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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三维 协同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物流和电商专业育人结硕果

“物联网+”多模
教学跨界应用

“物联网+”教育：在专业与课程
中嵌入万物互联、人工智能、数字导
航、大数据、信息感知等物联网跨界
思维，形成交叉学科与知识体系，不
仅在教学手段中嵌入物联网技术，更
重要的是利用信息感知与交互将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与社会
和产业需求实时接轨，在理论与实践
互动中推动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和实
践创新。

全面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处理
是物联网的三个显著特点。广西经济
管理干部学院从 2010 年物联网兴起即
开始研究物联网与教学改革的融合发
展。2011 年教育部门“全国物联网技
术应用人才培养认证项目实训基地”
在学院落成，以物联网技术为改革核
心的自治区教学改革项目立项；2012
年学院以“学校+集团企业+物联网生
产力促进中心”为主体进行产教融合
实践；2013 年取得了阶段性教学成
果，获“十一五”广西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4 年项目组所
在团队成为广西高等教育高水平创新

团队；2017 年获广西职业教育自治区
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教学改革综合应用 CBE （Compe-
tence-Based Education，能力本位教
育）、 CDIO （Conceive、 Design、 Im-
plement、Operate，构思、设计、实现
和运作）、感知教学、分层多模教学、
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和手段，结合

“物联网+”技术特点，依托林兴志教
授负责的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
队建立了“智慧工匠实验室”，自行研
发软件工程实训教学平台、创新创业
教学平台等“物联网+”教学工具，
融合“互联网+”跨界思维，提升教
学技术水平的同时提供了良好的在线
教学环境。

双创教育理念
嵌入式创新发展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将创新创
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
抓手，率先提出了“物联网+”多模
课程教学理念，将物联网跨界思维嵌
入到专业与课程中，以教师创新、学
生创业为核心，创造性提出“科研—
教学—实践”三维立体式教师创新内
涵，整个教学过程注重开放式环节的
设计，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为出发
点，尊重学生的创新思维，对成型的

创新点帮助其形成创新成果。
学院的大学生创业园成为广西大

学生创业示范基地，师生共同成立的
感知创新工作室成为广西共青团组织
首批“青年益工社”。与国内多个创业
基地合作，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工
作室、创业公司、电子商务团队等。
双创教育理念的嵌入促进了“教师、
学生”双主体的发展，师生双创教学
获奖成果丰硕，获得“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第十届“挑战杯”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三等奖等国
家奖项 2 项、2017 创客中国 100 强、

“创青春”广西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
一等奖 3 项和其他等级奖项共 30 多
项。参加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中国软件杯”大学生
软件设计大赛等全国性和广西各级各
类比赛取得奖励 70 多项。

“1233”型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

学院创造性地提出了“1233”型
“物联网+”双创型智慧工匠人才培养

模式：以“物联网+”双创能力本位
培养为核心，教师工匠和学生工匠为
双主体，“科研—教学—生产”产教融
合三主线并行，“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能力培养”三段式工匠铸造的人才
培养模式。在该体系 下 ， 实 施 “ 匠
心”教学工程，学校课堂教学是一
元主体，大学生创业园等实体创业
平台与创新创业网上虚拟平台相结
合形成了企业、学生创业园、创客城
与创客空间、工作室等多模空间，以
企业实际生产驱动教学与科研，以
市场的真实需求激发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创业思路，最终实现教师创新
和教学能力的培养以及复合应用型
学生人才的培养。学院有效推进了中
关 村 软 件 园 校 企 合 作 专 业 、“ 双 证
班”教育教学等共建项目。建立 《物
联网应用技术》（2+1 订单班） 等多
个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了一大批在校
学生，实现了“物联网+”人才培养
新突破。

教学科研两相长
服务地方促发展

依托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
队，学院以社会化与企业生产需求结
合科技攻关，建立产教融合运行机
制，从而实现成果转化收益、人才培
养成果、教学成果创新、学术水平提
升，创造校企协同创新的真正价值。
学院在教学改革过程中与校外实训基
地合作整合优质教育资源，采用订单
式培养。

围绕物联网感知教学相关专业与
课程，学院重点建设了全国物联网技
术应用专业人才实训基地、全国农村
信息化专业人才实训基地、信息安全
产学研基地、广西船联网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人才基地与研究中心，与广
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共建
了电子技术实验室。同时与多家企业
开展校企合作，建立“产学研用”四
位一体校企协同创新平台，取得了专
利 26 项、软件著作权 69 项、工业新产
品 12 项、“国内领先水平”项目成果 5
项、广西科技进步奖获奖三等奖 2 项
等一大批创新实践成果。成果实践成
效显著，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广
西的支柱产业——糖业带来了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提升了“珠江—西江
经济带”的战略地位。

教学管理与教学
评价优化升级

学院在搭建多层次、多类型培养
平台的基础上更新了管理机制，也明
晰了校企合作的责权利，使教学管理
优化升级。为实现实践过程的监控常
态化和动态化，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有效评价学生的双创能力
和专业技术能力，创新了传统的评价
模式，提出多主体多层评价模式，使
教学评价优化升级。

多元化评价主体中，教师与学生
既是评价的主体又是评价的对象，整
个课程评价的基础是利用物联网技术

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感知和评价，以
学生学习效果为侧重点，全面评价教
师的教学水平，企业则侧重于对教学
内容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标准进行评
价。以学生学习评价为基准的综合评
价模型实现了评价主体、标准以及方
式的多元化，促进学生自我认识、自
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能力的培养，同时
为教师优化教学设计提供客观的依
据，充分发挥教学质量评价的调控与
导向功能。

教学成果的
创 新 转 换

“物联网+”双创型智慧工匠能力
的培养，解决了物联网环境下技术人
才创新能力发掘不足和教师自身创新
创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有效地衔接了
双创教学体系与社会实际需要。成果
注重学生双创能力的培养，能够为行
业产业输送职业技能匹配的合格人
才，满足各企事业单位人才的需求。
教学项目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解决各
企业、组织、机构所面临的实际问
题。双创型人才培养在全国推广效果
突出，在广西主要高职院校和省外多
所高职院校进行了交流和推广，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互联网+创新创业
教学平台”成为全息教学平台，在国
内率先实现 WEB 网站、手机 APP、微
信网站等全息教学创新创业模式，潘
翔高级工程师带领团队获得第十六届
广西高校教育教学软件应用大赛一等
奖，学生、创业者与企业工程师均能
从中受益，成为创新创业教学的有力
工具。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作为“双
创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之一，经过
不断探索，建立了“物联网+”专业
集群与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改革理论
和教学实践成果、“物联网+”双创协
同创新成果、师生高水平双创教学获
奖成果等非常丰硕。教学成果能够转
化为理论、教材和教学方法，具有可
复制性和推广性，对同类院校教育教
学改革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物联网+”双创型工匠人才培育创新
——记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物联网+”双创型智慧工匠人才培养特色之路

重拾“工匠精神”并不是历史的偶然际遇，而是现
实的必然抉择。在当前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创新驱动等战略背景下，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
质“双创人才”更为时代所急需。作为与经济社会发
展、产业行业企业联系最紧密、贡献最直接，“双创人
才”培养主阵地的高校之一——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立足时代新发展需求，创新提出“物联网+教育”的新理
念，树立双创型智慧工匠能力教育典范，将工匠精神引
入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并贯穿于“双创人才”培养全过
程，构建政、校、企、行四方联动培育的体制机制，厚
植培育与弘扬工匠精神的制度和文化土壤，积极探索
“物联网+”双创型智慧工匠培养模式，实施“匠心”教
学工程，对推动广西职业教育具有突出贡献。

“物联网+”教育新理念

学院师生在学院师生在““智慧工匠实验室智慧工匠实验室””开展教学实践开展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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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职业教育的根本任
务。黄炎培先生认为：只从职业学校
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
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
从农工商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
育。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在研
究和实践中，探索了中职学校、职教
界和行企界的沟通机制，形成了物流
和电商专业“一体三维 协同发展”
的人才培养体系，达到了立德树人的
根本目的。

“一体三维 协同发
展”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
内容

“一体三维 协同发展”人才培养体系

（一） 一体——专业能力与职业素
养融为一体

“一体”，即通过电商和物流企业
岗位调研分析、社会职业素养调研分
析，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将对接企业的
专业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职业素养融为

“一体”。将学校的“匠心文化”融入

专业，将“崇德、明志、乐群、善
技”根植于职业素养拓展活动中，将
电商运营推广和电商物流、仓储配送
分别作为电商和物流专业的核心专业
能力。

（二） 一维——保障机制建设

1.电商和物流专业融合发展机制
成立物流电商部，协调两个专业

的建设，以“主修+辅修”“主干+拓
展”形式，在电商专业中辅以物流素
质教育，对物流专业学生辅以电商素
质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

2.“四个分层”学生成长机制
根 据 学 生 的 入 学 基 础 和 个 体 特

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分层教
学、分层考核、分层评价”，以达到人
才培养“分层递进”的目的，让每个
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3.“三性三能”师资培养机制
针对技术实操能力不过硬、教学

基本功不扎实以及无法承接企业咨询
服务项目的问题，加强教师的“技术
性、师范性、企业性”培养，提高教
师的“技能实操能力、专业教学能
力、教研与企业服务能力”，打造出一
支专兼结合的“三性三能”教学团队。

4.“小微企，大合作”的佛山模
式

针 对 佛 山 小 微 企 业 众 多 而 不 完
善的实际，电商和物流专业为中小
微企业提供物控诊断、改善和电商
运营服务等服务项目。以“选企业
→定项目→深调研→提方案→评方
案→抓落实→评结果”七步法帮助
小微企业改善，实现了“产教共融、
多方共赢”。

(三） 二维——培养途径建设

1.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
通过分析职业工作过程、了解职

业条件、确定职业行动领域、描述职
业行动领域、评价选择可行行动领

域、转换配置学习领域、扩展描述学
习领域和情境，开发学习领域课程，
形成了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体
系。

2. 基于行动导向的 AFFAC 教学方
法

该教学方法分五步，即布置任务
Assignment→任务挫折 Frustration→任
务反馈 Feedback→任务行动 Action→
任务评价 Comment。

3. 基于“双创中心”的人才培养
机制

以物流、电商专业为载体，整合
校内外丰富的校企合作资源，将创新
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搭建专业和
创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打通
产业链，营造生态圈，支持人才精准
培养。

(四） 三维——培养条件建设

1.推进教学资源库建设
建 设 了 丰 富 的 教 材 、 学 材 资 源

库，形成电商和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和课程标准 2 套，开发了 6 部校本教
材，公开出版了 11 部教材，其中 2 部
为教育部门批准的国家规划教材，积
极推进 2 个省教学资源建设项目。

2.推进教学环境建设
校企共建了线上电商平台、“南信

创赢 e 购”“怡亚通 O2O 双创中心”；
获得省、区专项建设资金 1010 万元，
建成集“实习实训教学、技能鉴定、
师资及企业职工培训、技能竞赛、教
产研发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电商物流
实训中心。

3.服务新时期精准扶贫
对口广东云浮安塘村、腰古村和

四川凉山等地开展电商精准扶贫，共
开展电商运营推广活动 6 期，策划云
浮腰古鸡、蛋等农产品品牌大赛；策
划大凉山农特产品盐源苹果的电商推
广计划，不到一个月就帮助农民将苹
果销售一空。

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

成果通过“主修+辅修”“主干+
拓展”等课程资源整合和实训场室硬
件资源整合，共施产学研服务项目，
研发适应本地产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
课程体系，打造“三性三能”教学团
队，开展新时期精准扶贫等做法，有
效解决了培养物流电商复合型人才，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不能适应产
业发展新要求，师资整体水平比较滞
后，服务本地企业的能力不强等四个
突出问题。

主要特色及创新点

1. 电商和物流专业融合发展新模
式

据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同时开设
电商和物流的中职学校有 478 所，电
商和物流专业建设是重大课题，为
此，学校一是通过整合课程、师资和
实训资源，提高资源效用；二是通过
小微企业电商、物流咨询服务项目，
为企业提供一体化的电商物流解决方
案，实现校外资源融合。这两种做法
既培养了物流电商复合型人才，又避
免了专业建设的重复投入。

2. 基于行动导向的 AFFAC 教学方
法

“任务引领”是行动导向教学的最
基本形式，任务引领教学的心理学基
础是发展性任务。AFFAC 教学方法以
行动导向为指引，5 个环节形成一个
完整的教学过程，尤其是针对中职生
的“挫折教育”，让学生在任务中获得
更多领悟，在“挫折→成功”中获得
更多自信，普遍提高了教学质量。

3.“小微企，大合作”的佛山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解决了在小微企业

聚集地区，中职学校电商和物流专业
如何服务小微企业改善提高的问题，
既服务了本地企业的发展，又培养了
一批具备企业问题诊断、改善的师生
团队。这一创新做法于 2014 年被广东
省教育部门推荐为国家示范校优秀典
型案例，现已服务企业 31 家。

4.专业助推精准扶贫的新途径
通 过 “ 电 商 平 台 + 供 应 链 ” 形

式，解决了电商和物流专业服务精准
扶贫地区农产品的供、产、销、售后
服务、品牌设计包装等一系列问题，
达到了产品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
融汇，有效解决了老少边地区农产品
的销售及品牌提升问题，同时提升了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成果及其推广应用

1.育人效果显著，提高了影响力。
近 5 年，培养的 1259 名优秀毕业

生全部就业，稳定率 70%左右，企业
满意度 95%以上。电商专业连续两年
蝉联佛山市技能抽查之冠。方案获得
省区资金 1010 万元，物流和电商专业
双双进入全国中职专业竞争力百强，
其中物流专业位列全国第 12 名 （广东
省之冠）。主办 4 次高峰论坛，承办 1
次省人社部门物流师大赛，连续 5 年
承办市中职技能大赛。获评“全国物
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基地”，电商专业
成为省重点专业。两个专业均于 2016
年成为佛山市专业带头人暨教指委牵
头单位，市财政给予 20 万元启动资
金。2017 年，电商专业成为广东省电
子商务职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和秘书长
单位；2018 年，电商专业参加首届广
东省中职学校专业文化建设大赛获二
等奖，物流专业被评为广东省首批

“双精准”示范专业，依托物流和电商
专业主要推动的佛山职业教育联盟现
代服务业校企合作共同体被评为广东

省首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
2.师资水平凸显，引领作用大。
成果主要完成人中有 3 名教师入

选佛山市教学诊改首批专家，培养了
省级名师 2 名、省职业研发专家 1 名、
省技术能手 2 名。培养 6 名青年教师，
18 人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获国家奖
励 9 项、省级奖励 50 项、市级奖励 43
项，担任市级以上专家评委 23 人次，
在省内外演讲推广 12 人次。3 名教师
担任省级以上教指委委员或学术委
员。彭翔英入选广东省电子商务百强
名师。2017 年，严少青等被聘为广东
省电子商务职教研究中心副主任、秘
书长、理事。

3.成果示范性强，省内外推广。
校内辐射的专业有 3 个通过市重

评估。出版的 11 部教材 （国家规划教
材 2 部） 在全国广泛使用，荣获第五
届全国物华图书二等奖的 《电子商务
与物流》 发行量已逾 20000 册；参与
编著 3 部学术图书，其中，电商专业
标准已连续两年成为佛山市中职技能
抽查标准。20 篇论文在各级杂志发
表，被相关新闻媒体报道 23 次；连续
6 年在全国专业会议上作主题交流。
接待了全国 48 次职教同行交流学习，
收到全国各地相关点赞信函 65 份。

成果发展和应用前景

未来，本成果将进一步提升电商
和物流专业融合发展水平，整合建设

“五位一体”实训中心。高起点完成首
批广东省“双精准”示范专业——物
流专业和首批广东省示范性职业教育
集团——佛山职业教育联盟现代服务
业共同体的建设任务，从而进一步应
用、发展和推广本项目成果。

（严少青 田中宝 覃忠健 朱燕
萍 彭翔英 曾珎 蔡建忠 张勇
丁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