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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职业技术院校《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建设是

适应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深化推进职业技术教

育发展和提高《机械制图》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2019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了《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把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支撑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突出

‘双师型’教师个体成长和‘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相

结合，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 

1    职业技术院校《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的

意义

1.1    有利于提升师资队伍素质
师资队伍是课程教学的支撑力量。通过教学团队

建设，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建立和创新团队合作机制，

优化教员整体结构，充分发挥教学团队的示范性作用，

有效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交流，促进教学工作的

“传”“帮”“带”和“老”“中”“青”相结合，提升教

员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组成以教

学科研等各方面优势互补的教学团队，有利于提升师

资队伍整体素质。

1.2    有利于促进课程建设改革
《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是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

指导，以教学工作为主线，以课程建设为重点，以提

高教学质量、满足时代需求为任务的教学团队。建设

高水平的教学团队，能够加快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

和优质教学资源的开发进程，促进教学过程、教学模式

改革创新和教学组织团队合作的新方式，使《机械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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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满足时代发展的新需要。

1.3    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建设高水平的《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为全面

提升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课程教学团队能够发挥团队优势，优化教学过程，

因材施教，全面提升学员的思维能力、业务能力、适

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为社会输送高质量职业技术人才。

2    职业技术院校《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的

现状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良好环境下，《机

械制图》课程作为机械类及其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课程地位重要，发挥的作用大，许多职业技术院校已经

组建了专门的《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对于课程教

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

是，目前《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水平还不高，

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适应岗位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2.1    “双师型”教师覆盖率不高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加快提升职业技

术院校《机械制图》课程教学质量的基础工作，是实

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举措。笔者在查阅

分析《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的

数据中发现，从 2018 年到 2020 年全国及广东高职院

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持续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进

一步加大，到 2020 年，广东省“双师型”专任教师比

例为 66.7%，全国比例为 54.42% 。数据表明，提升职

业技术院校教师队伍水平的关键力量“双师型”专任教

师比例还不够高，并且存在极大的地域差异，发展靠前

的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 80% 以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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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校 2021 年“双师型”教师占专业

课教师总人数的 83.5%，而发展靠后的职业院校“双师

型”教师比例不足 10%。由此可以知道，作为职业技

术院校机械类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机械制图》，其

“双师型”教师的覆盖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2.2    教学团队欠缺且已有的教学团队人员结构不够优化
经过调研和查阅资料发现，有些职业技术院校目前

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制图教研室，没有组成针对《机械制

图》课程的教学团队。比如通过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官网可以得知，该学院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模具设

计与制造专业、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数控技术专业

等多个专业都需要将专业基础课《机械制图》作为必修

课，课程面广，地位重要，任务量大，但没有建立专门

的制图教研室和相应的《机械制图》教学团队。

《机械制图》课程的授课教师分散在各个专业的不

同教研室中，例如，智能制造教研室主任、课程录播工

作室主任、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部分教师、机械制造

及自动化部分教师都有过《机械制图》课程的授课经历。

另外，通过收集资料、分析数据发现，已组建《机械制

图》课程的教学团队，除部分结构合理外，仍然存在教

学团队人员结构不够优化的问题。比如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制图教研室在职教师 6 人，其中讲师 4 人，助教 2
人，人员均在 49 岁以下，中级职称占 66.7%，初级职

称占 33.3%，缺乏高级职称的教员，职称不具有多样性，

缺乏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团队力量比较薄弱。成都

工业学院制图教研室在职教师 8 人，其中教授 1 人，占

比 12.5%，副教授 3 人，占比 37.5%，讲师 4 人，占比

50%，缺乏初级职称，年轻力量比较薄弱。晋中信息学

院制图教研室在职教师 9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6 人，无初级职称教师，且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33.3%，学科引领作用不够有力。机电工程学院制图教

研室，专职教师 6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共 4 人，其余

教师 2 人，高级职称占比为 66.7%，而初中级职称占比

33.3%，老中青搭配欠合理，团队的学习创新后劲不足。

2.3    以课程为核心的作用发挥不明显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中要求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

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

人才。提高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最终还要落脚到每门课程的教学上。职业技术教育教学

岗位上的教学团队应当以教学为中心任务，当前，大

多数教学团队是以提升科研学术水平为中心，着重取

得较好的科研学术成果，而团队以课程为核心以提升

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模式，用于直接服务教学的工作

做的较少。《机械制图》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涉

及较多专业，学生受众广，针对不同专业不同教学对象，

其课程的侧重点和教学模式应该不同。但是在实际教

学中，往往由制图教研室的多个教员，或者是由不同

教研室的多个教员负责教学，课程教学重视程度不够，

即使组建了教学团队，在课程教学上更多的是单打独

斗，仅限于完成教学任务，没有区分专业和教学对象进

行课程的深度研究和打磨，更没有形成以学生为中心，

以课程为核心的《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

2.4    教学团结协作意识不强
团队的凝聚力是团队建设的灵魂，其核心是团结

协作。教学团队中教师年龄阶段不同、职称层次不同、

成长经历不同、专兼身份不同，这些不同会造成教师

在追求自身发展进步的时候，更重视个人利益的得失，

忽略集体利益的提升，认为自身的发展进步与团队建

设关系不大，甚至认为会消耗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经历，

不利于教学团队凝聚力的提升。此外，教学团队缺乏行

之有效的管理和工作模式。现阶段，《机械制图》课程

教学团队中同时具备过硬教学科研能力和良好管理能

力的领头人不多，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且科学高效的

教学准备、集体备课、听课磨课、总结研课等工作模式

未得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没有通过多种团队活动凝聚

团队力量，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3    建设《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的策略

3.1    加强校企结合，提升教师“双师”素质

《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的建立，应加强校企结

合，主要通过以下两点进行。

3.1.1    “走出去”

对于现有的缺乏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分批次派送

到企业进行为期一年以上的代职和锻炼，提升教师的

职业技能，促进向“双师型”教师的转化；对于已具备

一定“双师”能力的教师，选派到企业进行技术服务，

提供社会培训，加强校企合作，及时获取最新的企业需

求动态，更新教学内容和模式，提升“双师”水平。

3.1.2    “选进来”

一方面，取消对无企业工作经历和无高职以上学历

人员的招聘，引进企业中的高学历人才和特殊高技能人

才，选入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双师型”

教师；另一方面，校企结合应深入到教师考核、晋升等

制度上，学校教学科研工作与企业技术服务和企业代职

实践均应该作为教师考评和晋升的重要指标，能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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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课程教学团队的“双师”素质。

3.2    加强骨干培养，优化团队人员结构

教学团队应高度重视对团队内青年教师的传、帮、

带，建立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学梯队。教育部印发的《全

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中指出科学

合理的团队结构中，中职、高职教师应分别占比 30%、

40% 以上。应该结合《机械制图》课程建设与发展的

需要，着重培养骨干成员和学科带头人，不断充实团

队实力，优化团队的职称结构，可以采取“退一进一”

的方式，推进教师资源的配置均衡，确保教学团队可

持续性发展。

3.3    依托课程教学，突出学生能力培养

紧密结合课程组建教学团队，注重课程建设，注重

课题教学与实践训练的联系。鼓励教学水平高、学术造

诣高、科研水平高的优秀教师进入教学团队，充分发挥

他们在教学和科研中的优势，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

推动教学，将教学与科研团队建设相关联，形成“学科

带头人 + 教学团队”的教学队伍格局。团队建设需要紧

跟新时代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不断深化课程改

革，创新教学方法，增强实训内容，围绕精品课堂、教

学成果、优质课程等教学基本建设开展教学团队建设

工作，着力提高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质量。

3.4    明确发展目标，强化团队协作意识

明确教学团队建设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将教学

团队中成员的个人利益与团队的集体利益有机结合起

来，增强团队成员的内在驱动力，以提高课程建设水平

和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

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提升团队教学能力为重点，以

教师个人能力和发展进步为基础，确定团队建设方向，

提升教学团队凝聚力。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必须具有

能力突出的团队负责人，通过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较强

的组织协调能力，打造团队精神，强化团队协作意识，

带领团队成员研究教学，提升教学质量。

4    结语

职业技术院校《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梯

队合理、业务精湛的职业技术院校《机械制图》课程

教学团队，能够有效促进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大幅

提升，并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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