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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ineering training is an indispensable link in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redit system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raditional centralized 
engineering training mode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teaching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 
reform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is imminent. In this study, update teaching ideas, to construct 
the credit system reform training system, establish a hierarchical and modular training mode, reform 
teaching means and methods and so on. We must put the essence of the credit system into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give full play to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motivation, strengthen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highligh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potlight the training of the students' personality. 

 

学分制下突显个性化培养的工程实训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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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实训是工科专业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对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

能力起着重要作用。随着高校学分制改革的深入，传统集中式工程实训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

势下的教学需求，工程实训教学改革迫在眉睫。本研究从更新教学理念，构建适应学分制改

革的实训体系，建立层次化模块化的实训模式，改革实训教学手段和方法等，将学分制的精

髓融入到工程实训教学之中，注重学生个体差异，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和能动性，强化学生

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突显学生个性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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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学分制是以选课为核心，教师指导为辅助，通过绩点和学分，衡量学生学习质和量的综合教

学管理制度[1]。学分制优势在于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给予学生自由的学习空间，

让学生能够根据自身学习情况制订学习计划、选择学习内容、安排学习时间，更好地激发了

学生自主性和能动性，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

“健全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学分制，实施灵活的学习制度”，都为高等

教育积极推进学分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随着高校学分制管理推进，学分绩点的衡量标准、课程排选改革都有着行之有效的方法，改

革深入的难点在于实践课程的改革，作为工科专业必要环节工程实训，同样面临着亟待解决

的问题：①学分制教学模式与集中实训的矛盾，学分制下传统班级概念被打破，学生自由选

课、上课，以班为单位的集中实训不再可能；②集中实训转为分散实训，且以学生个体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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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学习时间、学习内容不统一，传统的实训教学体系设置不能满足教学需要；③学生

在白天黄金时间进行专业课程学习，可能下午或晚上、周末才能工程实训，与传统的工程实

训管理模式相冲突；④随着数控加工、柔性制造系统等一批先进制造设备与技术的引入，工

程训练实践由传统的车钳铣刨磨铸锻焊等加工工艺，拓展到先进制造及电工电子技术，实训

内容不断丰富，相对实训学时却没有增加，有些还反而减少，造成实训教学内容与学时相对

不足的矛盾，因此，在学分制下，如何推进工程实训教学改革，更好地促进学生个性化培养，

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2. 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个性化实训教学理念 

改革与发展的前提是更新思想观念，只有思想认识达成共识，才能将改革深入到底。工程实

训是工程教育重要部分，应遵循 CDIO（Conceive 构思、Design 设计、Implement 实践、Operate

运作）工程教育规律，着重强调将构思、设计、实践、运作等关键环节融入实训过程，提升

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然而，在学分制下，工程实训管理者、教师更要在思想上树立个性化的

育人理念，更加注重学生个体差异，实施因材施教，进行个性化培养与训练，将个性化与工

程创新能力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发挥学生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创新灵感，切实

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我校实施“凸显个性”为目标“开放+自主”[2]的学分制管理模式，在工程实训环节，将个

性化（Individualization）的培养融入实践教学全过程，发挥学生自主性和能动性，培养学

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形成具有我校特色的个性化工程实践育人理念 I-CDIO，并贯穿

到实训教学、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等各个环节，教学管理人员到指导教师，至上而下达成统

一共识，以思想引领指导教学实践，为个性化实践育人提供有效保障。 

3. 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工程实训教学体系 

加强工程实训内涵建设，不断拓展工程实训内容，以提升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

导向，做好顶层设计，针对不同专业年级学生，通过工程训练、科学竞赛、自主设计和自主

创新等实践途径，构建具有学校特色的工程实训教学体系。 

我校以工程训练、科学竞赛、创新创业项目为基础，构建并实施“1+1+N”的突显个性化的工

程实训体系，即针对不同专业，在 1-2 年级，针对机械类、近机械类、非机械类专业不同层

次要求，实施基础的工程训练实训教学，在车钳铣刨磨铸锻焊等基础加工，数控机床、加工

中心等高端加工，以及电工电子、3D 打印、激光雕刻等先进制造环节，培养学生基本实践动

手能力；其次，鼓励 1-3 年级学生参与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机械创新大赛、机器人大赛

等竞赛项目，通过实践应用激发学生兴趣爱好，实现赛练结合的目的，进一步提升学生实践

动手和创新能力；最后，面向 3-4 年级学生，倡导学生多动脑、勤动手，将自己所思所想变

成现实，鼓励学生自主创新设计、加工制造零件、产品，切实强化学生工程创新能力。 

4. 注重学生个性化培养，实施学分制下工程实训教学模式改革 

发展学生的个性，其实质就是尊重学生与生俱来的潜能，尊重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及自主发

展的愿望,因个体差异和兴趣去向的不同需要分层次实施培养[3],这也是学分制管理的必然

要求。因此，工程实训改革的核心在于围绕学分制管理特点，将连续的实训内容设置成独立

模块或项目，建立工程实训选课制，突显学分制下个性化思想，实现学分制下工程实训教学

模式改革。 

为对接学分制改革，我校在 2012 年就根据不同专业，改革了工程实训培养方案，将工程训练

实践教学划分为“三层次”，即工程认知与基础实训、学科基础技能实训和多学科知识融合

实践、综合创新实践训练；与之对应形成“三能力”，即基本实践能力、专业实践能力，以及

实践创新能力；根据“三层次、三能力”的划分，我们将工程实训车、钳、铣刨磨、铸锻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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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电工电子、3D 打印等每个工种划分 2-4 个相对独立又递进的操作模块，即“多模

块”。随着多年探索、实践和完善，形成了“模块+层次”[4]教学模式改革，确立了“三层

次、三能力、多模块”的工程训练实践教学个性化培养模式。该模式下学生根据所在专业人

才培养要求，完成相应模块的操作训练，就能获得相应的学分和能力等级，有兴趣的学生，

还可以继续选择下一层次的训练模块，就像游戏通关一样；学生可以自由的选择实训模块及

实训时间，学什么，什么时候学都由自己说了算，极大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热情，满足学分

制下个性化培养需求的同时，提升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5. 加强工程实训课程内涵建设，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 

以中国制造 2025、工业 4.0 为远景和目标，结合工程实训基本要求，充实和优化工程实训教

学内容，夯实机械加工基础，引进高端制造设备增设训练内容，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

新能力。如车钳铣刨磨学生必须完成基础加工和训练，增加数控加工、电工电子、3D 打印、

激光雕刻等实训项目，由学生自行设计并加工出实物。同时，针对学分制下实训学时不足的

现状，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工程实训网络在线课程建设，将实训内容按知识点、操作

过程等进行划分，录制教学视频，建成满足实训教学需求的 MOOC 课程。 

更新实训教学手段和方法，充分利用在线课程，实现“线上+线下、课上+课下”相互结合的

实训模式，学生课下通过视频提前预习，带着问题到训练中心，由指导老师有针对性地指导，

通过课上实践操作，检验所掌握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形成工程实训中“翻转训练”的教学方

式，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在实训中由学生提问，教师有针对性指导和解答，

更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生个性化培养。 

6. 搭建开放创新训练综合平台，促进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与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息息相关，创新往往就是单独个体天马行空的灵机

一动。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工程训练中心现有仪器设备、场所和师资优势，搭建开放创新

训练综合平台，争取政策支持、整合资源优势，推进全校创新实践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落实组织保障，联合教务处、学工处、团委、工程训练中心和相关学院，为平台建立提供政

策、条件、师资等有力支持；设置创新学分，并纳入毕业总学分，对每位学生提出创新实践

的硬性要求；实施项目抓手，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学科竞赛项目、导师课题项目、创业

项目等为载体，引导学生跟着项目走、跟着项目做；鼓励创意竞争，评价有计划、有想法、

有成效的创意团队，竞争入驻平台创意空间，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条件；建立导师队

伍，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指导学生实践，在设备基本操作使用、设计灵感、创新创业方案、学

科竞赛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强有力的智力和技术支持。通过开放创新训练综合平台，给予学生

自由的空间，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让学生随时可以将自己所思、所想、所创变为现实，无

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在思考、设计、执行、运作的实践过程中提升了创新能力，鼓励更多

怀揣梦想的学生能大胆尝试、小心求证，勇敢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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