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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人的全面发展、质量管理、
协同理论、教学诊改、建构主义等理
论，以强化内部质量保障为重点，将
育人主题链、育人内容链、育人方法
链进行整体设计。将“四层育人主题
链”作为模式实施的目标，“四维育人
内容链”作为人才培养的载体，“四式
育人方法”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从
而构成稳定的“三角形”人才培养架
构，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理论模型和

“三链四维四式”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
培养模式，解决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
突出问题，达到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目标，保障了人才培养质量。
项目组近年来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创
新发展了质量保障人才培养理论。

以学校内部保障体系及质量目标
为遵循，通过建构“培养什么人”的专
业群育人目标，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愿
景”。基于“怎样培养人”的育人内

容，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供给”。基于
“怎样培养人”的育人方法，实现人才
培养“质量生成”。基于“如何评价
人”的综合评价，变革人才培养“质
量保障”。质量愿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
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质量供给为教
师的教学提供了内容和资源，质量生
成为学校的育人实施确定了方法和过
程，质量保障为人才培养和企业行业
用人提供了评价和标准，形成“目标
导向—组织实施—资源支撑—评价反
馈”的理论逻辑，最终形成人才培养

“四维”内容链的质量保障整体设计。
学校在研究和应用“人才培养模

式”四要素的基础上，以“智能制造

职业能力”因素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将“岗课赛证创”融入到人才培养
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层级式育人主
题、套餐式育人内容、组合式育人方
法、诊断式育人评价”“四式”方法
链。依据该方法，项目组开发了“工
业机器人操作与运行维护”等专业核
心课程，建设国家中职改革示范建设
专业，主研省部级及以上重点课题，
编写国家、省部级规划教材。通过重
庆装备制造职教集团推广，该方法得
到集团成员院校的广泛认可，深受国
内开办智能制造专业中职学校好评，
持续为中职智能制造专业群高质量人
才培养保驾护航。

聚焦质量，创新驱动，为中职智能制造
专业群高质量人才培养保驾护航

建构基于质量愿景的专业群人才
培养层级式目标，解决“人才培养目
标与智能制造产业迭代更新不匹配”
问题。结合智能制造产业迭代趋势，
分析学生多元化个性特征，搭建就
业+升学+创业的个性需求层级，搭建
培养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发展复合型
技术技能人才、技术密集型高技能人
才的中、高、本贯通的学历培养层
级，搭建横向互通专业群内专业证书
种类，纵向衔接初级、中级、高级的
职业技能层级，搭建普通操作型、技
术骨干型、工程设计型、项目管理型
的人才发展层级，最终形成智能制造

专业群“金字塔型”质量愿景的育人
目标，有效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
题。

开发基于质量供给的专业群人才
培养“套餐式”内容，解决“课程教
学内容与智能制造职业能力要求不融
通”问题。立足质量供给，形成基
础、认证、进阶、拓展模块，构建
岗+课+证+赛+创“套餐式”人才培养
内容。将岗位情意能力、思维能力、
操作能力融入专业课程。将初、中、
高技能证书考核标准、智能制造技能
竞赛规程融入专业基础课、核心课、
专业方向课，将创新理念创业孵化融
入知识产权、专利发明指导内容，建

构专业拓展课程，有效解决“用什么
培养人”的问题。

重构基于质量生成的专业群人才
培养组合式方法，解决“教育教学方
法与智能制造人才个性化发展不适
应”问题。建立智能制造专业群订单
式、现代学徒制、双基地、托管运
营、股份制合作等机制，形成学校、
企业、行业协同育人“校企行”共同
体。培养“双师四能”型师资团队，打
造国家、市级装备制造集团平台，开发
专业群育人资源，形成“人技物”资
源。促进理论教学、虚拟仿真、实践
操作的“理虚实”结合。教师作示
范，学生全员做，在做中学、在做中
教、在做中考，形成“做学教”合一
的育人活动模式。以“双基地”为载
体，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
转化学用，以“产学研”多要素深度
融合为驱动，创新育人实践方式，有

效解决“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变革基于质量保障的专业群培养

质量诊改式评价，解决“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与内部质量保障要求不契合”
问题。以“放管服”改革为导向，秉
承“8字螺旋”教学诊改理念，依托
全国诊改委专家资源优势，实施专
业、课程、教师、学生评价，诊断智
能制造专业群内生质量。聚焦智能制
造产业发展对人才质量的匹配度，构
建“五维一体”专业评价体系。针对
智能制造专业群“同基础、分核心、
专方向”的课程体系，形成同行评
课、学生评课、社会评课“三元交
互”评价体系。以“四有”好老师为
导向，建构“双师多能”专业素质评
价。围绕基本素质、文化素质、专业
素质3个维度，构建“多元立体”评价
模式，有效解决“如何评价人”的问
题。

问题导向，明确目标，四大举措筑牢智
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塔基

6500 余名校内学生直接受益，学生双证率、就业率、对口率、
单位满意率、高考上线率均显著提升，学生获国家奖项20余项，省
部级奖80余项。同时，为中职学校提供成熟的可借鉴的人才培养模
式，带动市内外中职学校智能制造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育人经验在
重庆市内20余所中职学校和市外多省市10余所中职学校推广应用，
吸引海内外近200所职业院校、学术团体前来考察交流……这一系列
成果的取得，得益于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
养模式的持续创新。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特别
是制造业发展，作出了建设“制造强
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智能制造是信
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
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的共性
使能技术，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健
全制造产业体系、构建完整产业链，
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的历史性跨越。2019年《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明确深化办
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适应
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劳
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2022年新修订
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力发展先
进制造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支持
高水平职业学校、专业建设。

智能制造是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主要技术路线，是贯彻新发展理
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具
有引领职业院校发展方向、推动学校
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现代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制造业优化
升级，实现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
阶。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对技术技能人
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劳动密集型产
业正快速向创新密集型升级转型，对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复合型人
才要求更高，迫切需要职业院校选择
专业课程基础相近、共享资源相适、
就业岗位有机匹配的专业组成专业集
群，培养跨岗位、复合型高素质技能
人才，服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提高专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深度，产
生“集群效应”。

质量保障和提升作为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核心，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和技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以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人类科技革命背景下，资
源整合方式和价值增值方式发生了深

刻而复杂的变化，其衍生出的新业态
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动态响应提出了
新的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要实现
专业设置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
与生产过程对接，推动教学质量从外
部保障向内部保障转型。对标职业教
育变革要求，中职智能制造专业群的
人才培养存在四个方面问题。

一是在“培养什么人”方面，人
才培养目标与智能制造的产业迭代更
新不匹配。

中职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未
能紧密结合现代制造产业的迭代升
级，培养目标忽略了学生多元化个性
特征，专业学生学历发展、技能成长
通道不畅，不适应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是在“用什么培养人”方面，
课程教学内容与智能制造职业能力要
求不融通。

中职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教学内
容未能紧密对接智能制造岗位情意、
岗位思维、岗位操作等核心素养，与
技能证书考核、职业技能竞赛、创新
创业孵化融合度低，难以适应智能制
造岗位职业能力要求。

三是在“怎样培养人”方面，教
育教学方法与智能制造人才个性化发
展不适应。

中职学生的培养注重学校主导，
缺乏校企行联动；注重课程应用，缺
乏人技物集成；注重理论讲解，缺乏
理虚实结合；注重教师讲解，缺乏做
学教融合；注重校内学习，缺乏产学
研融通。

四是在“如何评价人”方面，人
才培养质量评价与内部质量保障的要
求不契合。

中职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机制不健全，专业评价标准缺
失，课程评价模式单一，教师评价策
略不科学，学生评价内容不系统，评
价结果运用不到位。

2010年基于学校国家示范校建
设，聚焦专业建设转型升级，启动

了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研究，组
织团队深入行业企业、相关院
校调研，确定智能制造专业

群建设条件，分批次建设专业
群实训基地。筹建智能制造专业

群，构建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
方案，在学校实践应用。课题引领，
项目驱动，推进学校智能制造专业群
的内涵建设，通过一系列举措主动服
务国家建设制造强国技能强国的重大
战略。

依托2010年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国家教育部门

“十二五”重点课题“中职学校教学质
量内部保障体系研究与实践”、重庆市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智能制造

‘双核引领、多轮驱动’的高水平专业
群建设研究”、重庆市职业教育科研课
题“智能制造背景下中职高水平‘双
核协同型’专业群建设研究”、全国信
息技术研究课题“中职工业机器人实
训课程开发的实践与研究”、重庆市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双引三合三交
融+大数据’助推中职机器人校企合
作的实践研究”、重庆市教育科研课题
“‘双引四驱+大数据’助推中职机
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训练方案的实
践研究”等9个国家、省部级项目和
课题，联合评估机构、科研机构、职
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开展中职智能制造
专业群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深化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10项
省部级以上标志性成果，为全国中等
职业学校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提
供了整体解决方案。

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站
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中职
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为载体。以“培
养什么人”为导向，形成质量愿景，
建构以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和机电技

术应用专业为双核心，引领和辐射数
字控制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和
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的“双核协同
型”智能制造专业群架构，制定“层
级式”人才培养目标；以“用什么培
养人”为导向，聚焦质量供给，形成
基础、认证、进阶、拓展模块，建设
共享型专业群教学资源，建立智能制
造专业群实训基地，构建“同基础、
分核心、专方向”课程体系，构建
岗+课+证+赛+创“套餐式”人才培养
内容；以“怎样培养人”为导向，注
重质量生成，构建育人“校企行”共
同体，培养“双师四能”型师资团
队，“理虚实”结合形成“做学教”合
一的育人活动模式，以“产学研”多
要素深度融合为驱动，创新育人实践
方式，形成“组合式”人才培养方
法；以“如何评价人”为导向，促进
质量保障，立足“组织、资源、实
施、评价”四个维度，秉承“8字螺
旋”教学诊改理念，建立与内部质量
保障相适应的质量评价机制，组建

“政企协研校”资源管理共同体，实施
“专业、课程、教师、学生”评价，形
成“诊断式”人才培养评价，为中职
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

学生受益面广。智能制造专业群
人才培养模式推广以来，校内6500余
名学生受益，学生素质大幅提高，双
证率、就业率、对口率、单位满意
率、高考上线率、本科上线率均显著
提升，学生获国家奖20余项，省部级
奖80余项。成果在重庆市内20余所
中职学校和市外多省10余所中职学校
推广应用，有力促进了推广校的智能
制造类专业建设和育人质量提升。

教师能力提升。基于职业教育
“三教”改革要求打造特级教师和技
能大师工作室2个，培养群内核心专
业思政课程创新团队和课程思政创新
团队2个，培育群内专业学科名师、
骨干教师。实施“研学一体，双师四
能”核心素养提升策略，组织师徒结
对“以帮带学”，开展技能比武“以
赛促学”，参加岗位实践“以行笃

学”，启动证书考核“以证检学”，培
养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

“双师型”教师，提升教师岗位实践与
再现、教学设计与组织、资源建设与
利用、社会服务与科研“四大能力”。

专业建设能力提升。“三链四维
四式”人才培养模式下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更加明确，智能制造专业育人的
职业能力更加提升，专业的教育教学
手段更加丰富，同时强化了质量保障
的诊改式评价，使专业的评估认证更
加完善。成果带动了市内示范校建设
项目重点专业的建设。试点推广学校
共获得多个省级重点（特色）专业建
设项目；多所学校成为重庆市五年制
高职和“3+4”中职本科贯通培养试
点项目；2所学校成为国家教育部门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学校办学实力增强。成果为学校

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和支持。推广
稳步扩大，教学科研水平大幅提高，
群内专业已建成国家中职改革示范建
设专业3个，五年制高职试点专业3
个，“3+4”中本分段贯通培养专业3
个，全国电类示范实训基地1个，国
家教育部门“1+X”证书试点考核站
点6个，重庆市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1个。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 2 次、市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12
次，承担高水平“双优”建设任务17
项。群内师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获国家一等奖7项、二等奖9项、三
等奖11项，获市级一等奖50项、二
等奖52项、三等奖74项。

社会贡献度提高。模式的应用，
为社会贡献了大批优质毕业生，每年
输送3000余名高素养高技能人才，发
挥了辐射影响作用，为中职学校提供
成熟的、可借鉴的人才培养模式，带
动了市内外多所中职学校的专业发
展。重庆市现代装备制造集团示范引
领作用发挥明显，服务区域经济产业
高质量发展能力显著增强。累计向重

点产业输送群内专业毕业生1.2万余
名，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8万余
人次，指导学生发明专利45项，开展
加工制造类职业技能鉴定8000余人。

育人经验产生重要影响。以学校
“立业立人”为核心理念的“双立”
办学思想为牵引，依托学校牵头组建
的国家装备制造职业教育集团，“双
元双核协同”型高水平智能制造专业
群建设成效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接待海内外近200所职业院校、学术
团体5000多人到校考察交流，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交
流、中英（重庆）教育与评估论坛交
流会，在2018年国家教育部门职业教
育和继续教育大会、全国中等职业学
校校长改革创新战略专题研修班、全
国“1+X”证书试点交流会、成渝

“双城圈”职业教育交流会等会议上
交流发言，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智
造”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铺就学生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之路。

（李清 张凯 黄一马）

示范引领，辐射带动，质量溢出效应凸
显，铺就学生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高质量服务国家
建设制造强国技能强国的重大战略

科研引领，实践优化，提供高质量中职
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整体解决方案

为“中国智造”培养更多能工巧匠
——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实录

学生进行智能机器人实训

学生进行机电一体化智能
控制实训

学生进行汽车电子技术应用智能虚拟现实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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