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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模具测绘与制造实训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为例，在“以学习者为中心”教育理念指导下，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

律，着力构建实训课程教学目标进度体系、教学知识方法体系、学生团队运作体系及教学质量考核体系。通过这一实训课

程教学模式的运用实践，极大扭转了传统实训课程教学模式下学生实训目标迷惘、实训积极性不高、实训过程被动乃至应

付、实训考核成绩评定不合理等诸多弊端，有效地提高了实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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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 of mould mapping and manufacturing are taken as

an examp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learner-centered education concept and the law of stud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teaching

target and progress system, the teaching knowledge and methods system, the student team operation system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this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  teaching  mode,  it  has

greatly reversed many drawbacks of the tradi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 teaching mode, such as students’ perplexity in practical

training  objectives,  low  enthusiasm  in  practical  training,  plagiarism  without  understanding,  unreasonable  assessment  of  practical

training, and so on. It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Key words: experimental course； mold manufacturing； curriculum reform；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引　言

“以学习者为中心”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切入点，尤其是当前正

处于创新创业教育背景及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

高校课程教学模式必然要求作出及时的调整 [1]。

慕课、微课、翻转课堂、“大班教学 + 小班研讨”等

各种典型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均体现了这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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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2-5]。而相较于理

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训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应有其自身不同的特点。本文以作为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专业综合实训课程的模具测绘与制造课

程为例，具体阐述在实训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中如

何正确地把握“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从而

提高实训课程的教学效果。

1     模具测绘与制造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

“模具测绘与制造”课程是我校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综合实训课程。该课程传

统上包含模具的拆装、测绘、工艺编制和制造 4 个

实训环节，旨在提升学生对一般模具制造过程的认

知水平及实践能力。然而，传统实训课程要求学生

自觉回顾各门专业基础课程知识，自发完成整个实

训过程，过程中由教师进行答疑指正，并以学生实

训作品为主要的考核依据。由于该课程教学目标

和要求不尽合理，易于导致学生实训过程盲目而懒

散，降低教师对教学的掌控能力，同时过于注重教

师对学生实训过程的知识保障，并且课程考核方式

较为单一，不利于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

实训结果的正确反馈，制约了实训教学质量的提高。

2     模具测绘与制造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

思路

“以学习者为中心”，课程的改革应以遵循学生

认知发展规律为原则。通常学生在认知发展过程

中主要存在 4 个阶段，选择立志阶段、广泛认知阶

段、实践技能阶段和创新应用阶段，并且在不同阶

段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教学模式需求均各不相同[6-12]。

图 1 为学生认知发展过程与外部辅助建构关系示

意图。在当前“创新创业 + 互联网”的教育教学新

形势下，师生之间的教学关系需要作出相应的调

整，教师应当是学生遵循认知发展规律自主学习的

“引导者”和“守护神”。教师的职责应是有效地为

学生进行学习规划、组织课程、创设必要的学习条

件，并及时作出合理的评价。教师对学生课程学习

认知发展规律的全方位引导和守护是从教学目标

引导、学生团队组织、教学条件创设、教学质量考

核等 4 个方面来实现的，其课程教学体系架构如

图 2 所示。

2.1   教学目标进度体系

教学目标和进度的规划则好比路标导航，必须

使学生对课程的大致走向及学习意义做到心中有

数，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此乃“以学习

者为中心”教学理念的根基。在现实教学当中很多

教师因未能首先向学生公开教学目标和进度，未帮

助他们建构目标体系，一上台便讲个滔滔不绝，尽

管自己思路很清晰，学生仍然感觉迷惘消极，师生

之间缺乏互动交流无法产生共鸣，课程教学效果因

此大打折扣。

教学目标有高有低，过高的教学目标将使教学

任务无法完成，过低的教学目标又将无法充分挖掘

学生的学习潜能。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认为最近发展区是个体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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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生认知发展过程与外部辅助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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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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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13]。合理的教学目标和进度

应使一般学生每一步都可以通过一定努力自行完

成，而学生的潜在发展水平须根据学生所处的认知

发展阶段来明确，只有适度超越学生潜在发展水平

的教学目标和进度设计才具有最佳的教学引导作

用。因此，设置合理的教学目标及进度可以有效引

导学生能力发展，不合理的教学目标或进度则将导

致教学任务的完成质量下降甚至使整个课程教学

瘫痪，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2.2   教学知识方法体系

教学资源主要包括来源于教师的“案例  + 方

法”资源和来源于教材、实践、网络等各种渠道的

开放性知识资源。这些教学资源是学生实现教学

目标和进度体系的基本条件。当前处于互联网高

度发达时代，网络知识面无限宽广且更新速度极

快，教师使用原有传统的教学手段几乎无法为学生

提供最优质或最全面的知识，于是教师为学生“知

识的楷模”的传统观念将发生改变而成为“方法的

楷模”，以重在为学生构建有利于实践和创新发展

的开放式的“案例–方法”知识坐标体系[14]。“授人

以鱼不若授人以渔”，教师不仅应为学生创设课程

学习的各种条件，允许学生利用一切获取知识的手

段，包括查阅各种资料文献及其它网络资源以获取

所需的各种知识，还应积极为学生传授快速获取所

需知识、快速理解辨别各种信息真伪、快速提炼有

效信息、快速进行信息应用创新的方法。

在学生为实现教学目标和进度体系而准备知

识的阶段里，教师不应以自己为中心，照本宣科地

灌输知识而应充分相信学生的自学潜能，只需为学

生提供知识获取渠道，把对知识的选择权完全交给

学生，使他们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是否

提取或何时提取所需的知识。

2.3   学生团队运作体系

有了课程学习的目标和条件，并不意味着学生

就一定会按照教师所设定的路线前进，毕竟大学生

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而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团队

关系的设计则是掌控课程的重要补充。大学生是

一个思想较为自由的年龄阶层，学生之间的信任度

通常超越师生关系，高校教师在教学秩序掌控上较

为被动，难以有效掌控课程，因此高校课程教学强

调建立学生团队关系是进行课程掌控的重要补

充。此外，课程教学中采用学生团队合作竞争模式

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与竞争能力。在对

学生进行团队划分时应尽量采纳学生天然形成的

团队组织模式，这种团队组织模式通常具有很强的

合作性以及团队之间的竞争性，非常有利于教师对

课程的有效掌控。而若教师主观强制性划分学生

团队，则由于缺乏学生的内在意愿支撑极有可能使

团队名存实亡。

如何在课程教学中充分运用学生团队思想？

一方面，以团队而不是学生个体作为教学目标制

定、教学资源配备、教学质量考核的单元，并在教

学质量考核中体现团队竞争结果以充分调动学生

的团队合作竞争意识。课程上的团队合作竞争机

制与课外竞赛驱动的学习机制相似，都是利用了学

生的能力展示欲望及团队内部的相互激励作用，但

课程上的团队竞争机制气氛浓厚，烈度更强。另一

方面，在师生之间的教学活动中采取一定的缓冲机

制，教师主要对团队核心进行培养和管理，再由团

队核心对团队其它成员进行二次管理，这样便可以

充分发挥学生团队的优势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又兼

顾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权。

2.4   教学质量考核体系

教学质量考核是以检验教学效果的方式倒逼

课程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保障。传统的教学质量

考核方式以学生所提交的作品进行评审为主，往往

忽略了学习的过程掌控，易于形成“为评价而教学”

的应试教育，而且对学习过程的掌控可以对学生作

出及时的信息反馈，帮助学生及时矫正学习状态，

真正做到“为教学而评价”[15]。而至于考核的标准

也有 2 种−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绝对标准就

是教师依据经验制定的规则所认定的考核标准，相

对标准则是在学生个体或团队之间通过临场竞争

而形成的等级标准。采用绝对标准进行考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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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广泛的公平性，但是易于形成“应试教育”而缺

乏活力；而采用相对标准则可强烈挖掘学生的学习

潜能，如学科竞赛活动等，但相对标准定量评价能

力较差。因此，两种考核标准应综合使用以确保最

佳的教学导向作用。此外，学生的考核方式还包括

团队考核与个人考核。团队考核旨在培养学生的

团队合作能力，而个人考核则体现学生个体的实际

能力水平。

3     实训课程实践成效

笔者根据上述课程改革思路对“模具测绘与制

造”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实践，其教学模式如表 1 所

述。由于篇幅有限，文中仅列出模具测绘部分的简

要教学目标进度安排如表 2 所述。

教师对于学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学生制定

教学内容目标及进度安排、为学生提供各种知识

和方法获取渠道、组织学生团队的运作并对各组

长直接指导、对每个学生及团队进行考核等。“实

训任务书”中不仅规定了实训内容和目标，而且详

细地规定了进度时间节点，并且通过教师签字方式

确认，规范了课程流程，使学生实训目的明确；而教

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主要采用提供资料的方式进

行，不再直接依靠大量的语言来表达，学生可以自

由选择提取信息的时间和方式，这不仅满足了学生

希望总览知识全局的自主学习心理，还减轻了师生

各自的心理负担，提高了课程教学效率；实训全程

实行学生组长负责制，增强了实训课程活性，创新

了课程管理方式，由于组长是学生自己推选出来

的，在本组成员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因此课程秩序

较好，这进一步减轻了教师掌控课程的压力；教学

考核方面兼顾了个人和团队、过程和结果、绝对标

准和相对标准三对考核指标，并以模具“微创新”教

学为过程考核载体，如要求每组学生对本组模具实

物进行分析讨论，并且指出案例所存在的不足之处

以及提出改进方案，阐明原理，在这考核过程中教

师及时纠正了学生的专业思想误区，激发了他们的

创新意识和课程活跃度，最终学生的实训成绩由个

人答辩绝对性考核成绩和团队作品相对性考核成

 
表 1    “模具测绘与制造”课程教学模式

实训模块 拆装/测绘/设计/工艺编制（24 h） 制造/装配（52 h） 试模/分析（4 h）

教学目标进度体系 学生接受教师提供的《实训任务书》（含实训内容目标及进度时间节点安排，学生每完成一个步骤由教师考核签字）、

模具实物及工量具、加工设备、材料等

教学知识方法体系 学生参考教师提供的《实训指导书》（含单元知识综述、学习方法、正反案例）、教材及《模具标准件手册》、教室网络

等以获取实训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方法资源

学生团队运作体系 实行组长负责制（含学习责任、纪律安全责任）。每4位同学一组，自由组合并推选组长；鼓励学生相互探讨及模仿学

习、实践；组长负责收集本组学生实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疑问；组长将本组疑问交由教师指导解答；组长负责指导本组

其它成员。

教学质量考核体系 个人答辩绝对性考核−“微 创 新”
（成绩占比30%）；教师直接考核

个人答辩绝对性考核−“微创新”
（成绩占比30%）；教师直接考核

团队作品相对性考核−团队竞赛

（成绩占比40%）；教师直接考核

 
表 2    “模具测绘”简要教学目标进度安排

序号 时间 /h 主题 内容 要求

1 1   块类零件测绘 凹模板、定位板、导料板、卸料板、固定板、垫

板、橡胶板等零件图

工作位置摆放，主视图（合理剖切路径表达每种结构要

素）+ 俯视图表达，基本尺寸标注（标注基准选择）等

2 0.5 轴类零件测绘 导柱、导套、模柄、凸模、螺钉、销钉、导正销、

挡料钉等零件图

工作位置摆放，主视图  +  局部视图/向视图表达，基本

尺寸标注（标注基准选择）等

3 1   模座零件测绘 上模座、下模座零件图 工作位置摆放，主视图（合理剖切路径表达每种结构要

素）+ 俯视图表达，基本尺寸标注（标注基准选择）等

4 2   模具装配草图 模具装配草图 按工作位置摆放，主视图（合理剖切路径表达每种零件

的装配关系）+ 俯视图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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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构成，体现了考核的客观性及实训过程的闭环控

制性。

4     结　语

该实训课程教学模式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理

念的指导下，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着力构建

实训课程教学目标进度体系、教学知识方法体系、

学生团队运作体系及教学质量考核体系，充分发挥

教师的引导和守护作用，巧妙融合了微课、翻转课

堂、“大班授课 + 小班研讨”等教学模式的优点，将

各种教学模式进一步系统化，更加符合学生在认知

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及心理变化规律。通过这一实

训课程教学模式的运用，极大扭转了传统实训课程

教学模式下学生实训目标迷惘、实训积极性不高、

实训过程不求甚解抄袭成风、实训考核成绩评定

不合理等诸多弊端，有效地提高了实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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