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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制造专业教学需要考虑到学生综合素质,从促进学生综合发展角度出发,为学生后期就业
做好铺垫。随着智能制造专业教学模式的创新及改革,构建“岗课证赛”融通课程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
智能制造专业教学成效。本文以智能制造专业教学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岗课证赛”融通课程融合方
式。在智能制造专业教学时,推进实训工作,结合理论考察及岗位实践,使得学生的专业能力持续渐长,切
实加强专业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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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major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o pave the way
for students' later employment.With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maj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st-based course certification competition" integrated
curriculum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 is very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major.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ing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further
study the integration method of "post course certification competition".In the teaching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major, promote practical training work,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and post
practice, to support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and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practice.
[Key word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ost, class cert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method
引言

书,是智能制造专业群就业岗位所必备的证书。“赛”是智能制

相比其他专业而言,智能制造专业要求理论和实践密切

造各级别相关赛项。“岗课证赛”深度融合教学模式,以学生为

结合。在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时,应展开实战培训,以使得智

核心,根据企业实际用人需要,结合全国高职院校办学精神和办

能制造专业学生积累更多智能制造实战经验。在智能制造教

学要求,加强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教学改革,提高学生职业竞争

学工作具体落实时,教师不仅要探索新教学模式,还需要创新

力。“岗课证赛”以智能制造岗位分工为主线,通过研究、竞赛

课程评价体系,为学生学习提供有利条件,使得学生专业学习

等手段检验专业能力,从而实现对岗位胜任能力和职业素养的

能力持续渐长。

培养。同时,课程内容要与各个岗位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要求紧密

1 岗课证赛融通课程的内涵及原则

结合,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需要,使其能够更好地

1.1岗课证赛融通课程内涵

适应新工作环境,为以后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在本文“岗课证赛”四大要素中,“岗”指是智能制造基本

1.2岗课证赛融通课程原则

岗位,“课”是智能制造专业核心课程,其在课程体系中起着举

首先,要坚持市场需求这一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教

足轻重的作用。
“证”是智能制造专业群职业资格证书及1+X 证

育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要求学校课程设置应与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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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积极地走进市场,为企业输送高素质人才。因此,需要学

重要。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学时,岗课证融通培养模式主要结合企

校、企业、教师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在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要

业各种认定证书,完善专业核心内容,优化知识技能,以促进学

求、课程体系等方面形成合力,使高职学校课程设置和毕业生就

校和企业相互交互、共同进步。不得不承认,智能制造专业群授

业前景密切相关,从而促进高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和职业竞争

课教师在具体教学时,极有可能面临各种问题,从而导致证书标

力有所提高。

准和教学标准无法高效衔接,教育人员不知从何入手教学工作。

其次,坚持与时俱进原则。智能制造在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

除此之外,教学内容能否和教师能力以及学生学习内容相互衔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职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和教学内容

接,也成为了广大教育人员关注的焦点。岗课证融通培养模式对

必须随时了解智能制造最新动向,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智能制

于教师的“教”以及学生的“学”都十分关键。在“教”这一

造最新情况,提高专业学习实效性。

层面,要完善课程标准,通过把职业岗位标准授课知识模块化,

其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在学科建设中,应兼顾基础

结合具体工作任务驱动学生进步。

课与专业课教学时的合理配置,并合理优化理论课与实践课教

3.2产赛教融合的教学模式

学数量及结构。智能制造专业群对技能要求很高,必须坚持定性

与“产教”培养方式相比,“产、赛、教合一”教学是一种

和定量相结合原则,专业课程的设置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

将工作过程、竞争过程和学习过程有机结合的过程式教学模式。

2 岗课证赛融通课程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学模式的
构建

竞赛内容包括职业竞赛、创意竞赛等多方面竞赛,这些竞赛汇集
了最新产业发展动向和发展趋势。在对“产、赛、教融合”进

2.1做好智能制造专业群实践教学顶层设计

行分析时,发现将职业技能竞赛和社团组织纳入到日常教学中

若想实现“岗课证赛”综合实践教学,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

极具必要性,将人才培训和企业产业结合起来,即可全面提高智

改变传统课岗结合教学目标,向课岗融合、课证融合模式过度。

能制造专业群学生实践能力。总之,高职智能制造专业群课、岗、

在实施实践教学目标计划时,要做好智能制造工作的调研,分

证、赛一体化教学改革工作极其复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

析智能制造工作对人才能力的要求,了解行业资格考试主要

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的众多内容,其中包含课内教学,也包含课外

问题,同时要考虑到网络技术竞赛考核内容。在具体工作中,

教学。在软件及硬件等方面,都具有严格要求。高职智能制造专

明确实习方向,优化实习目标,在培养学生时,应将学生确定

业群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属于建构优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

为未来智能制造师角色,并培养学生分析案例能力以及管理

重要构成内容,也有一部分高职院校将实践教学改革工作作为

能力,提前积累就业经验,为相关人才后期进入智能制造领域

推进智能制造专业群特色建设的关键举措,结合实践教学改革

工作做好前期铺垫。

突出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特色。为此,要继续强化智能制造专业

2.2构建智能制造专业群一体两翼实践模式

群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工作,并且加强保障措施,以使得产赛等教

改变现行“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性教学内容,

[1]
学模式发挥实际作用 。

重组实践性课程。高职院校智能制造实训教学模式应以专业课

3.3岗课赛证活页式的教材

程为载体,注重对智能制造工作能力的培训,并兼顾行业资格证

在“三教”改革过程中,“教材”这一部分突出了“以教材

书和网络技术竞赛内容,注重对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

为本”的概念,但教材只是作为指导型辅助教材。然而,在当前

进行培养。以智能制造实训课为载体,将高职院校学生职业岗位

教育教学中存在着教学功能不强、使用频率偏低的问题,教材应

核心能力作为重心,将职业资格证书的考核内容与竞赛活动相

突出“新”“活”特色,以促进学生创造性有所提升。从本质上

结合,形成了“一体两翼”实训教学模式。

讲,活页教科书以国家职业标准或专业标准为基础,以培养学生

2.3创造以赛促改的教学氛围

的综合素质为目标,属于通过任务设定而形成的模块化的活页

高职院校要加强与举办智能制造技能大赛的组织机构进行

教科书。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水平、学习能力各有差异,要根据不

沟通,掌握比赛方向和重点,调整教学方案,完善教学手段,制定

同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出适本校及本专业的教学方案。在设计教

奖惩制度,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进来,完善教学改革,提升学校声

材时,更新资讯是主要资源,若只依照教科书上内容教授,很有

誉。如若学校条件允许,可以按照省、国赛等标准,多组织一些

可能会对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把教材作为“主线”,

学校技能比赛,以拓宽学生视野。在常规的教学计划之外,选择

要求教师及时传递企业和产业的最新资讯,从而丰富智能制造

一批优秀学员组成“智能制造技能竞赛”专题讨论活动,将竞赛

[2]
专业群实际教学内容 。

流程和竞赛模式等导入到课堂中,以达到“课赛合一”的目的。

3.4岗证课评价模式分析

3 岗课证赛融通课程的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学模式
分析

在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学过程中,教学评价这一环节极易被
相关教育人员所忽略。实质上,教学评价对本专业教学问题诊断

3.1课证融通培养模式分析

以及促进专业教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一般来讲,评价模式多由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不断改革,在1+X证书制度影响下,学历

教学分析入手,强化教学设计,开发相关资源,落实教学工作,展

证书及其他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证书对于职业学校学生而言极其

开教学评价。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成果导向型评价以学生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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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重视学生学习成效,关注学生衡量效果。在具体实践时,相

计与专业研究时间、内容方面的协调发展。当前,高职院校智能

关教育人员要重视转变评价模式,优化评价内容、标准、主体和

制造专业群教学课程评价多采取“专案”形式,将考题与教学评

方式。但不得不承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评价结果与基础知识

估相结合,例如以“代考”或“免考”等形式提高学生学习和研

理论内容相符,关于后续岗位职业衔接及技能比赛而言却欠缺

究积极性。

一定竞争力。直至融入思政课评价模式后,衔接企业认证、学校

4.3以赛促课

课程及技能比赛等有效衔接,通过多元评价方式促进学生专业

职业学校教学成绩评估指标包括了技能竞赛,学生参加竞

成长和进步。

赛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知识和技术水平,还可以了解当前技术和

结合课程标准,要求高职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学需要重视针

动态。参加智能制造技能大赛,加强了专业课程的实训,结合实

对评价体系加以创新及重构,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在岗课证融

际业务,增加案例教学内容,讲解智能制造操作过程,把真实智

通教学模式之下,教师应重点关注学科教学、职业岗位要求以及

能制造生产流程带入课堂。把竞赛与教学相结合,即可推动“以

技能竞赛等,重点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结合具体状

[5]
证融课”“以岗定课”“以赛促课”的发展 。

况优化四位一体智能制造专业群评价体系,区别课程总评成绩、

5 结束语

岗位实践成果考评成绩、职业技能证书考评成绩、智能制造专

综上所述,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学工作进行时,学校要重视针

业群竞赛考评成绩以及其他成果考评成绩,全方位反馈学生对

对教学模式及评价模式加以优化,以保障校、企、赛、岗等在智

智能制造专业群知识的接收效果,以使得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

能制造专业群教学各阶段发挥出应有作用。通过高效衔接架构,

时不断探究专业技能,扫除专业知识盲点,提高专业知识应用能

寻找适合设计类专业的初步架构模型。不得不承认,因职业教育

[3]

力,全面增强就业竞争力,为后期顺利毕业及就业积蓄能量 。

岗、课、证融通课程的教学模式涉及诸多主体,如政府、学校及

3.5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分析

企业等,这就需要针对职业标准加以完善和细化,从而使得教学

新时期,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学模式受OBE教育理念影响,落

更具导向性,举行更多适合学生专业发展方向的比赛活动,优化

实三位一体教学,结合成果导向,明确知识目标及考核内容。通

高素养及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提高人才培养效果,为智能

过任务驱动分析学情,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以学生差异化需求

制造行业长足发展保驾护航。

为基础,完善个性化活页教材。在三位一体模式中,“证”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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