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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基本设施的建设,机电一体化工程教学也在不断随之改革,面向产出成为现阶段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的学生高质量培养形式,即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出具备知识、能力与素养的综合型人才,对
于“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传统的课堂授课模式相比,融入了大量实践的教
学,打破了传统机电一体化课程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丰富了原有的教学模式,但同时也加大了考核的难
度。因“卓越工程师计划”与新型融入实践的授课模式类似,对此,可以展开针对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
程教学改革的探讨,旨在为相关专业以及技术学校提供综合实训课程教学改革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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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tegration engineering
teaching is also constantly reform, oriented output become the current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tudents high quality training form, namely take the student as the center, cultivate the knowledge,
ability and accomp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talen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cellent engineer plan"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t integrates a lot of
practical teaching, breaks the traditional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curriculum indoctrination teaching mode,
enriches the original teaching mode, but also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assessment.Because the "Excellent
Engineer Plan" is similar to the new teaching mode of being integrated into practice, it can discus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mechatronic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course,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course teaching reform of related majors and technical schools.
[Key words] output-oriented; orientation; mechatronic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courses;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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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完成生产实践任务的培养途径,并同时进行与之相应的教学

当前,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开展旨在注重对学生开展

改革,以提高毕业生的综合技能。

实践教学,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帮其掌握实际操作的技巧,打

1 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教学现状

破传统模式下“重知识,轻能力”的局面,培养学生的理论转化

目前,在理论中融入实践教学的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

为实践、实际操作以及思维创新能力,帮助社会培养一批高质量

的开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备的教学管理体系,未制定

的综合型人才。因此,在进行专业课程的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

出理想化的教学计划。因此,该项目的实施将改变传统的教学方

应该秉承注重综合型人才培养这一教学理念,对学生展开科学

法,以知识转变为课程的核心,遵循基于生产的课程管理体系,

化的实践培训,以便帮助学生未来更好地投入到相关工作。对此,

以提高质量。按照基于生产的教学方法要求以知识为课程的核

本课程将采用直接与企业对接的形式,课程的开展紧密选择与

心,并根据于学生未来工作所需要,持续实施课程教学调整和变

企业生产相关的课题,由企业的导师以及学校的教师共同引导,

革,在行业导师和老师的联合指导下,提升于学生的专业知识、

完成基本的实习工作。但由于本课程授课方式灵活多样的特征,

专业技能和素质的综合知识层次。但由于不同的企业之间存在

给最终的课程考核以及质量评价增加了难度。本文拟针对基于

着差距,无法确保每个学生实习工作的难度、时间和培养方法的

生产导向的机电一体化综合实习项目进行探索,以研究促进学

一致,从而导致了教学考核标准的不平衡。对此,本文总结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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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对于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教学的尝试,具体此过程中

企业指导人员对学生的实习指导方向偏向于应用于实际生产等

存在的问题总结为以下几点：

内容,缺乏理论性的知识指导,导致学生实践的过程中缺乏理论

1.1不具备供给学生实践的设备

的支撑,缺乏对于机电一体系统工作原理等理论层面知识的掌

机电一体化系统综合实训课是一个由多学科构成的综合型

握,对此,要求学校的知识指导老师对知识点加以补充。但如今

学科,其授课的开始就是帮助学生掌握机电一体控制系统的基

存在学生实习企业距离学校距离远、指导老师校内事务繁多的

本构造、工作原理和其实践重点应用。不过,从企业的一般生产

情况,对于学生的知识指导不到位。针对这一问题,在指导老师

状况下来讲,并不具有能够提供给学生拆解学习、产品设计以及

现场指导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将教学资源信息化处理将实习

装配加工等实际操作的条件,同时学生的学习任务也无法和企

任务大纲、练习辅导、机电一体化系统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学

业的一般生产活动相配合,在影响学生实习成效的同时影响了

生存在的问题等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线上平台实现与学生的

企业的一般生产进度。

实时交流与沟通,开展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的资源信息化

1.2教师与学生间交流沟通不到位

建设。

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的开展在于帮助学生未来投入机

2.3学生轮岗制的管理模式

电相关工作打下基本的实践基础,因此,由于此门课程的综合性

将分组的学生进行实习企业的转换,首先可以保持学生实

较强,在开展的过程中选择驻企业实习的学习模式,由学校指导

习过程中的新鲜感,增强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探索兴趣。此外,

老师定期去企业对于学生存在困惑加以指导,倘若学生实习企

采用轮岗制的实习形式,帮助学生参与到不同企业的生产环节,

业任务量较多或者教师因学校其他事务支援不及时,每周的实

使得学生均可以体会各企业的实习难易程度,实习进度等,使其

习指导时间便会缩减,导致学生产生问题时无法及时与教师进

最终的考核形式相同。但是有些企业由于距离、学生人数、企

行交流与沟通,影响学生最终的实习效果。

业条件等多方面内容的限制,不具备应用学生轮岗制管理模式

1.3实习效果不均衡

的条件,此种情况可以对学生进行岗位的轮换,保证每个学生在

一般学校采用的实习模式便是将学生分组,将不同组的学

实习的过程中可以参与到更多的生产环节。

生分别安置在不同的企业进行实习,小组人数适当,防止因人数

2.4设计三段循序渐进的实训环节

过多而导致某些学生实际操作较少,采用分组指导的形式加

为切实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在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教学

强了学生的实习效果,使得师生间有一个更为充分的了解。但

的过程中,应该建立以企业岗位任务为主线,培养学生能力为核

是由于企业以及指导教师间的差异,在学生实习的过程中难

心的三段递进式实践模式,即基础知识的应用、专业技能的训练

以保证实习难度、进度以及考核方式的相同,造成最终的实习

以及综合能力的强化。即首先是最低级的基础知识运用,让学生

效果不均衡。

对机械设备进行原理图的绘制等；接着是专业技能的训练,鼓励

2 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改革方式

学生对机电三个班进行设计、安装以及故障的检查等。最后则

针对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

是将跨学科的知识相结合,针对学生日后工作可能面对的综合

该探索针对性地解决方式,从培养目标与计划,丰富教学模式等

任务,鼓励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任务。

多角度出发,对课程展开科学化的改革,旨在提升学生的实习效

3 面向产出课程的质量保障与评价

果,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力,同时为相关专业以及技术类学校

3.1面向产出课程的保障

教学改革的进行提供借鉴：

3.1.1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机电一体化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保障标准便是学生的主

2.1加强校企沟通,协同制定培训计划
因为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采用驻企实习的学习方式,对

观能动性。传统的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准时到校,按照教师的要求

此,学生的实践学习需要学校、企业以及学生三方面的参与。

进行学习与知识的记忆,学生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长

对此,应该采取以学校教学为主,企业为辅的管理模式。依照

此以往,会使得学生形成思维定式,缺乏独立思考与创新的能

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及企业的基本条件等,由指导教师深入调

力。因此,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逐渐彰显,实训过程中应

研,总综合学校的教学以及企业的生产进程,深挖学生实习过

该通过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学习的质量。机电一体

程中可以参与的环节,最终为学生制定完备、科学的可行性计

化课程的存在采用驻企业的实习形式,帮助学生打造一个更为

划,实现强化学生基础工程能力的目标。对此,学校与企业之

真实的工作环境,结合学生未来的实际工作需求,将实践融合于

间可以针对学生的培养计划建立协调小组,通过小组协调的

理论的教学,增加其学习内容的实用性,调动学生对于机电一体

方式解决学生实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学生的实习按照

化综合实训课程的学习兴趣。传统教育形式下知识的和灌输只

原定计划开展,从而避免问题的出现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以

是学生将来可能会用到这一知识,而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

及企业的生产计划。

是将知识与感觉转化为岗位所需,理论教学与实践相对应,为教

112

2.2实现教学资源信息化

师的教学制定了框架,为学生提供了科学化的学习导向,最终达

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的展开方式以驻企业实习为主,

到了学以致用的目标,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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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和常规的授模式比较,综合实施教育项目的教学质量检测

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教学目标的实现另一保障标准便是高

困难很多,因此需要学校探索科学化的教育检测模式。评估方式

水平师资队伍。在一体化综合实训课程的开展过程中,教师的角

一般设计成问题答辩、学习汇报、实践总结以及作业设计等形

色迎来了新的挑战。在当前“卓越工程师计划”的支撑下,教师

式,重点考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掌握专业知识的运用水平和

的身份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指导者,改变了传统灌输式的授

学生的思想创造力。该评估流程由项目管理团队、学院领导小

课模式,转变为引导学生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在机电一体化教

组及其指导老师共同参加。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践教学的采用形

学中,教师应该首先对传授内容进行探索,才可以更好地成为学

成性的考核方式,综合学生的图纸设计情况、学生在团队中的表

生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与组织者。作为指导者,首先要求教师

现情况、出勤以及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全面的考核形式判断学

有过硬的基础知识储备,可以准确指导学生存在的问题；作为组

生的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反馈学生学习成绩的片面性,避

织者,教师应该维持教学过程中的秩序,保证教学过程有条不紊

免学生学习成绩的两极分化。

地进行,为后续教学的展开创造条件。同时秉承着规定的教育目

4 结束语

标与理念,使得教师有效的投身于对学生的教育工作。同时要求

在当前我国“卓越工程师计划”的支持下,应积极开展机电

在当前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践的教学过程中注重角色的转变,及

一体化技术实习教学的变革和创新,进一步研究学校和产业之

时更新自身的教学观念,丰富自身知识储备,逐步形成跨学科的

间合作的实践教学方法,整合前期的课堂教学、公益实训的内容,

综合能力。

逐步建立递进型的实践教学方法,形成了卓越工程师培训的实

3.2面向产出的课程质量评价

践性课程结构。论文作者从此视角出发们,展开了对面向高产出

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教学背景下,各学校积极响应国家

的课程目标的评估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模式改革探讨,

“卓越工程师计划”,按照此标准开展对学生的综合实践教学。

在实际教学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同时为其他工程应用型课程教

工程教育专业应该坚持产出导向的教学模式,面向产出导向课

学改革的进行提供借鉴。

程开展教学质量评价,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为目标,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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