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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新工科发展背景下，为了帮助机械类专业的优秀

人才切实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拓宽视野，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社会及企业的认

可，教师应当学习当前社会中先进的教学理念，采用

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构建健全完善的教学体系，以此推

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目前就业

难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性问题，社会及企业对人才的需

求不断提高，高素质、高水平人才的匮乏逐渐成为现

实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应当根据现实需求搭

建起全新的教学实训基地，优化教学体系、教学结构，

这也是新工科背景下教学改革创新的主流趋势。

1    实践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境

1.1    缺乏健全完善的实践教学条件

工科专业本身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实践教学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也

是推动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可靠助力，利用实践教学能够

帮助学生更好的应对未来生活、工作、学习挑战，提

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以及综合水平。但在具

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实践教学整体效果无法得到显

著的提升，甚至滞后于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

实践教学是极其重要的教学组成部分，高校必须充

分立足于院校发展的现实需求、学生的个性特征、兴趣

爱好、学习水平科学合理的选择实践教学模式、教学

内容，优化教学体系，正确看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并合理设置课时数量，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理实一体化

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水平。与此同时，完备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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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也是提高实现教学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学

生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要开展实践操作训练，

以此熟练运用相关的设备设施，加强自身的理解认知。

但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部分高校受多方因素的影响，

并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资源建设基础条件，也没有搭

建完善的教学实践训练机制，无法满足工科人才培养

的相关要求，导致教学改革效果不佳。

1.2    缺乏科学合理、多元化的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现阶段，大多数高校针对工科类专业采用的实践教

学模式、教学设计过于枯燥单一，缺乏对教学环节的准

确把控，忽略了教学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这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学生的认知理念过于滞后，久而久之，根本

无法满足社会对新型优秀人才、专业人才的实际需要。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大多数高校更注重机械类专

业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也设置了大量的课

时开展理论教学，但对实践训练认知不足，忽略了手

工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没有设置科学合理的实践内容，

导致学生根本无法掌握实践训练的要点要义。而造成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中的教师并没有意识

到实践教学对学生未来持续发展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导致在课程设计时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同时也忽略了

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践教学设计的单一枯燥，使得

整个课堂教学工作机械化、固定化，只是按照既定的

教学流程完成教学环节即可，没有深入探究学生实践

能力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另外，部分高校在开展机械

类专业教学时没有将所有的知识点串联整合起来，开

展综合教学指导，导致教学内容之间相互独立，无法

形成系统连贯的整体，久而久之，实践教学过程缺乏

90-104 综合  22年 7月上  第19期.indd   102 2022/8/30   11:04:06



2022 年    第 19 期 综合

103

MACHINE    CHINA

有效的联系，学生也无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健全完善

的知识框架和知识体系。

1.3    缺乏强有力的实践教学师资保障

众所周知，师资团队的建设直接影响着机械类专业

实践教学的整体效果，因此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必须深

入分析现阶段实践教学师资团队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和困境。

第一，目前我国高校的机械类专业教师团队力量薄

弱，教师缺乏高超的实践教学水平及教学能力。部分

教师没有在一线基层进行实践操作，缺乏足够的经验，

导致无法对学生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指导，也无法满

足新工科背景下对学生能力的实际要求。在这样的背

景下，高校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优化实践教学的

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考评机制，以此凸显出教师

对于学生实践能力提升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通过这

样的方式方法，也能够切实解决教师经验不足、能力

缺乏的现实问题 .
第二，机械专业教学工作涉及到的内容、形式复杂

多样，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因此教师的

综合能力、专业素养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培养效果。在

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考核评价的过程中，目前部分

高校考核内容过于片面，没有对整个过程进行高效的

监督管理，也就不能客观公正地点评教师的专业水平，

导致整体实现考核结果缺乏实用性、真实性、可靠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应当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深

入分析，创设完善的考评机制，基于学生对教师的评

价进行科学采集综合分析，以此正确看待教师团队建

设面临的主要困境，并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进行

有效解决，切实推动高校教学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值

得注意的是，针对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中发现的问题，

高校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积极解决，只有这样才能

为社会及企业输送更多专业人才。

2    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创新的主要策略措施

2.1    积极建设高效、功能多元的实践教学平台

新工科背景下的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要提高整体教

学质量及教学效果，必须与时俱进，构建健全完善的

教学平台，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迎合社会发展的全

新要求，同时也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效果，

逐渐构建科学良好的教学环境及教学氛围，进一步完

善教学模式和教学体系，以此推动院校及教师的协同

发展。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目前，机械

类专业不再独立于所有学科之外，而是通过一定的方

式手段与其他专业内容紧密联系，有效渗透融合。

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社会

对综合性优秀人才的现实需求，高校必须结合企业岗

位的现实需求及社会现实需要，科学合理地建设实践

教学平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要立足于自身发展现

状、未来主流趋势，创设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实践平台，

不断革新优化实践内容、课程机制，加大对校内校外

实践教学资源的整合优化。

众所周知，机械类专业更注重学生实践操作水平的

提升，因此要充分发挥工科专业的教学特征优势，大力

培养技术型优秀人才。具体而言，高校要创设开放性的

实验实训中心，鼓励学生亲身参与其中，切实操作相

关的机械设备设施，以此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

和缺陷，切实提高实践水平、动手能力，通过这样的

方式为自身的全面系统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

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发展不仅切实迎合了新工科的实

际要求，也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满足了社会发展的现

实需要，因此高校必须转变自身传统滞后的理念认知，

从思想上充分意识到实现教学的重要现实意义，在教

学工作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这样才能培

养出优秀的工科人才。

2.2    创设科学合理的机械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为了帮助机械类专业的学生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

展，迎合新工科的现实需求，高校应当建立科学完善

的人才培养体系及实践教学机制。高校要深入分析自

身机械类专业教学的开展现状，结合学生现阶段的学

习水平、学习能力，考虑到新课程改革对于机械类专

业提出的全新要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践育人体系。

具体而言，机械类专业的学生不仅仅要具备良好的

理论基础，同时也应当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

树立正确的、积极的思维模式，以高超的实操水平解决

学习及工作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困境。基于此，在

对机械类专业学生进行教学指导时，要构建创新型的

教学体系，不仅仅要对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理

念进行有效的革新优化，同时也要采取多元化的技能

手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拓宽其视野，活跃其思维。

教师要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流程、教学环

节的设计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学

生根据自身的学习需求、个性特征自主探讨、积极学习，

在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化的理解掌握机械相关知识技能

的同时，提高整体教学质量教学水平，为学生未来的创

新发展夯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高校也应当与时俱进，

针对不同的教学状态、教学形式，科学合理地选择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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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发展的教育模式。

2.3    建设高素质、高水平的机械专业实践教学团队

教师是一切教学工作的组织者、引导者、实践者，

也是学生开展学习活动的主要责任人，换而言之，教

师的正确指导、积极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学生

的学习成绩，推动其综合素质的有效培养。在这样的背

景下，为了系统全面地向学生传递机械类专业教学的知

识技能，客观地向学生讲解教育内容，高校在一定程

度上对教师的理论基础、实操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和标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教师是实践教学活动

的引导者，要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市场对

人才的能力需要，科学合理地制定实践教学目标任务，

培养大批高素质、高水平、专业型、综合型优秀人才，

充分理解新工科教学的内涵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积极

组织开展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教学经验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高校必须定期对机械专业的教师开展培训指导，

只有这样帮助教师了解当前社会中的先进机械成果，进

一步强化高效的师资力量。与此同时，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高校应当对外聘请社会中的优秀人才、专家

学者进入高校为在校教师提供实践培训，同时利用校

企合作的方式打造全新的教师团队，以此切实培养并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由此可见，在实践教学开展过程中，机械专业教师

必须基于学生的专业能力、学习水平、理论基础和实操

技能等多个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帮助，切实提高其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核

心竞争力，在未来生活工作中脱颖而出，适应社会发展

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要不断完善师资团队，为机械专

业实践教学的有序开展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3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产业结构、产

业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推动学生的创新

发展，必须充分立足于新工科背景下对人才的职业能

力的要求，加大创新培养力度，对实践教学模式、教

学体系进行革新优化，这样才能形成学习的内生动力。

教师要正确看待实践教学的重要现实意义，不断优化教

学模式教学机制，切实解决教学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和困境，加大师资团队的建设力度，打造高素质、高

水平的教师队伍，这样才能为学生提供切实可行的指

导帮助，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满足新工科

教学目标任务，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现磊 . 新工科背景下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

实践 [J]. 设备管理与维修 ,2020(12):43-45.

[2] 陈宗涛 , 袁静 , 熊巍 , 等 .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

高校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J]. 装备制造技

术 ,2021(04):210-213.

[3] 倪姗姗 . 新工科背景下中专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改

革研究 [J]. 现代农机 ,2021(04):72-73.

[4] 程 晟 , 穆 丽 娟 , 任 晓 霞 , 等 . 新 工 科 背 景 下

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以山西能源

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为例 [J]. 山西能源学院学

报 ,2021,34(03):20-22.

[5] 敬俊 , 石昌帅 , 刘伟吉 . 新工科背景下近机械类

专业机械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J]. 课程教育研

究 ,2021(07):177-178.

[6] 王超 , 徐学忠 , 胡朝斌 .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

“N+1”考核的《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教学改革实践 [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020(08):183-184.

[7] 唐宏宾 , 杜荣华 , 陈书涵 . 地方高校机械类专

业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 [J]. 科教导

刊 ,2020(09):73-74.

作者简介：郭涵涛（1995-），男，汉族，河南南阳人，

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航空工程。

90-104 综合  22年 7月上  第19期.indd   104 2022/8/30   11:0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