7.带传动调整 

8.联轴器转动调整 

实训二、异步电动机实训 

 1.三相异步电动机直接起动、停车的控制电路连接 

 2.接触器联锁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的连接 

 3.按钮联锁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的

连接 

 4.按钮、接触器联锁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

制电路的连接 



 5.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 Y-△（时间继电器切换）起动

控制电路的连接 

实训三、直流电动机实训 

 1.直流他励电动机的起停控制控制 

 2.直流他励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实训四、步进电机实训 

  1.步进电机的控制 

  2.步进驱动器的参数设置 

  3.步进电机的 PLC开环控制 

实训五、交流伺服电机实训 

  1.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 

  2.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 

  3.交流伺服电机的 PLC 半闭环控制 

实训六、直流无刷电机实训 

  1.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参数设置 

  2.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 

实训七、PLC、变频器、触摸屏实训 

 1.变频器面板功能参数设置和操作实训 

  2.变频器对电机点动控制、起停控制 

  3.电机转速多段控制 

  4.工频、变频切换控制 

  5.基于模拟量控制的电机开环调速 

  6.基于面板操作的电机开环调速 

  7.变频器的保护和报警功能实训 

  8.基于 PLC的变频器开环调速 

  9.PLC控制电机顺序起动 

  10.PLC 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 Y-△起动电路 

  11.触摸屏的参数设置 

  12.触摸屏的编程 

  13.触摸屏、PLC、变频器的综合实训 

  14.触摸屏控制三相异步电机的运行 

  15.触摸屏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 

  16.触摸屏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运行 



  17.触摸屏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运行 

  18.触摸屏与仪表的测试实训 

实训八、电机特性实训 

  1.各电动机的转速、力矩、功率测量与控制 

  2.电机空载性能测试 

  3.电机机械特性测试 

  4.电机工作特性测试 

  5.电机堵转性能测试 

  6.电机机械装调实训 

  7.电机特性曲线绘制 

设备三、THEAZD-1 型 电力电子技术及自动控制系统实训

装置 

本装置是从加深学生对理论认知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

能力出发，并结合日常工作中典型的电力电子及其自动控制电

路的要求研制的，适合各职业院校的电气工程、自动化、应用

电子、供用电等各类专业的《电力电子技术》、《半导体变流

技术》、《电机与电力拖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原理与系

统》、《自动控制系统》、《直流调速系统》、《交流调速系

统》、《运动控制系统》等多门课程实训教学，同时还适用于

初、中、高级电工及电工技师的培训。 

二、实训项目 

1.电力电子器件特性（参数、性能与波形的测定） 

(1)晶闸管（SCR） 

(2)双向晶闸管（TRIAC） 

(3)电力晶体管（GTR） 

(4)场效应管（MOSFET） 

(5)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 

2.触发（驱动）单元电路的测试 

(1)锯齿波移相触发电路（分列元件） 

(2)KC05 锯齿波触发电路 

(3)KC08 过零触发电路 

(4)三相 TCA785脉冲列触发电路 

(5)SG3525 触发模块 



3.电力电子电路 

(1)单相晶闸管全控桥式整流电路 

(2)三相晶闸管全控桥式整流电路 

(3)单相双向晶闸管交流调功电路 

(4)直流（IGBT）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降压斩波电路、

升压斩波电路、升降压斩波电路、Cuｋ斩波电路、Sepic斩波

电路、Zeta斩波电路六种典型线路） 

(5)单相交流调压电路 

(6)三相交流调压电路 

5.自动控制系统 

(1)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 

(2)转速、电流双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 

五、相关费用： 

（1）培训费（含实操耗材、教材资料和授课费等）2650

元/人，全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成员单位教师不缴纳培训费，

由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资助，报名单位需在“联盟”登

记备案； 

（2）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住宿费：195 元/人/床/

天，往返路费自理； 

（3）培训期间免费安排社会实践活动。 

六、报名方式： 

1.请参加培训的老师按要求填写《2019 年全国县级职教

中心“电气与电机控制技术”骨干教师技能培训班报名回执》

（登录 http：//www.tianhuang.cn 下载）。 

2.每期限额 35人，按报名先后顺序落实，报满后即截止。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1.天煌公司：高华平（手机 13735855989） 

联系电话：0571-89978029 

传真：0571-89978060 

E-mail: skills@tianhuang.cn 

3738172935@163.com 

http：//www.tianhuang.cn 

mailto:skills@tianhuang.cn
mailto:3738172935@163.com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科技园区西园五路 10号 

邮编：310030 

2.全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张志增（手机 13832149246） 

办公电话：0311-80787932 

E-mail: lianmengzzz@126.com 

 

 

 

 

 

 

 

全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 

2019年 6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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