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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进步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现阶段我国为了满足教育需求,各个专业纷纷进行
“课岗证赛”融合的课程体系构建,现阶段我国对人才的需求方向有了很大的转变,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需要培养技术型创新型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从多维度多元素分析“课岗证赛”课程体系,不断拓展“课
岗证赛”融合的课程体系构建途径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和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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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Integration of "Course, Post, Certificate and
Competition" in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Specialty
Yafei Zhao
Gansu Iron and Steel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t this
stag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various majors have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rriculum system integrating " Course, Post, Certificate and Competition". At this stage, our country has a
great demand for talents. Change, the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major needs to cultivate technical and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high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alyze the " Course, Post, Certificate and Competition"
curriculum system from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element, an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 Course, Post,
Certificate and Competition" integ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method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ety and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Key words]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ical specialty; " Course, Post, Certificate and Competition"; 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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