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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成果的总结

服务区域先进制造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校本教学资源开发与实践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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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成果的总结

成果名称：服务区域先进制造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校本教学资源开发与实践

成果主要负责人：黄伟锋

主要成员：曾晓平、周列、邓永健、张国锋、周海明、吴子健、杨凌忠、何智敏

成果起止时间：2014年 4月-- 2017年 5月

主题词：区域先进制造产业、技能型人才、校本教学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第六章职业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提到，到 2020年，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

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课堂成为了老师

心理负担，中职学生的自信心偏弱，学习积极性较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不但推进产业升级，还不断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2019国务院关于印发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给职业教育工作者创造了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在

中国新形势背景下，如何培养中职学生成为复合型技能人才适应发展需求，是研究的

热点。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计划、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传统产业逐渐向高端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当地

传统制造产业向智能制造、高端先进制造转型发展。因此，对人才需求也发生变化，

普通技术生产工逐渐向复合型技能人才转变。目前，中职学生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学

校的教与学也急需转变观念和方法。

目前，先进制造系列专业教材等教学资源，多数是体现在基本理论知识讲解，部

分教材也有技能操作案例，但不是来源于企业真实产品案例。然而在学校常规订用的

专业教材，不能支撑区域技能型人才培养要求，开发服务区域先进制造系列校本教材

具有必要性，面对现实，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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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通过课堂教学、先进制造专业实训教学渗透德教育、爱国教育及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2.学生职业能力不适应区域企业产业岗位要求的问题。

3.目前师生使用的专业教材（学材）不能满足于区域先进制造人才培养要求，解

决老师的教材、学生的学材，满足区域企业行业对技能型人才供给关系。

二、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一）解决问题思路与过程

1.通过课题研究，边研究边探索，找出合理的课堂教学模式，在课堂上不但培养

学生具有表达、交流、团队合作等社会能力，还以 6S企业管理模式指导学生规范管

理、安全生产、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爱国情怀。

基于我校职业教育发展现状，我校申报了广东省教育技术研究 2013年度立项课

题《基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中职学校的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课程教学创新模式研究》，

开展中职课堂教学创新模式研究与实践。边研究边探索，在研究过程中探索出建立基

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创新教学模式。通过实践教学，2016年在省级杂志发表论文《基

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中职学校的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课程教学创新模式研究》；为了

更好验证教学模式，密切结合中职院校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职业教育的教学特点，借力

课题，利用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创新教学模式，使用课堂从老师的主动变成了学

生为主动，以学生为中心，慢慢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

在课堂学起来、站起来、动起来、讲起来。全面推行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改

革，在课堂上不但培养学生具有表达、交流、团队合作等社会能力，还以 6S企业管

理模式指导学生规范管理、安全生产、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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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教融合，引进区域企业入校，将企业工作岗位项目转化成学生课堂学习任务，

解决学生职业能力与区域企业产业岗位对接的问题。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模具制造技术专业与多个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如

鹤山市粤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建立校内“精密零部件生产实习基地”，在

校内将精密零部件转化成学生实践项目；与佛山市摩德尔精密口腔医疗器械公司校内

建立“精密仪器产教研中心”，校外建立“精密仪器零件生产实践基地”，校企共同

开发实用型专利（目前有 4项目专利）；与佛山市南海华达高木模具有限公司在汽车

模具产教研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签订协议，在校内成立“汽车模具产教研中心”，

在校外成立 “汽车模具制造生产实践基地”，共同培养服务区域先进制造业技能人

才。将企业产品案例转化教学资源，建立校企共培技能型人才，探索现代学徒制教学

实践、双导师指导学生技能训练和校企共同开发校本资源。将企业工作岗位项目转化

成学生课堂学习任务，解决学生职业能力与区域企业产业岗位对接的问题。

3.结合产教融合开发校本资源，编写创新型校本教材深入教学实践研究，解决教

材（学材）不能满足于区域先进制造人才培养要求的问题。

2014年选用了《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钳工技能训练与指导》课程，结合了

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创新教学模式，对校本教材进行修订，2015年 2月在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了《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钳工技能训练与指导》，成为全国中职

中专加工制造类创新型“十二五”规划教材，在全国中技中专学校广泛使用，构建创

新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模式实践研究校本教材，引企入校产教整合，更好地服务于学的

学习与实践。开发工学一体校本创新型教材，创设校本教学资源， 建立基于项目教

学实用型教材，引入企业案例及职业考核标准进行组编教材，解决教材（学材）不能

满足于区域先进制造人才培养要求的问题。

利用职业教育信息化网络平台，构建自主学习课程资源。在职教高地网络平台建

立《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车工技能训练与指导》等课程体系，利用了网络信息



5

化平台建立了自主学习资源库，更好地学生随时随地可以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逐步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实现了资源共享，更好地辐射教与学。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

1.利用课题研究形式开展教育教学创新模式研究，建立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

创新教学模式，提高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关键能力，

例如下图 1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图示：

图 1 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图

通过课堂的“翻转”，从原来老师是主讲者变成了学生是主讲者，不但能给学生

学到专业知识与技能，依靠着信息技术支持，更能让学生掌握分析问题能力、沟通能

力、表达等关键能力、体验劳动光荣、劳动伟大价值情怀。

2.引优质企业进校，将学生的职业能力与企业岗位对接，把企业工作任务转化成

学生学习任务，与合作企业开展产教融合培养行业企业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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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产教融合及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出版全国中职中专加工制造类创新型“十

二五”规划教材《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建网络信息化平台（职教高地）教学资源

库（教学设计、课件（信息化课件）、课前任务单、微课等），解决学生随时随地专

业理论与技能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并通过的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创新教

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提升，产业融合共同培养新时代下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对技

能型人才需求。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1.课堂教学改革成果

2014年 6月 12日以课题主要负责人黄伟锋首次上了一节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理实

一体化校级公开课——“G82指令的应用”，突出以行动导向教学，它是数控车床编程

与操作课程其中一个教学项目。学校老师教师“行动导向”教学设计、信息化课件、

任务书及工科类学生学习过程项目评价表等展开研讨。在研讨过程中，在曾晓平副校

长的组织引领下，成立南海一职课堂教学改革小组，初步建立了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在学校的领导带领下，组织了华南师范大学汪晓东教授、广东技术师

范大学徐伟教授等专业指导。2014年 9月起，全校逐步实施“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

堂”课堂教学改革，2015年 9月起，学校欣起了课堂教学改革热潮，以基于行动导向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展示教学。通过实践教学，2016年开始全校课堂教学改革逐渐形

成常态化，在 2016学年、2017学年黄伟锋、叶威、王利伟等老师分别向全市开展了

公开课和示范课；在 2017-2018学年职业教育宣传周中向全区学校展示我校课堂教学

模式的公开课，受到师生、家长及同行一致好评。

2.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建设创新型校本教材资源和网络资源，并实现

资源共享。

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在全体老师的积极参与下，课题组依据课

改模式要求，编写了三本校本教材，分别是《模具制造与技能训练》、《钳工技能训

练与指导》及《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其中，在南京大学出版全国中职中专加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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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类创新型“十二五”规划教材有两本，分别是《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和《钳工技

能训练与指导》，并在全国中技中专学校广泛应用，例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本课题是推进有效课堂教学改革，主要是以《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这一门课程

为研究的出发点，带动其它课程或其它专业一起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目前南海一职在

职教高地网络信息化平台在线学生达 2741人，教师达 257人，建立课程数达 220门，

微课数达 325个，课件数达 1168件。其中，在职教高地网络平台建立了《数控车床

编程与操作》课程教学资源库（教学设计、课件（信息化课件）、课前任务单、微课

等），面向全国公开教学资源，实现了资源共享。

课程改革是课程改革的一个基点，课题组成员在研究课程改革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有效指引课堂教学改革。创新型教材编写：

序号 教材名称 创新类型 使用情况 备注

1
数控车床编程与操

作

全国中职中专加工

制造类创新型“十

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出版

发行

配微课、课

件、教学设计、考

核试题、课前任务

单

（1）产教融合共同开发教材，培养工匠型技能人才。

经过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翻转课堂”教学探索与实践，课题组成员开始编

写《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教材，展开教材研究，应对“翻转课堂”教与学实践。2015

年 2月，教材《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成为了全国

中职中专加工制造类创新型“十二五”规划教材。突破传统教材章节形式的编写方式，

采用项目任务制、单元任务制、模块项目制以及案例导入式、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等编

写模式，是理实一体化教学、“翻转课堂”教与学、行动导向的教与学优秀教材。

（2）以工作过程的《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课程教与学评价体系。

企业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工作过程：接收任务——分析图纸相关要求——下料——工

艺分析——编程——工件装夹——对刀——加工——质量自检——总结或填写质量卡等过程。而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更突出了操作者在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生产技术与管理）的能



8

力。

因此，中职学校数控车任务书按照企业的岗位工作任务质量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学

生，有效使学生适应企业发展需要，也培养学生按企业工作过程及工作要求实施生产，

又配合了学校教与学课堂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3） 《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课程教学配套资源。

在 2015年 2月教材出版发行《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教材，并建立本教材的课

程教学资源库，有效推动本课程的教与学改革，详细见下表：

序号 配套资源名称 数量 资源平台 备注

1 教学 PPT课件 11个项目 职教高地

http://www.velc.cn

/login.do
2 微课 41个

3
信息化或多媒体

课件
6个

广东省中职教育教学

资源平台（部分）

http://www.gdzjzy.

cn/web/index.shtml

4 课前学习任务单 11个项目 职教高地

http://www.velc.cn

/login.do
5 考核试题 2套（配答案）

（4）利用信息化技术教学资源研究成果

自课题组成立日起，课题组成员都开始研究信息化支持教学，制作优秀的信息化

课件支持教学，例如借助本课题研究参加佛山市、广东省信息化大赛等，获得了较好

的效果，取得优秀成绩。如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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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信息化或多媒

体课件名称
参赛类型

参赛

时间

获奖

名次
等级 参赛者

技术

指导

1
数控车削编程

与操作训练
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 2013 一 广东省

黄伟锋

刘业贵

陈渝轩

曾

晓

平

2
G82指令的应

用

创新杯信息化教学设

计和说课大赛
2015 三 广东省 黄伟锋

3
数控车 G71指

令的编程技术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2015 三 广东省 黄伟锋

4
数控车编程技

术-G82指令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2015 三 广东省

黄伟锋

杨凌忠

胡小辉

5
数控车 G71指

令的编程技术
通用技术多媒体课件 2015 二 广东省

黄伟锋

胡小辉

6
螺纹孔径的计

算
优课 2015 三 佛山市 柯军传

7 攻螺纹 优课 2015 三 佛山市 柯军传

8
数控车 G71指

令的编程技术
多媒件课件 2016 二 广东省 黄伟锋

9
中国梦与我的

理想
信息化课堂 2017 三 广东省 黄伟锋

10
实训安全第一

课
信息化课堂 2018 三 广东省 黄伟锋

(5)“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教与学的论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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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展开“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教与学研究，课题组成员不但用实

践教与学来进行研究，还以论文形式进行理论研究，详细见下表示：

序号 论文研究名称 撰写时间 获奖情况

1 中职一专多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2014-1 南海区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

选二等奖

2 中职学校信息化教学设计分析

与实践

2014-1 佛山市中小学微课教学应用

论文比赛二等奖

3 基于中职学校教师言行助教的

几点思考

2014-11 佛山市 2014“立德树人立教

圆梦”论文比赛二等奖

4 基于校企合作支持下的中职学

校人才培养模式德育教育实践

2015-12 2015广东省职业教育德育

优秀论论文比赛二等奖

5 基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中职学

校的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课程

教与学创新模式研究

2016-1 省级（都市家教杂志）杂志发

表论文

6 翻转课堂《我们在行动论文集》 2016-5 学校课改论文汇集

7 关于攻丝套牙器的技术改造 2017-8 省级（科学与财富）杂志发

表论文

8 五轴加工编程技术分析与实践

研究--以叶轮编程与实践加工

为例

2017-8 国级（中国设备工程）杂志

发表论文

四、效果与反思

（一）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学校的教学改革工作在曾晓平副校长的带领下，全校实行了“基于行动导向的

翻转课堂”课堂教学改革，教学模式在全校及全市得到推广，起到示范作用。例如在

2016学年、2017学年黄伟锋、叶威、王利伟等老师分别向全市开展了公开课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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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在 2017-2018学年南海区职业教育开放日向全区学校展示我校课堂教学模式的公

开课，取得较好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机械类专业市级研讨课证书

2017年南海区职业教育开放日公开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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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南海区职业教育开放日公开课证明

电气专业展示课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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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修专业展示课证书

基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授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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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公开课展示现场

市级示范课展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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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版全国中职中专加工制造类创新型“十二五”规划教材《数控车床编程与操

作》、《钳工技能训练与指导》，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发行。到时

目前为上，创新型“十二五”规划教材在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及全国各地作用教

材量超过万本。师生用书一致好评。

3.课题研究论文“基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中职学校的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课程教

与学创新模式研究”在都市家教杂志社发表，有效证实了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课程教

与学创新模式研究取得了成效。

4.专业名师从原来 1人增加到 2人。

2015 年专业区级名师 1人

2019 年专业区级名师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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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0年 11月，南海一职模具制造技术专业获批广东省第三批“双精准”示范

建设专业。

（二）成果推广反思

1.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职业学校教材《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编写内容与企

业对接的教学融合度有待提升。

“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教与学，体现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从课堂

的交流、小组合作、展示、评价、表达、计划、任务实施、解决问题等相关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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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内容的展显与行动导向的“翻转课堂”教与学要求是否做到无缝对接，构建工学

一体化课程。本课题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究，以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

以构建特色的教材资源。

2.通过行动导向教与学，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关键能力的提升。

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显示，“翻转课堂”教与学不但给学生学习到专业知识与技能，

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沟通、交流、团队合作等做人做事的社会能力。通过调研发现，

学生专业能力在上岗前培训（在企业）是很容易实现，并且效率高、质量好，很快实

现生产需求（有专业能力基础）。但是学生的素质、关键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

在企业再培训就难多了，直接影响学生做不稳、跳槽、转行、职位提升率不高。数据

显示，91.47%认为关键能力在工作过程中发挥作用大，关键能力强的同学升职的机会

快很多，提议学校进一步加强培养学生，开展行动教学改革。

因此，学生的素质、关键能力培养，应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培养与提升，

才能更好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以学生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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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成果鉴定书（或验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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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应用证明材料和效果证明材料

1.课题立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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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成果鉴定申请审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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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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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题现场专家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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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东省课题结题证书

5.辐射示范:公开课或示范课证书

机械专业公开课或示范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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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专业公开课或示范课类

汽修专业公开课或示范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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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改革类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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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辐射示范:其它实践单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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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校企业合作方面及成果

(1)校内工厂共培技能型人才合同及获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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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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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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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模具协会(行业)共培技能型人才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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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佛山市南海华达高木模具有限公司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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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培技能型人才（研讨课）

师傅指导学生学习五轴 师徒结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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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鹤山市粤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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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宁数控企业师傅指导学生车加工技术训练

粤宁数控企业师傅指导学生学习线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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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发表论文成果

(1)浅谈任务驱动教学法在中职《现代物流学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https://www.xzbu.com/9/view-7573212.htm

(2)“基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中职学校的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课程教与学创新模式研

究”

https://www.xzbu.com/9/view-7547571.htm

(3)浅谈任务驱动教学法在中职《现代物流学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https://www.xzbu.com/9/view-7573212.htm

(4)论文《项目教学法在数控铣床实训中的应用》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8dc378f3eb25c293fd0

ae52b0f455a07&site=xueshu_se

(5)论文《任务教学法在中职机械制图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http://www.kcjyyjbjb.com/html/2418594456.html

(6)项目教学法在(三维绘图软件-UG》教学中的应用

http://www.cqvip.com/QK/71701X/201721/7000290658.html

(7) 职校生教育中的情感投入之我见

http://www.xinkecheng.cn/xdzyjy/10455.html

(8) 关于攻丝套牙器的技术改造

https://wenku.baidu.com/view/afb5a2b7d4bbfd0a79563c1ec5da50e2524dd1b6.htm

l

(9) 五轴加工编程技术分析与实践研究--以叶轮编程与实践加工为例

https://wenku.baidu.com/view/7f5a1788f505cc1755270722192e453611665b53.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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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证明材料
《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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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1：书号 ISBN978-7-305-14783-8（附原著)

出版书 2：书号 ISBN:978-7-305-99794-5（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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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材：模具技能训练与指导

校本教材：车工技能训练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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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材：多轴加工技能训练与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