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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机械制图是中职学校一门重要的专业（技能）课程，

它是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基础，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机械

制图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学会机械图样的识读与绘制

技能，为今后其他课程的学习和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但是这门课程教学多脱离市场需求，存在培养目标单一、

内容脱离工作、教学模式以传统知识传授为主等问题，

不利于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从而导致学校人才培养和

市场人才需求产生结构性供需矛盾。为了改变这个现象，

在教育部 2014 年提出的现代学徒制背景下，进行中职

机械制图的教学改革研究。企业师傅传授技能，学校教

师讲授理论，实现理论与技能的同步教学，保证学生充

分掌握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使

学生在步入社会工作的同时，就已经充分具备岗位核心

技能。

1    中职机械制图教学现状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大部分的中职院校在进行

机械制图教学时，还是应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质量

低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传统教学模式在机械制

图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四点，分

别是培养目标过于单一、内容与实际相脱离、教学模式

过于单一以及教学评价过于单一。

1.1    培养目标过于单一
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应实现知识、能力、素质三个维

度的目标培养，但在传统教学模式中通常进行“照本宣

科”式讲授，普遍以学习理论知识为主体，缺乏专业技

能实践模块，忽视了学生识读和绘制机械零件图和装配

图的实际技能培养，极大程度上造成培养目标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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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学生专业实践技能的培养，进而无法为学生后续

课程学习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支撑。

1.2    内容与实际相脱离
经过对相关教材的翻阅发现，大部分机械制图教材

是基于传统学科知识结构体系进行编排的，教材内容更

偏概念讲解，只有少量对经典零件或部件的讲解内容。

但在实际工作中，并不会直接应用概念知识，而是会将

概念知识转换成制图或实际的零部件，因此就造成教材

内容与实际工作任务相脱离的现象。这也是致使学生产

生“学习没有用”的想法的主要原因。

1.3    教学模式过于单一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多是单纯地依靠教师进行填

鸭式、满堂灌教学，即“传递—接受”的过程，忽视学

生学习主体的存在。这门课程内容涉及许多实际生产问

题，内容更偏实践性，单纯知识讲解无法让学生理解全

部内容，从而导致学生缺少探索兴趣和主动参与的积极

性，进而不利于学生识图和制图实际技能的培养和理论

知识的巩固，从而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有限。

1.4    教学评价过于单一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基本上依靠考试对学生学习

情况进行评价，然后运用考试分值来对学生学习情况进

行概括。这种评价方式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点。首先，

考试的形式并不能够全面评价学生学习情况，因为考试

能评价的仅仅是理论知识部分；其次，考试缺少主观性，

考试基本都是比较客观的，有些学生即使不学习，在进

行考试的时候采用一定的技巧，也可能会取得一个比较

好的分值，这样是不公平的。

2    现代学徒制的内涵与实质

“学徒制”指师傅言传身教、手把手地进行技能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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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依附性、结构化和为新职业做准备的本质属性 [1]。

“传统学徒制”是师傅口传身授，指导学徒学习知识和

掌握技能。“现代学徒制”是传统学徒制的传承和发展 ,
将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学校教育思想相结合的一种新型

职业人才培养实现形式 [2]。通过校企双元合作、一体化

育人，由学校专业教师和企业技能师傅构建的双导师团

队来共同承担该课程的教学任务，校内导师可以教授学

生理论知识，企业导师可以传授学生动手实操技能，以

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技能传授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实现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并行，由学校和企业双方共同

参与企业未来准员工（学生即学徒，学生即员工）的培

养过程，将理论知识学习与专业实践技能相结合，有效

帮助学生实现知识、能力、素养三个维度核心目标，同

时还能在完成学习的过程中积累工作经验，提前适应企

业岗位需求。

3    现代学徒制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为了解决传统教学模式在中职学校机械制图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为了提升中职学校机械制图教学的

质量，提高人才与企业岗位的适配度，中职学校进行机

械制图教学的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现代学徒制模式

下，中职学校机械制图教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有 4
点，分别是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加强中职学校教学质

量、加强学生动手实操能力以及提升人才与工作适配度。

3.1    能够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学

校机械制图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企业优势来

丰富教学方式。比如：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实一体化

教学方法，在理论知识讲授的同时利用企业车间让学生

近距离观察各种机械器件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流程等，或

是利用企业生产线让学生可以充分了解机械器件的制作

原理等，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

3.2    能够提高学生专业实践技能
理论的根源在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拓宽学

生专业视野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提高学生专业素养 [3]。

在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学校机

械制图课程教学改革后，学生能在企业技能师傅的指导

下在真实生产车间、生产线或产教融合实训场地进行实

操训练，在反复实操过程中掌握专业技能，并在实操过

程中了解和巩固理论知识。

3.3    能够提升人才与工作适配度
为了适应市场真实需求，在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现

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学校机械制图课程以培养学生的

岗位职业能力为目标，以基于工作过程的典型工作任务

为载体，重新设计和构建机械制图课程内容，实现课程

教学内容与岗位职业标准对接，课程教学过程与产品生

产过程对接。学生学习的内容就是工作的内容，在完成

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岗位核心技能，学生在进入企业后能

够快速上手工作，无需再进行二次培养，极大程度提升

人才与企业工作岗位的适配度，实现人才需求侧和供需

侧的深度融合，在解决企业“用工荒”问题的同时，还

可以降低企业新近员工岗位培训成本 [4]，有效实现人才

培养目标。

4    现代学徒制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改革

要想发挥现代学徒制育人的优势，中职学校在进行

机械制图课程教学时就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其中最主要

的改革方向有 5 个，分别是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中职机

械制图教学目标改革、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中职机械制

图教学内容改革、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中职机械制图教

学资源储备改革、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

模式的改革以及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评

价的改革。

4.1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中职机械制图教学目标改革
中职机械制图教学目标应打破传统单纯的知识掌握

要求，需要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现代学徒制背

景下，对学生的知识技能储备、学习特征情况进行分析，

根据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企业岗位所涉及的典型工

作任务与职业能力标准的相关要求，明确中职机械制图

课程以技能应用为主的知识、能力和素养三个维度目标，

并通过驱动式的项目教学活动，达成课程教学目标，帮

助学生掌握机械制图相关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塑造岗

位所需的职业素养，为未来进入企业工作打下基础。

4.2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中职机械制图教学内容改革
为了培养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在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机械制

图课程学内容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核心岗位职

业能力为依据，遵循“以项目任务为载体，以岗位工作

任务实践为导向，以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为工作内容”的

课程设计思想，进行课程内容体系构建，使学生循序渐

进完成知识学习的同时，培养满足工作岗位需求的专业

实践技能。

4.3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中职机械制图教学资源储备改革
为了培养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对课堂的教学模式做出改变是必然的。而课堂教学模式

在做出改变以后，就会应用到很多的教学资源，所以在

进行教学资源准备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现代学徒制

模式背景下的中职机械制图课程需要以项目为单位组织

教学，因此需要校企合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最

新职业教育理念，挖掘课程内容特色，开发以典型工作

任务为载体的项目化教材，共建微课、动画、教学案例、

88-104  综合  22年 11月下  第33期.indd   102 2022/12/5   11:00:45



2022 年    第 33 期 综合

103

MACHINE    CHINA

虚拟仿真及相关素材等优质课程配套教学资源，把课程

培养目标要求的知识、能力、素质融入教材及配套教学

资源中 [5]。并通过搭建在线课程开放教学平台，为师生

和社会学习者营造“开放、共享、交互、协助”的教与

学环境，将机械制图理论知识与计算机绘图技术有效融

合 [6]，为中职机械制图课程探索“线上 + 线下”“教、学、

做、考”一体的立体化教学信息化改革做好准备 [7]。

4.4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模式的改革
机械制图是一门专业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对接企业

岗位真实需求，打破传统“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模式，

丰富机械制图课程的理论知识讲授和专业实践教学实操

环节。在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

机械制图课程教学改革应遵循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原

则，充分发挥信息化教学手段的作用，强化师生互动环

节，让学生作为课堂主体，主动地、积极地参与到课堂

教学活动中，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完成知识传授。同时

采用项目教学、情境模拟等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即：

理论知识教学和企业岗位工作相结合，学生边学、边做，

即：老师一边知识教授，学生一边理论学习；老师一边

实操演示，学生一边动手实操，学生可以在课堂学习过

程中不断经历“学中做、做中学、做中思”的循环，有

效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掌握实操技能，完成课程教

学目标。

充分发挥学校和企业各自优势，由学校专业教师与

企业技能师傅共同构建的双导师团队实施课程教学活动，

在工学结合中完成学生能力培养。学校教师完成理论知

识教学，企业师傅通过言传身教传授专业实践技能 [8]， 
帮助学生提升职业素质。学生有学生和学徒双重身份，

以学生身份完成整个课程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以企业学

徒身份完成整个课程技能传承过程，使学生了解真实企

业岗位应该负责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生产工艺方法

和相关工作技能，了解企业文化、生产过程、岗位标准

以及新技术、新规范等相关内容，让学生提前熟悉工作

环境，获取岗位核心技能和工作经验，为即将进入岗位

工作做好准备。

4.5    现代学徒制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评价的改革
为了培养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机械制图课程在进行考核时，不应该只按照传统教学以

纸质和理论考试为主的考核模式来进行，而是应该遵循

“能力为主、知识为辅；过程为主、结果为辅；应会为主，

应知为辅；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原则，采用学校、

企业多元参与的多维、多元考核评价，由校企双方共同

建立课程考核体系 [9]，评价主体应包括学生、教师和企

业等，采用学生自己评、学校专业教师评、企业师傅评

等多种组合的方式，融合理论知识测评和岗位职能测评，

注重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融合方面的考核评价。并利用

课程在线学习平台，记录学生各环节评价数据，为学生

专业成长提供依据。

5    结语

现代学徒制是中职学校进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

有效途径和手段，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探索性，能够全面完成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三

个维度的目标，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岗位标准的

无缝对接。基于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改

革适应企业日益剧增的用工需求，更加贴合中职学校对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定位，培养的人才更能贴合市场

发展需求。因此，我们应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探索和

实践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改革实践路径

和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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