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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g’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s been determined the quality college construction
unit by Sichuan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goo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he school has formulated construction plan. Based on the green building professional
group, the construction ideas were formulated by Civil Engineering College, from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curriculum and practice system, the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the personnel training
guarantee system, the teaching staff, etc.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ork together, strive to build
provincial-level first-class profession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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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省教育厅确定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培育单位，值此良好发展机遇，学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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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建设计划，土木工程学院立足绿色建筑专业群，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与实践体系、教学资源库、人
才培养保障体系、师资队伍等方面拟订了建设思路，全院师生齐心协力，力争打造省级一流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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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通知[1]，广安职业技术学院被列为四川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培育院校，绿色
建筑专业群是优质校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2]。为做好绿色建筑专业群建设工作，打造建筑工程技术一流
专业，土木工程学院依托国家产业政策，抢抓广安市作为国家建筑工业化试点城市之一的发展契机，全
面贯彻实施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发展规划，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建设高标准实验实训室，推进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强化技术服务能力，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专业办学实力，打造
省级一流水平专业群。

2. 绿色建筑发展背景
建筑行业作为我国经济支柱产业，目前正面临全面转型升级。国务院办公厅《绿色建筑行动方案》
[3]，《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4]指出，未来 10 年内，中国三成新建建筑
将以“装配式”建成。
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5]，提出“十三五”末，
全省城镇绿色建筑需完成 1.2 亿平方米，城镇新建建筑中 50%要达到绿色建筑标准。《四川省住房城乡
建设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 [6]对促进建筑业转型发展、扎实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全面推进建筑
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等 17 个方面明确了发展思路和工作目标。
广安市发布《广安市推广新型建材和绿色建筑奖励办法(试行)》 [7]，加强绿色建筑的推广力度。十
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及构配件，积极发展钢结构建筑、金属建筑、木结构建筑和生
物质建筑，培育壮大新型住宅制造业”的要求，打造西南最大装配式绿色建筑产业基地。
我校作为广安唯一高职院校，为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土木工程学院将加强与相关企业合作，积极
参与科技研发和技术改造，合作编制装配式职业标准，探索装配式建筑人才培育体系，力争建成装配式
建筑人才培育基地。

3. 绿色建筑专业群建设方案研究
3.1. 产教融合，创新“校企协同、多元实施”的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健全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实施“专业+”即“主干专业 + 拓展专业”“卓越人才工程”培养方
式，与企业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专业+”模式的主干专业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突破既有的专业壁垒和学科专业边界，实
现跨界融合、资源共享；“卓越人才工程”培养方式着重组建实验教学班，联合企业制定培养方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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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综合业务优秀、竞争能力强的建筑工程领域的卓越人才。“现代学徒制”探索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
学校、学生、企业三方签订培养协议，创建“学生 → 学徒 → 准员工 → 员工”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
形式，形成“课程模块化、内容项目化、技能实战化、育人一体化”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特色。

3.2. 工学结合，构建“三平台、三模块”课程体系和“四阶递进”实践体系
构建文化素质课程平台、专业群通识能力课程平台、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岗位核心能力课程模块、
综合实践课程模块、岗位能力拓展课程模块组成的“三平台、三模块”的课程体系，校企合作共建专业
群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出版行业规划教材，建设专业共享型教学资源库，实施信息化教学夹合，完善人
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构建专业群行业通用技能训练、岗位专项技能训练、岗位综合技能训练、顶岗实习的“四阶递进”
实践教学体系。加大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内涵建设，开展横向合作承接企业工作项目，成立建筑设计院、
工程造价研究所，建立集生产教学一体化的校内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建立学生校外实习基地，开展
综合技能训练和综合实践应用，构建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

3.3. 推进课程建设，开发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
3.3.1. 实践教学信息化，推进教学改革
完善课程信息化教学，实践环节开展信息化教学管理，提高教学效果。采用“翻转课堂”“线上线
下混合”“多师同堂”等形式组织教学。选用项目教学法、模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现场教学法等，
实施一体化教学，让学生“学中做，做中学”，开展团队合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独立解决问
题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3.3.2. 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
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在校生创设“线上 + 线下”学习模式，进行信息化教学手段下的微课、
慕课、翻转课堂等改革，实现资源开放共享，为终身学习提供条件。
3.3.3. 建设共享型专业资源库
以“校企协同、多元实施”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基础，建立绿色建筑专业群共享型专业资源库；对接
订单培养企业项目管理云平台，呈现企业真实管理环境；建设在线网络课程，引入中国大学 MOCC、智
慧树等充实专业选修课；探索基于资源库使用的学习、培训等学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机制；为社会
学习者提供资源和服务，增强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

3.4. 构建“多方参与、共建共管”的人才培养保障体系
3.4.1. 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
校企共同制定评价标准，企业教师参与学生考核，建立学校评价与企业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质量评价
体系；构建由学校督导、学院督导和学生代表组成的“三级”质量监控平台，通过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
下而上的反馈，保证教学质量；引入企业的人才考评标准，加大企业指导教师在学生评价考核中的权重；
建立课程在线考试题库，完善教学质量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单项评价与综合性评价相结合，学
校评价与企业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3.4.2. 建立专业诊改机制
基于状态数据平台、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行业企业分析报告信息，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信息进行
研讨、分析，对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设置，课程内容设计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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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专业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契合度，保证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3.4.3. 建立“三导师”实践教学过程管控机制
打造由专业教师、班导师、企业骨干组成的“三导师”实践教学管理队伍，以顶岗实习网络化管理
平台为依托，在集中顶岗实习企业设立教师工作站，将教学管理延伸到企业，将企业管理融入顶岗实习
过程，实行实践教学周报制度，指导教师定期向学生实习企业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定期向学校汇报学生
实习情况，定期向家长反馈学生实习情况，形成学校、企业、家长三方信息互通、共管共责的管理体系。

3.5. 打造“专家引领、骨干支撑、专兼结合”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3.5.1. 培养行业内有较高影响力的专业领军人物
重点培养专业群负责人，通过到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相关科研机构交流访学、参加国际性学术交流会
议等措施学习先进的职教理念和技术思想，开拓视野；通过参与企业研发、主持或参与重大课题和项目
研究、参与制订行业标准、为建筑企业开展培训等措施提升专业能力，增强在建筑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3.5.2. 实施“卓越教师”工程，培养骨干教师
实施“青年教师成长计划”和“卓越教师工程”，选拔优秀教师重点培养与锻炼。通过专业培训、
学术交流、国内研修、出国培训，掌握先进的高职教育理念和理论；教师分批深入建筑企业挂职锻炼，
培养教师“双师素质”和“工匠精神”，安排教师参加国内外学习交流和信息化教学竞赛，提升教师的
信息化教学能力；加大骨干教师对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相关竞赛的指导力度，提升教师的创新创业教育
能力。
3.5.3. 充实优化兼职教师队伍
聘请业务专家担任兼职教师，承担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项目，开展专业课程教学和综合技能训练，
指导毕业生顶岗实习。完善《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规定》等制度文件，拓展兼职教师来源渠道，稳定兼
职教师队伍。

3.6. 虚实结合，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共享实训平台
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发展理念，以对接企业实际生产为着眼点，建设集“产、学、研、培、鉴、
赛”为一体的共享型实训基地。
3.6.1. 建设两基地三中心，提升专业群实训教学条件
抢抓广安作为全国首批建筑工业化试点城市的政策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设建筑工业
化构配件生产性实训基地，加强实践共享资源库与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建设，达到集技术培训、技术
技能竞赛、职业资格鉴定、技术革新、产品研发于一体的开放共享、技术一流的实训基地。将基地建设
成为西南地区职业院校建筑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装配式建筑从业人员培训基地、建筑工业化职业技
能培训考核鉴定基地、建筑新技术开发应用与推广基地。
建立 BIM 研究团队，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 BIM 平台，创新建筑人才培养模式，建设 BIM 创新教育
实践基地，培养高水平的 BIM 专业人才；提高 BIM 技术研发水平，提升 BIM 产业对区域内建设行业发
展的贡献率；推动并提升建筑行业 BIM 技术的交流和创新发展，促进川东北地区 BIM 产业发展，以建
筑信息化引领并推动现代建筑产业化的科学发展。
基于建筑教学实体模型的构造节点，校企合作开发施工工艺流程交互式虚拟教学系统，建设基于 BIM
与 VR 技术的建筑施工虚拟仿真实训中心。依托学校智慧校园系统，将专业教学资源库、虚拟仿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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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以及共建企业的云平台和 OA 系统，以“互联网+”为手段，实现教学资源的实时共享。
建设包括建筑材料检测和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在内的绿色建材检测中心，具备对外承接建筑材料检测、
工程质量检测和鉴定的工作，承担教师关于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以及建筑检测技术等开发应用研究，
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实践技术应用能力，提升教师科研转化能力，提升专业辐射能力；成为本区域建筑材
料教学基地、建筑企业员工培训基地、建筑技术技能考核基地和新材料新技术研发推广基地。
建设园林苗木生产区、园林植物造景区、园林植物盆景区、世界名花实训基地、蝴蝶研究展示中心
等，建成集生产、科研、教学、实训、素质拓展、科普教育等于一体的绿色建筑生态景观研究中心。成
为绿色建筑生态景观典范，提供优质苗木、世界花卉、高质量盆景及生产技术、特色植物造景模式、蝴
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
3.6.2.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通过面向企业提供“项目化”合作教育、员工培训、技能培训与技术服务等途径，在巩固已有校外
实习基地的基础上，不断拓宽与校外实训基地的合作领域。
3.6.3. 强化实训文化与内涵建设
以崇尚技能、学习技能、掌握技能、研究技能为文化主线，以各实训中心与实训基地为建设主体，
打造“鲁班文化”，营造职业氛围，促进环境育人；借鉴先进企业管理模式，制定与规范实训标准、实
训章程，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训基地管理体系，校企共建共管，推动实训内涵建设，形成良好的文化育人
机制。

3.7. 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提高对区域经济和行业的贡献
紧扣广安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充分发挥校内实训中心的功能，搭建绿色与装配式建筑技术公共服务
平台，加强与企业的合作，积极参与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推动职业培训与鉴定，合作编制绿色与装配
式建筑职业标准，开发绿色与装配式建筑人才培育体系，力争将广安建成西南地区绿色与装配式建筑人
才培育基地。

3.8. 紧跟“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进国家合作与交流
借助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
育合作，通过与境外院校的合作，开办国际班，实现与国际同类院校课程互换和学分互认，拓宽学生视
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3.9. 紧扣专业特色，营造文化育人环境
紧扣“鲁班文化”主题，着力打造走廊文化、实训室文化、宿舍文化，营造立体化的文化氛围；围
绕“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打造“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业”的技能竞赛品牌；
建立感恩文化沙龙，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拥有一颗感恩之心，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传承弘
扬传统美德及伟大的抗战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结论
1)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完善，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运行良好，为地方绿色建筑经济发展提供
技术服务。
2) “三平台 + 三模块”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完善，专业群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数字化
网络课程以及微课在实际教学中被教师和学生广泛应用，学生创新创业意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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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业带头人影响力提升，能够引领专业的发展。骨干教师的实践能力、信息化教学能力和社会服
务能力均有较大幅度提升。
4) 校内实训基地更加完善、实用，在职业技能鉴定、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教育、企业员工
培训、技术研发与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校企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卓有成效，企业员工培训规模和质量不断扩大。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引
入，师生境外交流学习规模不断扩大。

基金项目
四川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项目，川教函[2017]7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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