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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研究背景与历程

2020 年 5 月，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在原烟台工贸技师学

院基础上正式批复成立。成果研究实践历经学院从高级技校、技

师学院向高职院校转型升级的发展过程。

2006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

若干意见》中提出，推行“双证书”制度，使有职业资格证书专

业的毕业生取得“双证书”人数达到 80%以上。2008 年，针对传

统数控专业高职学生就业胜任力不足，技师教育学生可持续发展

潜力不足的问题，依托学院与青岛科技大学开展预备技师教育与

自考专科学历教育双证培养合作，研究团队开始探索学历教育与

预备技师教育核心课程衔接融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2013 年，

在山东省教育厅、人社厅联合出台《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合

作培养试点实施方案》指导下，研究团队将前期成果进行了改造

定型，提出了“二元协同 职技融通”育人理念，创建了高职数

控专业“高职学历+预备技师 双证书融通”人才培养模式。2014

年，学院与烟台职业学院“双证合作培养”试点获省教育厅立项，

成为省内首批八对“高职-技师”合作培养院校之一，成果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

提出“二元协同 职技融通”育人理念。借鉴“协同”理论

及“新发展”理念，厘清高职学院、技师学院办学体制和办学优

势，数控专业高职学历、预备技师人才培养各构成要素，推行目

标价值融通+课程内容融通+平台资源融通+教学教法融通+评价

保障融通方案，形成突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二元协同、职技融

通育人理念，指导培养“高职学历+预备技师”新时代“新工匠”。

实施“三阶四进”人才培养路径。以培养就业胜任力和发展

潜力为目标核心，职技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目标价值



融通。划分职业能力三阶递进、技能等级三阶提升、职业角色三

阶转换的三个培养阶段，建立教师进平台、学生进项目、教学进

现场、师傅进课堂的“四进”培养机制，实现教学教法融通。

构建主体融合动态嵌入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创建高职学历

教育关键课程与技师培养特色课程合理选配，岗课证有机衔接，

前沿技术动态嵌入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按学情阶段和数控技

术认知周期特点，相应实行“一体化双周倒”等特色学周安排，

达成课程内容融通。

搭建多方协同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按照合作共赢机制，校企

行地多方协同，搭建实践教学、师资与课程资源、技术技能服务、

高技能人才孵化、创新创业、技能鉴定等六平台，形成具有教学

自主权的“产学研用创”综合平台，实现平台资源融通。

推行“三维一体”评价体系。融合岗课赛证制定评价标准制

度 12 项。学生、教师、企业导师为评价主体;诊断性、过程性、

总结性评价三环衔接；作品级、成品级、产品级评价结果三级递

进；中级工、高级工、预备技师技能等级三阶提升；评价维度、

标准兼顾学历教育与技师教育特点，评价结果作为学历证书、技

能等级证书获得依据，实现评价保障融通。



三、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培养目标各有偏失，无法达成就业胜任力和可持续发

展力协调发展；

（2）课程体系配置失衡，无法支撑双证书融通培养目标达

成；

（3）评价体系维度单一，无法保证教学质量有效测评诊断。

（二）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明确目标，确立“双证书”培养方案。

在“二元协同 职技融通”育人理念指导下，确立学生毕业

获得高职学历证书和预备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培养目标，确定目标

价值融通+课程内容融通+平台资源融通+教学教法融通+评价保

障融通的“五融”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基础认知能力-专业核

心能力-综合应用能力”三阶提升、“中级工-高级工-预备技师”

三阶晋级和学生-学徒-准员工三角色转换的培养路径，以实现学

生就业胜任力和可持续发展力的协调发展。

2.选配优化，构建“四模块”专业课程体系。

通过合理选配、有机融合、动态嵌入，重构专业基础、专业

核心、专业拓展、综合创新实践四模块专业课程体系。

专业基础课 8 门。综合体现学历教育和技师教育特色，选配

了零件选材与热处理等 3 门高职教育课程和常用机构设计与应

用等 3 门技师教育课程；动态嵌入了 inventor 软件设计、UG创新

设计 2 门设计课程。

专业核心课 3 门。按照工作领域涉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将

数控编程与操作、数控加工工艺、特种机床加工 3 门课程融合成

1 门数控编程与操作一体化课程，数控机床原理及系统、数控机

床故障分析与维修、机床电气与 PLC 应用 3 门课融合成 1 门数控

机床故障分析与维修一体化课程；将检测与质量分析等基础类和

拓展类课程的部分内容融入到核心一体化课程的典型任务当中；

动态嵌入 1 门 3D 打印技术核心课程。依据学情阶段和数控技术

认知周期特点，为确保项目任务实施的连续性，一体化课程采用



“双周倒”学周安排，配套使用一体化校本教材、学生工作页等

实施一体化课堂教学。

专业拓展课 4+N 门。包括先进制造技术、多轴加工技术、模

具设计与制作、自动控制理论；嵌入 N 门拓展自选课程如

GeomagicDesignX/Vericut。

综合创新实践课 3 门。毕业设计、顶岗实习、创新创业实践。

素养贯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匠精神、职业道德、中

国精神素养教育贯穿全过程。

3.进阶育人，推行三维一体评价体系。

评价主体。学生从自主学习、交流合作、学习质量等方面进

行自主评价；教师从知识技能、情感态度、质量管理等方面进行

评价；企业导师从职业技能、职业意识、职业品德等方面进行评

价。

评价手段。学习和工作任务开始前对学情进行诊断性评价；

对学习方式、学习效果、工作质量等进行过程性评价；对理论知

识和操作技能做总结性评价。一体化课程中，按学生完成加工零



件的轮廓、精度等要素进行评价，学生完成零件外轮廓加工、符

合精度 IT10-IT12 要求评价为作品级；学徒完成零件内外轮廓加

工、符合精度 IT8-IT10 要求评价为成品级；准员工完成企业典

型零件、精度符合机械装配要求评价为产品级。培养工艺、质量

和效率意识。

评价适用。按评价体系，学生修满学分，获得高职学历证书；

通过技能等级鉴定，获得相应高级工、预备技师等级证书。

4.搭建平台，确保“四进”“五融”有载体。

建成校内“龙福模具生产性实训基地”等实践教学平台 2个；



颜永年教授工作站等技术技能服务平台 4 个；高技能人才孵化平

台 3 个；金蓝领培训基地等技能鉴定平台 2个；大学生双创中心

等创新创业平台 3 个；“新型学徒制”网络培训等课程资源平台。

依托平台，开发数控一体化校本教材《数控车工技能训练》

及各类数控专业教师工作页、学生工作页、课程标准等 10 余种，

指导课题研究及《3D 打印技术》核心拓展教材编写；开展“3D

打印+数控”线上线下混合式师资培训、技能培训，专业课教师

100%取得技师以上资格证书，其中一体化教师 100%取得高级技

师资格；依托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在企业师傅指导下，教师带

领学生组织项目生产，为清华大学机械研究所、航天 513 所等进

行产品试制，为龙福模具等企业加工零部件上万件，全面提升师

生实战能力，实现教师进平台、学生进项目、教学进现场、师傅

进课堂，确保“五融”人才培养方案顺利实施。

5.协同联动，建立教学运行保障机制。

双方签订了《高等职业院校与技师学院合作办学协议书》。

共同建立人才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运行机制。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双方分管院长、教务处长及专业主要



负责人组成，负责人才培养协调管理、组织实施、与上级主管部

门联系、落实有关政策及措施。

成立由行业企业专家参加的教学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

双方分管院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业负责人，负责教学管理指

导、督导和协调。

成立由双方系主任、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企业专家等构

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共同

做好人才培养、成绩测试、学籍管理、教学资源保障、就业服务。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一）“二元协同 职技融通”育人理念创新。

基于“协同”理论，创新提出了能指导高职院校与技师院校

紧密合作、高职学历教育与技师能力教育融通育人的新理念。通

过“五融”的实施，有效发挥了两种育人方式的各自优势，为实

现“多岗适应、专岗精通、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目标，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协

同”理论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丰富和发展，对岗课赛证融通育人、

对 1+X 证书制度的有效落实，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二）“高职学历+预备技师 双证书融通”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

路径清晰。根据数控专业一体化教学和项目特点，划分三个

学段，每学段职业能力、技能等级逐阶提升，实现“基础认知能

力→专业核心能力→综合应用能力”三阶递进，“中级工-高级

工-预备技师”三阶提升和学生-学徒-准员工三角色转换；教师、

学生、企业导师借助平台资源，通过四进培养机制，实现教学相

长。

目标实现。职技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了目标价值融

通；共同搭建课程体系，实现了课程内容融通；构建多方协同的

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实现了平台资源融通；三阶四进实施路径实

现了教学教法融通；兼顾职技特点的评价体系实现评价过程融

通。五融通确保了双证书融通目标的有效实现。

先行先试。模式来源于省内乃至全国都鲜有尝试的职技联合



培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职技人才培养体系的边界，突出

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新的

解决方案。

（三）“职技融通”育人实践创新。

搭建高职院校与技师学院之间“立交桥”，从教改理念、方

法路径、评价保障等方面入手，进行双证书融通的体制性探索，

发挥“1+1＞2”的叠加作用，对破解优秀高技能人才供给问题发

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效果。双证书融通的实践与探索，为

高职教育和技师教育“双轨”融合提供实践层面的经验和做法，

对突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

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是一种冲破体制障碍所进行的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探索与创

新。

五、推广应用效果

（一）人才

培养质量大幅提

升

学生获得大

专毕业证书的同

时，职业资格证

书由原来的高职

生只能考取高级

工以下等级且持

有率为 20%，增加

到现在的预备技

师持有率 98.5%。

学生技能大赛获得市级以上奖项由每年不到 5 项增加到现在的

10 项以上，其中获国赛 11 项，省赛 13 项。省级创新创业大赛 2

项。就业率、专业对口率、毕业生三年职位晋升率分别增加 5%、

7%、18%，达 98%、90%、72%。学生就业胜任力和可持续发展潜

力凸显。



（二）用人单位充分肯定

学生在校期间，利用生产性实训基地，先后为航天 513 所、

烟台泰利模具研究院、清华大学机械研究所等提供产品研发技术

服务 20 余次，与龙福模具开展产教融合年创收 40 万余元，得到

同行专家的认可。为杰瑞集团、艾迪液压等多家企业开展订单培

养，与富士康、博源科技、永年激光等企业开展协同育人，企业

满意率达 97%。有 24 名学生被企业推荐为优秀毕业生，学生综

合素养得到充分体现。

（三）师资力量同时提升

成果打造了省教学名师 2 人，齐鲁首席技师 1人，省技术能

手 1 人，省优秀教师 3 人，市首席技师 3 人。教学团队发表教改

论文 30 篇，专利 7 项，省级精品课 3 项、院级精品课 4 项，出

版教材 10 本，完成课题省级以上 7 项，市级 5 项。山东省教学

改革项目“高职教育与技师教育联合培养、双证融通人才培养方

案的开发与实施”，获资金支持 5.5 万元。获批省职业教育名师

工作室。技能大赛获奖国家级 8项；省级 15 项，市级 21 项。双

师型教师到达 80%以上。

（四）校内辐射效果显著

依托成果，学院获批了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烟台工

匠孵化基地、“金蓝领”培训基地，成立了教授工作站、院士工

作平台、齐鲁首席技师工作站，烟台市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平台，

助推校内其它专业特色发展。经 3D 打印+数控技术升级改造的增

材制造技术专业，成为省内职教领域开设的第一个金属 3D 打印

方向的增材制造专业，2017 年开始招收预备技师班，共培养学

生 238 人；2019 年至今该专业获批市校地融合项目 2 项，获财

政支持近 200 万元；2021 年获教育部批准，作为高职高专的新

增专业招生 301 人，接续开展双证培养。

（五）同行认可社会关注

成果助推数控技术专业承办市数控车、数控铣、CAD 机械设

计等技能竞赛 5 次；在烟台职业学院、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

4 所高职学校中推广，惠及学生 5100 人。2014 年专业获批山东



省人社厅数控加工一体化课改试点专业，2016 年机电工程系被

评为全国职工教育职业培训先进集体。主要完成人在 2020 世界

职业技术教育大会“新基建 新智造”论坛、2021 年度省职教教

学优秀成果培育与推广研讨会上做交流发言。省教育厅、市委市

政府及主管部门领导来校调研，襄阳技师学院、山东医药技师学

院等 50 多家院校以及各大企业都组团参观学习。省电视台职教

栏目采访报道 2 次，大众日报、新浪、网易等媒体报道 14 次。

助推“烟台工贸技师学院”2020 年 5 月获批“烟台文化旅游职

业学院”，成为十三五期间省内唯一。

六、反思与小结

一是改革观念不够开放、职技融通方法创新不足。二是“三

教改革”推进不够深入，“三对接”实现不充分。三是评价保障

体系建立不够完善，培养目标达成度有待提高。成果团队将在实

践中继续修正完善。

综上，成果创新提出了“二元协同，职技融通”育人理念，

创建了“高职学历+预备技师 双证书融通”培养模式，搭建了产

教融合创新平台，构建了人才培养路径，实施主体融合动态嵌入

专业课程体系，推行了三维一体教学评价体系，解决了困扰职教

系统多年的学生就业胜任力和可持续发展力不足的问题，为数控

专业技术人才特色培养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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