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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从如何结合轨道交通职业技能竞赛相关岗位技能标准去研究和开发实训项目着手,
以客运值班员、站务员和铁路助理值班员等岗位举例,提出将开发的标准化实训项目用于订单班教学、
教材开发、校内技能比武、举办市级技能竞赛等,以此提高教育教学和实训室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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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with how to study and develop practical training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ost skills standards of rail transit vocational skills competition. Take the passenger duty officer, station
operator and railway assistant duty officer for example, it proposes to use the developed standardized training
programs for order class teaching, teaching material development, on-campus skills competition, holding skills
competition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and so on,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training
roo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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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训项目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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