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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is in an awkward position, on one hand vocational
college graduates do not have strong theoretical basis as othe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graduates, on the other h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o not adhere to educational advantage
point of “strong practical working ability”, which led to graduates have no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ield occupation post group needs, combined with the “Electric control
technolog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with the occupation ability as the main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real task as the carrier,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working process and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organic combination, to school productive training base and practice base rely on,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ethod, in the actual production process teaching methods, assessment methods and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working process reengineering
“teaching” on unity, effectively solve the enterprise required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cience
students and improve students “zero distance” pos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new measures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curriculum about the course project in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working process.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is disjointed betwee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the social demand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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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高职教育正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并没有其他高等院校毕业生的深厚理论基
础，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赖以生存的“实际工作能力强”这一办学优势并未得到彻底的坚持，导致其毕
业生在市场竞争中没有突出的优势，人才培养得不到市场的认可。本文根据机械工程领域职业岗位群的
需求，结合《电气控制技术》课程特点，以职业能力为主要培养目标，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将学习
过程、工作过程与学生能力有机结合，以学校的生产性实训基生产性实训基地和校外实习基地为依托，
以实际的生产过程构建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核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基于工作过程重构“教学做”
一体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有效解决企业所需和学生所学之间的矛盾，提高学生“零距离”上岗的就业
竞争力。对“基于工作过程”这一高职课程教学改革新举措进行了全面探讨，旨在对解决高职人才培养
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供需矛盾问题产生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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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
地位，对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实施教育惠民举措，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促使
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2019 年 2 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
开展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情况评估，落实高校理事会等制度。深入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
建设，完善职业院校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1]。《方案》提出了进一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一是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健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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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完善学历教育与培
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完善教育教学相关标准，狠抓教学、教材、
教师，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
成员开展职业培训。三是促进产教融合。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经验，坚持工学结合；推动
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四是建设多元办学格局。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
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做优职业教育培训评
价组织。从 2019 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到 2022 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经过
5~10 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
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
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是高职高专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核心课，教师在《电气控制技术》等课
程的教学过程中，常常会采用“问题驱动法”、“案例驱动法”、“任务驱动法”等教学方法，但在学
习领域的教学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停留在“知识点”为主线的学科体系之上，未能体现机械产品的实
际装配与维修过程。对于自控力较差，个性趋自由化的职业学院的学生来说，课堂中循循善诱地传授已
经吸引不了他们，一部分学生会慢慢从教师的一贯思路中撤退，而一部分学生即使坚持到了最后，往往
也是学了课内的知识，而没有真正理解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模式的缺点是缺乏实际运用，
与就业不能很好地衔接。因此，必须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探索、改革和创新。
《电气控制技术》课程的教育改革要把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作为教学过程的突出重点，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创设的职业化学习情境，将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和现场教学有机互
补，采用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模式，培养学生善于学习新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在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体系改革模式的研究中[2] [3] [4] [5] [6]，“学习领域”是与其关系非常
密切的一个概念，“学习领域”是以工作过程导向为基础的。关于它们的探索与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1996 年，在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上颁布了《职业学校职业专业教育框架教学计划
编制指南》，该指南提出了“学习领域”课程改革方案，并将它定义为“一个由学习目标表述的主题学
习单元。”具体来说，每一个学习领域都由学习目标、学习任务和学习时间三部分组成。“学习领域”
课程方案的提出为传统的课程模式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1998 年，马格德堡大学巴德教授和慕尼
黑大学斯洛安纳教授通过两个试验，对学习领域课程改革进行了细化，强调高新技术条件下与工作过程
有关的隐性知识—经验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学科体系知识的学习应以学生主动学习为核心，而不是一味
的灌输。“学习领域”课程方案提出，成为德国职业教育界学者关注的焦点，而且得到了德国政府的大
力支持，并将其推广，很快成为整个欧洲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一个新范式。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课
程体系改革中的许多思想都来源于“学习领域”课程方案。
(二)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赵志群教授在《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与课程开发》中指出：职业教育课程的本质特征
是工学结合，其准确理解应为“学习的内容是工作，通过工作实现学习”。在《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发展
以及课程和教学建设》中提出建立“现代学徒制”的构想，“现代新徒制”是指企业培训与学校教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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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一种新型职业教育模式。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在《当代德国职业技术教
育主流教学思想研究》中从广义、狭义两个角度对工作过程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举例“汽车机电
一体化工”，展示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学习领域结构方案应如何进行设计。在《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
中他对行动体系课程进行了重点论述，重点强调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学习应在仿真或真实的职业情
境中进行[7]-[12]。
除此之外，还有马树超的《强化市场意识，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一德国“学习领域改革”的启示》、
严中华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与实施—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职教课程开发与实施》都对“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这一课程理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可见“以工作过程为导向”这一课程改革新思想已经成
为职业教育学者关注的焦点，它将为我国职教领域课程体系的改革提供重要的结构框架。
与传统的职业教育相比，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在指导思想、课程开发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
式等方面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2] [13] [14]。指导思想从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转向培养学生参与建构工作
世界的能力；教学内容从专业理论知识转向工作过程知识；课程开发从资格研究转向职业科学的劳动研
究。从流程上分析，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市场调研阶段
市场调研是课程开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专业准确定位的依据。市场调研的内容涉及行业的人才
结构现状、专业发展趋势、岗位知识能力的需求、职业资格和学生就业去向等方面。从客观上把握行业、
企业的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的培养现状，在此基础上确定专业定位、专业服务面向的岗位群、培养目标
及专门化方向和课程改革的思路等。
2) 确定培养目标阶段
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根据市场需求，把握培养人才的定位。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框架，签订协
议，实施校企合作方案。明确培养对象面向的岗位职责和任务，结合生产实际，明确专业培养目标。
3) 课程开发阶段
课程开发是整个模式的核心部分，这是落实就业导向的实质性改革阶段。要解决课程设置的原则、
课程载体的选择、课程内容的重构、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情境的创设、课程的实施与评价等问题。该
阶段是对学生从入学到走上岗位，整个在校期间全方位、全过程的教学设计，要统筹规划，处理好传承
与扬弃、引进与借鉴的关系以及各任务间的逻辑关系，制定出周密的课程改革实施步骤，分步实施。
4) 课程教学阶段
行动导向教学是以“行动导向驱动”为主要形式[15] [16] [17]，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从完成某一方面的“任务”着手，
通过引导学生完成“任务”，从而实现教学目标。从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看，知识来源于实践，在实践
中得到感性认识，经过反复实践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并回到实践中去。行动导向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
中要把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教师要分层次地给学生下达行动导向。

3.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内容
(一) 按照学习工作过程知识的规律，改革课程体系
一是按照工作过程知识的由简单到复杂顺序，二是按照工作过程知识所涉及的业务环节的时间先后
顺序。这两种方式不是截然割裂，而是相互交融的。按工作过程知识的由简单到复杂或业务顺序构建课
程体系，可运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逐步提高学生独立“获取与利用信息、决策与计划、实施、检查
与评价”普适性能力，以适应职业生涯的发展。
(二) 构建“项目化”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教学设计
DOI: 10.12677/ve.2020.91008

49

职业教育

徐建亮 等

常用的教学设计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类是以一个综合性的企业生产实际项目贯穿教学整个过程，每
个教学单元完成项目任务的一个子模块，这类存在的不足是学生的技能培养不完整，对其他工作情景的任
务解决能力差。另一类是以知识点组织课程内容，然后针对每个知识点设计项目案例，由于每个项目任务
是为了讲解知识点而设计，而不是以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项目任务缺乏过程性的特征，脱离生产实践，
缺乏实用性。课程的设计应“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项目为主体、以职业实践为主线”，内容
的选取要遵循针对性和适用性原则，即根据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和完成职业岗位实际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
能力、素质要求选取教学内容，并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通过企业专家、一线技术人员和课程组对
“电气工程师”和“机械维修师”岗位的工作过程和完成机电设备装配与维修典型工作任务所需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要求进行教学内容的选取，对原有学科体系课程内容进行重构，重构基于过程体系的项目化课
程内容，改变过去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内容组织思想，瞄准课程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组织和
加工，梳理出基础性、先进性、实用性、创新性统筹兼顾的专题式项目化内容体系，既增加知识的系统性、
连贯性，又支持柔性构建、按需定制。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要遵循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规律，以真
实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为依据，科学设计学习性工作任务，融合“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方法。
(三) 通过传授工作过程知识、创设学习环境，改革职业能力的培养
职业能力是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的三方面的统一体。传授工作过程知识，要以职业能力
的三方面作为整体开展教学活动，即在专业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融入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的培养；通过
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使学生全面发展。针对高职院校《电气控制技术》
课程的特点及人才培养目标，通过传授工作过程知识，创建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环境，建立合作小组、
协同学习，培养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表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和自我检查能力。
(四) 改革高职院校《电气控制技术》课程人才培养模式
邀请企业研发人员、专家、《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教师共同协商完成人才培养岗位定位、岗位技能
实训及技能鉴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进度、教学案例制定或修订以及教材的编写，形成从理论、
方法、教材、教学计划、人才出路等问题的一整套方法及理论，保证教学内容和企业要求“零距离对接”。

4.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改革的特点
(一) 课程与学习情境设计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设计，将学习过程、工作过程与学生的能力和个性发展结合起来，以项目
驱动为主线，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的方法设计学习情境。实现教学目标。
教学模式体系如图 1 所示。
(二) 课程与教学理念提升
在现代职业教育理论指导下，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以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为指导，有利于我
们探讨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方法内涵。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学习任务是根据具有职业重要功能的任
务确定的，这是其基本特征。为了达到“学会工作”的目，我们按课程组织学习过程，强调“学习的内
容是工作，通过工作实现学习”的思想，依据人的职业成长规律进行课程顺序排列。
(三) 课程教学内容改变
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把重点放在以工作分析为基础，按照工作任务模块转换成教学内容，更加注
重能力本位和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职业技能与职业态度、情感的综合，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来组织教
学内容，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教学内容来自于职业岗位的具体工作任务，并使教学内容由抽
象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的工作项目。每一个行动化的学习项目，都包括实践知识、理论知识、职业态度和
情感等内容。项目“行动”过程的完整性尤为重要，技能为主、能力为本，理论、实践融合，技能、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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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情感融合的课程思想和高等职业教育特征也在其身上充分体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完整的项
目化教学内容体系。

Figure 1. Teaching mode of “based on working process oriented”
图 1.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模式

(四) 课程教学组织形式转变
因为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方法必须要在以项目教学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情境”中实施。而这些
“学习情境”是由教师在考虑劳动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按照实际任务情境搭建起来的。为了使得教学过程
更加贴近职业实践，它运用了一种全新方式与企业的职业行动同步，即与实际的工作过程序列实现“同
步”。从而使“学习情境”的设计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而是有机地把课程实施主体、
教学过程、教学场所结合了起来。课程实施主体突出了工学结合，包括了学校、企业的融合，教师、“工
程师”的融合。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学生心理过程与行动过程融为一体，
即“教、学、做”融为一体化，凸显了学生中心地位，构建了一种以合作为主题的新型师生、生生关系。
教学场所做到融课堂、实训室、企业为一体。
(五) 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的教师，由“教育专家主导”转变为“社会需求主导”。课程开发和教学实
施主体结构要求多元化，即由企业、行业技术人员、职业教育课程研究人员和学院教师组成，秀教学团
队是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以教学工作为主线，以教学名师、企业工程师和知名教授为带头人，以
专业、系列课程或教学基地为建设平台和发展载体，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建设的核心队伍。教学团队建
设既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教学改革的广阔平台和凝聚教师向心力的良好载体。通
过建立团队合作机制和组织模式，有利于形成和发挥优秀人才的团队效应，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
利于进一步激发骨干教师的积极性，发挥传、帮、带作用，促进青年教师的健康成长；有利于开发教学
资源，促进教学研讨和交流，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团队的类型包括以下几种：以单一课程建设为
任务的教学团队；以实验实践教学环节建设为任务的教学团队；以课程群和系列课程建设为任务的教学
团队；以专业建设为任务的教学团队。

5.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改革实施方案
(一) 典型职业活动确立
本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典型职业活动的确立，它是课程开发的基础工作。通过前期基础调研，我
们明确了毕业生工作岗位和专业培养目标及人才规格，在此基础上，针对毕业生工作岗位，通过开展专
题调研，确定其典型职业活动，并对典型职业活动进行分析和描述，确定典型职业活动。见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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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ost group of typical analysis and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表 1. 典型岗位群及职业活动分析
岗位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工

安装各类机械设备、电气设
备的控制线路及执行器件，
并进行调试。

机械设备、开关设备的控制线
路、机床线路的安装与调试。

电气设备维修维护工

电气设备操作员

电气技术员

综合能力

能正确识读工程图、电路图按工艺安
装各类电气控制线路及执行器件并
进行调试的能力。
能分析电路图检查各类电气控制线
电机拆装与维修，常用电机控
维护、维修各类电气设备的
制线路的检修，常用电气设备、 路及执行器件功能，并进行故障维修
控制线路及执行器件。
系统故障检修。
的能力。
设计、安装、维护、维修供
具备照明线路设计与安装、变配电所
供配电系统的运行与维护、电 供配电设备的管理与维护维修能力、
配电线路，管理维护变配电
气设备操作、日常维护、现场
所中供配电设备、电气设备
能对自动生产线等复杂电气设备进
总线控制系统的运行与管理。 行简单功能分析，能按规程正确操作
操作、简单性能分析及日常
维护。
并进行日常维护。
电气识图与绘图、电气元器件
设计、维修、改造控制线路，
能对控制线路或自动控制系统进行
选择与质检、电气线路或自动
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设计或技术改造。
控制系统设计。

(二) 典型职业活动展开
典型职业活动的确定后，典型职业活动如何展开?可以按照工作对象、操作程序、产品(种类)、设备
或系统结构等角度进行展开，如表 2。
Table 2. Professional activity content
表 2. 职业活动展开内容
教学内容

项目名称

任务名称
变压器原理及认识

变压器的使用与维护
变压器的使用与维护
交流电动机的使用
电机的使用与维护

常用电动机的使用与维护
直流电动机的使用
变频器操作与认识
变频器的使用与维护
变频器的使用与维修
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与连续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直接起动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三相异步电动机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降压起动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基本控制电路的设计与检修

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降压起动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三相异步电动机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源反接制动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制动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三相异步电动机能耗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三相异步电动机位置控制与自动往返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其他常见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三相异步电动机顺序控制与多地控制电路的连接与检修
普通车床电气控制电路分析
典型机床电气控制

典型机床电气控制电路分析

平面磨床电气控制电路分析
万能铣床电气控制电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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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典型职业活动分析
典型职业活动分析在随后的课程设计中具有重要的用途，它构成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课程开发的
基础，典型职业活动的描述应准确详细，具有典型职业特征，体现综合化的工作过程和工作过程的完
整性[18] [19] [20] [21] [22]，重视工作过程知识。要从典型职业活动描述、工作岗位、工作过程(任务描
述)、工作对象、工具、工作方法、劳动组织、工作要求以及与职业资格标准 8 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和
描述。

6. 教学改革成效
在《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教学中实施基于工作过程、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后，取得了明显的教
学效果。
(一) 提高了教学质量
通过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改革，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更加明确，学生动手能力得到增强，教学质
量得到提升。
(二) 提升了课程教学团队的教育教学水平
专业团队对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理念深入理解，教师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均可以按照资讯→决策
→计划→实施→检查→评估的工作过程完成教学范例的演示与项目指导。
(三) 优化了课程教学资源
结合课程改革修订课程标准，与企业共同开发教学项目、合作编写教材，完成多部校企合作教材的
编写；完成共享型专业教学库建设，完成数控专业教学资源库，使教学资源更加充实、规范。
(四) 促进工学结合育人，增强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与实施过程，也是开发企业实训项目、技术合作项目开发的过程。通
过课程建设产生一批优秀的合作项目和教科研成果，使专业广大师生和合作企业受益。

7. 结束语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教学是以工学结合为平台，以工作过程为根本，以工作任务为驱动，以典
型任务、产品为载体，以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为依托，按照岗位行动领域设计教学内容及设计学习
情景，符合职业办学的要求，将成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主流方向。笔者在《电气控制技术》课程的教
学中突破传统学科体系教学模式，从企业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入手，重新构建课程教学体系，以能力为本
位、以应用为主线、以学生为主体、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在衢州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全面推行《电气
控制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经过课程教学实践，彻底改变了过去与任务相脱离、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
教学模式，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力，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操作能力进一步加强，职业
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养成，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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