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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X”证书制度

1.1    “1+X”证书制度的内涵

2019 年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新元年，这一年，国家相

继出台关于高职教育的重大政策，其中由国务院颁布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揭开了“1+X”证书制

度试点的帷幕。所谓“1+X”证书制度，就是通过有效

整合校内外教育与培训资源，将校内教育与校外培训结

合起来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相

较传统的教育教学，它能真正将生产、教学与研究结合

起来，通过与行业企业的需求进行现实对接，有针对性

地推进人才培养计划。同时，这一体制机制的建立，将

在之后的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诸如电气自动化等应用

型专业的实施过程中表现出制度优势。

1.2    “1+X”证书制度的作用机制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关键，是利用“1+X”

证书制度，促进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融合。为培养出

以应用型为主打的、创新复合型高技术专业人才，高职

院校应尽快贯彻落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1”和

“X”的有机融合。教学模式的改革涉及专业课程的设计、

传授与评价等方方面面，由行业企业制定“X”证书职

业技能的等级标准，证书考核应全面覆盖专业知识基础，

以专门的职业培训弥补课程涵盖范围的不足。取得相应

资格证书，就意味着学生既具备了前沿专业知识的储备，

又掌握了最新的应用技术。可以说，“1+X”证书制度打

开了“能力本位”培养的新世界。

1.3    “1+X”证书制度的考核机制
“1+X”证书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涵盖专业知识、

技术技能和职业素养等多方面的考核。以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中的考核要求为依据，高职院校需从培训方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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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培训标准等方面发力，开发相关培训资源。随

着“1+X”证书制度的进一步普及，“X”证书的种类也

会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高职院校可通

过建立“学分银行”的方式，量化学生学历教育与职业

技能教育的学习成果，同时辅以“免修课程”的举措——

获取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学生可免修其他部分的课

程内容，鼓励学生参与进来。

1.4    “1+X”证书制度的实施意义
首先，“1+X”证书制度的实施，将有效解决高职院

校现行教育模式中“产学逐渐分离”的尴尬现状，真正

落实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其次，“1+X”证书制度要求

产学研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执教老师要想继续胜任

教学工作，就必须对自身的知识与技能储备进行更新迭

代，相当于倒逼教学主体进行主动变革；最后，“1+X”

证书制度在高职院校的顺利施行，将在丰满课程教学内

容、满足企业产业需求、弥补专业岗位空缺等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最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    “1+X”证书制度所面临的实施困境及应对策略

作为国家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

措，“1+X”证书制度已成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正视“1+X”证书制度在现阶段实施过程中所

面临的困境，是提出切实可行解决方案的前提。

2.1    “1+X”证书制度所面临的实施困境
目前，“1+X”证书制度在高职院校电气自动化专业

所面临的实施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 3 方面。

2.1.1    前期耗资巨大

作为电气自动化专业“1+X”证书试点的“1+X”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中级证书，存在着培训设备价格

昂贵、培训教师人员短缺、培训课程价格较高、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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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门槛过高等问题。为了保障“1+X”证书试点顺利推行，

高职院校势必要在培训设备、师资配备、费用减免等方

面给予资金补贴与支持。这就会造成前期耗资巨大，但

成效未知的局面。

2.1.2    推行经验不足

“1+X”证书制度作为一种新制度，高职院校对其缺

乏推广经验，因此在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容

易出现教学团队上的管理问题。

2.1.3    证书资质存疑

“1+X”证书制度作为新机制下的产物，其含金量被

社会接纳与认可的程度尚且存疑。该证书的取得，究竟

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学生能力、促进高质量就业，现在

来看仍是待解之谜。

2.2    化解“1+X”证书制度实施困境的应对策略
若要化解“1+X”证书制度在高职院校电气自动化

专业实施的困境，必须进一步创新、完善制度体系。其

中，高职院校与培训评价组织之间达成共识与形成共赢

决心，是解决 “1+X”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试点工作

问题的关键。具体可从以下 4 方面着手。

2.2.1    明确证书资质“含金量”

从引入可行性、专业融合性、社会认可度 3 方面着

手规划论证，做针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内涵的调研

分析。结合分析与论证的结果，明确证书资质“含金量”。

2.2.2    明确培训考核计划

高职院校应与培训评价组织积极沟通协商，划分职

责范围、协调各方利益。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测定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的技术标准量值，对工业机器人

的装备技术进行验证，切实保障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技能的先进性、可靠性、安全性和低能耗性。

2.2.3    打造专业教职团队

在高职院校培养出一支师德高尚、技能精湛、育人

水平高超的教职团队，是保障“1+X”证书制度在高职

院校电气自动化专业顺利实施的基石。为此，首先要严

格把关培训教师的任职资质，落实“双师”内涵标准，

将是否能同时胜任 “X”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与运维作为

“双师”的重要评判标准；其次，为提升执教老师的专业

技能，高职院校向其提供关于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的

技术技能培训；最后，将教学成果与奖金激励联系在一

起，从分级管理、配套奖励、职称评定等角度，保障培

训课程开发质量、落实制度实施责任，同时拓宽教师晋

升渠道。

2.2.4    实施育人训人并举

高职院校应以强烈的勇气和巨大的担当，推进“1+X”

证书制度的改革，在改革中把握发展机遇。为切实体现

“学历教育与培训教育”并重的改革理念，高职院校应

努力打破校园与社会的壁垒，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积极

开展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培训，为培养出更多高质量

的人才而不懈努力。

3   “1+X”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证书和实训课程
链接

“1+X”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证书和实训课程的链

接，为相关技术岗位上的项目开发，提供了工业机器人

技术实训平台，同时，还有利于推动电气自动化其他相

关专业课程项目的改革。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实训平台，由 ABB 工业

机器人、码垛机立体仓库、托盘流水线、装配流水线、

AGV 小车和视觉系统 6 个部分组成。这 6 部分功能，

基本可以涵盖物料的出库、搬运、检测、分拣、装配和

入库等一整套工作流程。流程中包含对机器人、PLC、
传感器、电气控制、伺服驱动、气动、视觉检测、现场

总线、工控组态等技术的应用。主要训练学生对诸如电

气线路图、气动原理图等图纸和相关工艺指导文件的识

读能力；以及学生为工业机器人编程、安装调试、维护

保养与故障处理的操作能力。

实训课程项目分为专业基础技能、专业提升技能、

专业拓展技能 3 个板块，课程设计的标准和原理是参照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中级职业技能标准制定的。

3.1    专业基础技能实训模块
专业基础技能实训模块主要涉及基础知识的学习与

应用，通过本模块的实训学习，学生应该具备基本的

识图与简单的操作能力。对识图能力来说，学生能够

识读诸如机械装配图、液压气动原理图、电气线路图

等基本图纸，并且能够依据图纸内容，进行简单的安

装操作。在遵守安全操作要求的前提下，执行安全操作

规范，熟练掌握示教器的按键功能，熟悉相关操作界

面，在此基础上，能够完成零点校对、工具标定和手动

操作等指令；能够熟练管理、备份、回复工业机器人程

序、数据和文件；能使用示教器常用编程操作，让机器

人完成运动指令、输入 / 输出指令以及延时指令等简单 
动作。

3.2    专业提升技能实训模块
专业提升技能实训模块主要是通过模拟真实的工作

场景，让学生在现实工作任务的指引下，学习、掌握工

业机器人的实际应用。这一板块主要是训练学生独立操

作、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学生能够根

据项目要求，分析得出工业技术需求，并以此为依据，

做出机器人运动路径规划。最后，根据机器人的实际输

入 / 输出操作情况来进行作业反馈，进行修正与调整。

要达成以上要求，学生需理解工业机器人的各类坐标

系，能够建立并精准测定工具 / 工件坐标系；能新建、编

辑和加载运动控制程序；能编写机器人搬运、码垛以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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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程序；能手动调试工业机器人程序，并使其自动运行；

能通过 TCP 过度位置和目标位置的设定来完成项目需求。

在机器人出现诸如紧急制动、复位、抱闸放松等异常情况

时，能够进行处理；对一般的信息提示和事件日志、常见

故障与系统报警能够进行分析处理。此外，还要掌握工业

机器人常规检查和日常保养维护的技能。

3.3    专业拓展技能实训模块
专业拓展技能实训模块，是作为非必选板块而存在

的拔高性实训模块。通过这一模块的学习，学生应具备

以下能力：能够安装、定位 AGV 机器人磁导条；安装、

调试 AGV 机器人；能够挑选、安装传感器；能够利用可

编程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工作；针对机器人可能出现的

精度偏差，能追根溯源、查找分析原因；能利用智能相

机软件对相机进行配置、连接；通过摄取图像信号，进

行图像的标定与样本学习；能正确配置 Modbus ；能完成

触摸屏的界面设计。最终，实现可编程控制器、触摸屏

与工业机器人三者联调通信。

在上述课程模块划分的基础上，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提高教学效率，还针对实际教学模式，做出如下改进：

（1）优劣互补。由于参加实训课程的学生基础参差

不齐，所以初步拟定进行小组教学。以 3 ～ 5 人为一组

的划分形式，采取“以优带劣”的教学策略，最大化地

进行因地制宜的教学，优化教学效果。以小组成员轮流

担任组长的方式，激励学生们进行自我管理，以学生之

间的互相监督来形成团队合力。

（2）并行轮回作业。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实训时间

和设备资源，小组成员可自行协定，进行分工练习。实

训平台的各个系统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可满足同一时间

内多人同时训练多个项目的需求。通过采取“并行轮回

作业”的训练方式，提升教学训练的效率。

4    “1+X”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证书推动课程体
系改革

为深入推进“1+X”制度试点工作开展，对电气自

动化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新课程体系对课程做出

进一步细分，为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保驾护航。

4.1    文化基础课程
文化基础课程主要包括思政、外语、体育与健康等

基础课程，由于改革后新课程体系下的基础课程变动不

大，此处不做详细解释。

4.2    技术技能应用课程
技术技能应用课程分为两部分：专业知识学习与技

术实训应用。相较传统教学，在新课程体系下，更注重

根据现实需要，来调整授课进程与授课内容。传统的电

气自动化专业课程涉及电机、电气、控制等领域的课程

学习，结课后，学生具备以下能力：能够完成电机型号

的挑选与日常维护工作；设计、控制电机主电路；对变

频器的参数进行设定，并完成线路连接；利用单片机完

成应用电路的设计；运用 PLC 编程安装调试、操作维护

电气自动化生产线。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自动

化在企业中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衍生出对工业机器

人的操作与维护类人才的大量需求。为此，电气自动化

专业根据《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对初、中、高等级

能力要求的级别划分，积极调整了专业课授课进程、实

时添加了相关专业课程。将电子线路分析课程提前到大

一第一学期，帮助学生夯实电子电路基础；在电气 CAD
的课程基础上，增设电子 CAD 课程，鼓励学生利用电

子电路知识进行 PCB 板的创新设计，为后期更加深入

的学习奠定基础。

4.3    素质拓展课程
新课程体系的改革，更加注重学生的素质拓展。在

保证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的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更加

注重培养学生通过实践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深入完成电

气自动化专业的知识技能授课要求的基础上，深化对学

生职业素养的熏陶，为向社会输送一批真正高素质的综

合型人才奋斗不息。

5    结语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高职院校积极进行课程体系改革，从授课内容与授课模

式两方面入手，努力探索、推进“1+X”证书（学历证

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在高职院校的施行。

“1+X”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证书试点的推行，为提升

电气自动化专业人才的专业性、实用性提供培养新路径。

作为行业企业与学校教育共同参与的培养平台，它真正

实现了社会需求与教学研究的深度链接。而高职院校作

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输送高地，应继续秉持上下求索的

办学态度，遵循立德树人的办学方针，在课程体系的改

革中，不遗余力的贡献教学智慧，为社会输送一批更符

合现实需求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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