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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教育模式存在着教学模式生搬硬套,教师教学水平及课程设置受限,学生欠缺团队意识等
问题,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课程进展速度缓慢,教学效果不理想,不符合现代技工院校的实际需要,
违背了教育理念的初衷[1]。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传统教育模式日渐淡出视野,退出历史舞台,“分层、
分组、合作”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方式应运而生,深受广大教师的推崇、使用。为了更好实施这
一教学模式,本文阐述了“分层、分组、合作”教学模式的基本含义和意义,“分层、分组、合作”教学
模式在机械加工教学中的实践研究,并分析了“分层、分组、合作”教学模式在机械加工教学中的探索
策略,对我国现代化机械加工教学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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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mechanical imit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l,
limited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and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lack of team awareness among students. This leads to a
decline in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slow course progress, and unsatisfactory teaching effects, which do not meet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of modern technical colleges, and violating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1].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reform,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has gradually faded out
of sight and withdrawn from the historical stage. The "Layering, Grouping and Cooperation" teaching model
emerged as a new teaching method and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used by teachers.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is
teaching mod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basic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ayering, Grouping and Cooperation"
teaching mode, and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the "Layering, Grouping and Cooperation" teaching mode in machining
teaching, and analyzes The exploration strategy of "Layering, Grouping and Cooperation" teaching mode in
mechanical processing teaching provides reference for modern mechanical processing teach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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