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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思政与实践能力培养的改革探索
- - - 以《继电保护运行与调试》课程实践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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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思政”教育全面进入高校课程的今天,工科课程与其他课程比较,缺乏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
开展“课程思政”稍显困难。为进一步发挥专业课程育人功能,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进行了基于“课
程思政+实践能力培养”的《继电保护运行与调试》课程实践教学改革。通过开发本门课程实训项目
课程思政的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旨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优良的道德修养和素质。通过基于
“课程思政+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实践教学改革,育训结合,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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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practical ability
---Tak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relay protection oper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s an example

Yanni Zhang Deming Hou
Chongqing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college
[Abstract] Today, w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fully entered the college curriculum,
compared with other courses, the engineering curriculum lacks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spirit, and it is slightly difficult to carry out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order to give further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he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relay protection operation and commissioning based 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 practical ability cultivation" is carried out. By developing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is course training project, the teaching design aims to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excellent moral cultivation and quality. Through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a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Key words]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olitics;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ability;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引言

必备条件,为学生毕业后能胜任工作起到必要的支撑作用,也为

《继电保护运行与调试》课程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电力系

学生终生学习奠定基础。

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技术专业的一门核心职业基础课程,该课
程实践性、专业性、应用性较强,难度较大。旨在培养学生了解

1 《继电保护运行与调试》课程目标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方法与过程、知识与技

继保的基本原理、概念及分析方法,重点培养学生对继保的认识,

能、价值观念与情感态度等综合素质,培养解决现场实践工程问

掌握变压器、电力线路、发电机、母线等设备的电压电流保护、

题的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创新意

纵联保护、距离保护的分析、计算、调整的能力,初步具备一定

识和道德水平。首先态度目标：规范运用习惯——正确运用国

的分析和计算继保的基本知识的能力。通过对本课程系统的学

家法律法规,国家与行业的规程规范,作风优良；培养学生刻苦

习,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为学生后续职业技能课程的学习提供

钻研精神——思维积极、听课专心,独立完成作业并保证较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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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率；培养学生协作团结精神——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一起

強化专业课程育人功能。

完成目标；培养学生诚实诚信品格——严守纪律、能正确做事,

3.1.1通过教育团队课前的每次模拟预演,主动进行上课

要做正确的事。其次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继保的基本知识；

教师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的培训和学习。在学习期间,相关课

使学生掌握主要元件继电保护装置和输电线路的作用、工作流

程团队老师开展交流探讨,不断完善适用于思政教育的内容

程、基本理论、接线方法、配备原理；使学生了解继保装置的

并归纳总结,选择适当的、相应的思政内容引入到课程实践教

整定原理；让学生会读继保装置的展开图和原理图；使学生掌

学当中。

握保护装置的测试方法,并具有相应的操作能力。最后技能目

3.1.2通过教育教学团队进行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集中探

标：培养学生整理与收集文件、资料、独立学习、获取新知识

讨,并征求相关思政教育专家进行咨询,制定了融入课程思政的

的能力；培养学生实施、制作工作计划的能力；培养学生电气

教学标准。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调查问卷、汇总实习报告和相关

识图与按图施工能力；培养学生对文件的学习理解能力；培养

内容等方式,收集学生对思政融入课程的意见反馈,然后组织上

学生评价与检查的能力；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区正确的分析

课教师团队对反馈的意见进行讨论分析,提出整改建议,对课程

相关问题、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教学标准加以动态调节与完善。

2 《继电保护运行与调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继电保护运行与调试课程思政建设,搭建了融入课程思政

3.2选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
本课程选用职教云平台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运行与调试》

的教学标准和成绩评价体系,并在课程实践过程中动态跟踪调

课程进行线上教学,该课程系统地讲授了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运

节完善。具体实践包括：在对方法和实践原理的教学中,通过与

行与调试的基本原理、工作过程、接线方式、配置原则及调试

实践相关理论知识的讲解,以及相关思政案例的陈述,培养学生

方法,融能力培养、知识传导、素质拓展于一体,重点培育学生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正确的

的创新能力。开学初,就让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课程学习,这

审美观等等；在对学生进行数据处理、实践操作、实习报告编

样可以让学生提前了解继电保护定义、线路保护原理、变压器

写的指导中,通过分组实作、操作现象、操作的规范性评价、数

保护原理和发电机保护原理等基础知识。

据实时记录、实习报告严谨性和完整度的考查等等,培养学生严

课堂教学中调节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独立性、自主性,

谨治学、求真务实、协作友善、勇于创新的精神,引导学生树立

让学生在愉悦轻松的氛围中受益。用传统文化中的相应描述来

正确的社会责任感与挫折观。

创造继电保护情境或设置继电保护相关的问题。利用多媒体技

表1

术(如投影、视频、图片、PPT等)进行讲解。也可以选择合适章

实践教学内容
继电保护认识实训
模块
常用电磁型继电器
实训模块
继电保护常用仪器
实训仪表模块
线路保护与调试实
训模块
变压器保护与调试
实训模块
发电机保护与调试
实训模块

课程思政的实践教学内容设计
信息化手段

思政元素设计

线上教学平台、微视频、 安全意识、爱国情怀、工匠
图片

精神

线上教学平台、微视频、 理论自信、精益求精、严谨
仿真

求实

线上教学平台、微视频、 理论自信、严谨求实、辩证
仿真

思维

线上教学平台、微视频、 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分析
虚拟仿真、案例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线上教学平台、微视频、 追求卓越、合作意识和团队
虚拟仿真、案例

协作精神、吃苦耐劳精神

线上教学平台、微视频、 爱岗敬业、精益、专注的工
虚拟仿真、案例

匠精神、开拓创新精神

节、合适题目(如线路保护案例等)让学生收集资料,进行课堂讨
论、辩论,强化学生对继电保护的认识。实施教学期间,选择从
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解释继电保护的方法好知识,助力学生掌握
学习的难点和重点。应用学到的继保知识来审视和分析传统文
化中的某些描述。然后就课程教学中牵涉到的相关思政内容进
行开展讨论,教师实时给以启发,传播正能量,传导社会的核心
价值观。课堂小结则就本次教学中的知识内容、学科文化、价
值取向等内容进行回顾和总结。
3.3增加课程思政考核指标和过程性考核比例
3.3.1增加课程思政考核指标,强化课程育人功能。在课程
的培养目标上,增加课程思政目标。《继电保护与调试》课程思
政目标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工匠精神、吃苦耐劳
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增强安全意识、爱国主义精神,责任意识、
法治意识和诚信意识。加强各个考核环节中学生的责任意识、
法治意识和诚信意识。培养学生既能独立自主进行实训,又能与

3 《继电保护运行与调试》课程思政实践措施

团队协作。通过在实训的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达到育训一体、

3.1提升课程团队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和意识

潜移默化的育人,不断地强化课程育人功能。

课程团队的教师除了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之外,还

3.3.2增加过程性考核比例,强化实践能力培养。本课程实

需具备一定的课程思政能力和意识,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课程

践性强,通过实践才能将各项目熟练掌握,所以将每个项目都进

育人工作。在实践中发现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元素掌握得有所

行实践考核,并且分值占较大比例。经过改革,本课程考核按平

欠缺,所以需跟思政课的教师、思想教育的其他教师共同研讨,

时占40%,过程性考核占60%。过程性考核主要考核各实践项目,

在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组织形式等方面融入思政元素,

强化对学生实操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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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采用“一带多”实践模式

国情怀,为进一步做到做好 “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

为了强化学生实操能力的训练,为使学生在课堂上有组织、

育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指导、有目的的训练,组建课程实践团队。先培养一部分学生

[基金项目]

掌握技能,这部分学生再指导带动其他同学,最终实现大多数学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改一般项目《基于“课

生都掌握技能。充分利用实训设备,课程实践团队在老师的指导

程思政+实践能力培养”的《继电保护运行与调试》课程实

下开展训练,强化技能,在课堂更好地指导带动别的同学学习或

践教学改革与探索》的阶段性成果(关于批准2021年课程思

者更容易解决遇到的问题。

政示范教改项目立项的通知渝水职院教〔2021〕94号,项目编号：

3.5利用职教云平台实现学生自主学习
课程组录制该课程实训项目的操作视频、编写实训项目指
导书等资料,利用职教云平台,学生在现场学习,提供实训项目
供参考,让学生更容易操作。同时,如果不在现场学习,可观看视
频资料学习,可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自主的学习。
3.6发挥实训室文化育人功能
进一步完善实训室文化建设,除建立基本的规章制度外,在
实训室宣传电力行业的工匠、先进典型等,实现文化的传承,营
造实训室浓厚的实训氛围,充分发挥实训室文化育人功能。
总之,随着“课程思政”改革的深入研究,教师对于为什

202142(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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