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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装调实用型技能实训装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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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理念的不断改革，当前机械装调专业教学活动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要求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与行业标准和岗位要求相关的教学内容。因此，本文基于某实用型技能实训装置

分析该装置的构成以及相应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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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cept,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teaching activities of mechanical installation and adjustment major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in 
position of students, requiring teacher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eaching content related to industry standards and 
post requirem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evi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y based on a practical skill traini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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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装调技术课程实践教学的短板问题 
机械装调是我国职业教育重要环节之一，该教

学活动注重以工作过程为纽带，以学习任务为引导，

通过为学生营造真实的工作环境，以此来满足学生

能够掌握机械装调的各类基本技能，同时也能够符

合当前我国相关企业岗位培训的特点。从内容角度

来看，机械装调的基本技能主要包括零件划线、螺

纹加工、二维工作台的装配与调整以及机械系统的

运行与调试。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为学生提

供多元化的教学服务，引导学生从多个视角开展各

种实践技能的操作，以此提高自身机械装调的基本

技能。 
但是从实际教学角度来看，教学方法单一，实

训装置过于陈旧是当前我国机械装调教学面临的主

要困境。由于职业院校学生自身专业素质以及思维

认知相比于成年人有所差距，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

能力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消化。倘若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并没有向学生科学合理的展示机械装调技巧以

及装配顺序，那么依靠学生自身能力将难以满足相

关教学目标。 
从当前授课情况来看，通常来讲教师会首先向

学生示范一遍相关操作，学生随后进行尝试，教师

采取在示范的方式最终完成整个教学活动。但是这

种教学方式效率偏低，并且容易消耗大量的教学资

源，不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更多的机械实践技

术。此外，影响教学效率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实训装

置的相关问题。例如当前我国部分职业院校的机械

装调实训装置过于老旧，学生在实训过程中没有创

新性，进而也就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因此，为了改善机械装调教学活动存在的诸多

问题，不仅需要教师更新原有教学方式，还需要从

实训装置角度出发优化原有实训装置，为学生提供

全新的机械设备，以此来促进机械装调教学活动的

教学效率最大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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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械装调技术综合实训装置 
2.1 产品概述 
该机械装调技术综合实训装置依据了我国职业

标准以及相关行业标准，结合我国职业院校数控技

术、模具制造技术、机械制造技术以及机电设备安

装与维护等多个专业的培养目标而制造的实训装

置，主要培养学生钳工基本操作、绘制装备图零件

图以及零部件装配工艺等多种实践技能。学生能够

在短时间内了解到当前有关行业一线工艺的装配与

实施概况，提高自身岗位就业能力[2]。见图 1。 

 
图 1 

2.2 机械装调技术实训装置特点 
该实训装置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实操

性强，其次适用面广，再次模块化设计，最后综合

性强。以实操性强为例，该实训装置严格遵循了我

国职业标准，行业标准以及社会相关企业的岗位需

求标准而建设的，能够满足学生在日后实训或实际

工作中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该实训装置以职业实践

活动为主线，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掌握各类机械

装调知识。充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就业能力。 
以适用面广为例，由于该实训装置能够帮助学

生掌握钳工的基本操作、零部件的装配、零件图的

测量等多种能力。既能够满足我国大多数职业院校

日常实训教学要求，又能够满足学生关于职业技能

竞赛的相关学习需求，从而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实

训服务，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3]。 
以模块化设计为例，由于该机械装调技术实训

装置是由多种机械工作台组成，既可以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要求学生进行独立模块的训练，也可以为学

生提供综合训练，例如二维工作台、间歇回转工作

台、冲床机构、离合器机构等等，能够满足学生不

同技能的学习需求。 
以综合性强为例，该实训装置既能够培养学生

机械识图以及常用工具的选择，又能够培养学生掌

握机构工艺，调整装配质量检验能力[4]。 
2.3 系统组成与结构 
该装置主要由实训抬离合器机构，冲床机构、二

维工作台，动力源以及钳工常用工具等部分组成。以

实训台为例，该实训装置的实训台主要包括操作区域

和机械装调区域，这两个部分操作区域主要是由实木

台面、橡胶垫、台、虎钳构成。操作区域负责学生钳

工加工以及各类机械零部件装配的实训，而机械装调

区域则是采取铸件操作台面，学生在机械装调区可以

开展各种机械机构的安装与调整作业[5]。 
以机械传动机构为例，该实训装置的机械传动

机构主要由离合器、传动、同步带、齿轮等传动机

构组成。学生通过在平台进行相关机械设备的安装

调试与检测作业，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机械传

动机构的装配原理，提高学生的机械装配技能。 
以该实训装置的多级变速箱为例，变速箱具有

双轴三级变速输出，顶部有有机玻璃进行防护。该

多级变速箱的组成部分为箱体、齿轮、手动换挡机

构各种轴承等等组成。学生通过多级变速箱能够完

成关于变速箱的装配工艺实训，提高装配技能。 
以该实训装置的二维工作台为例，该二维工作

台主要由滚珠丝杆轴承支座台面构成，并且还分上

下两层，下层是由多级变速箱经齿轮传动控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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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实现工作台的往返运行，而工作台的台面则有行

程开关，并且还能够实现限位保护功能，学生可以

手动控制，能够完成直线导轨、二维工作台、滚珠

丝杆的装配工艺以及相关精度检测实训，提高学生

的装配和精度检测技能。总的来讲，二维工作台的

具体组成为，底板、上滑板、轴承内隔圈和轴承外

隔圈、圆螺母、限位开关、手轮、齿轮、深沟球轴

承和角接触轴承组成[6]。 
以减速器为例，该实训装置的减速器主要由左

右挡板、圆柱齿轮、中间轴输入轴和输出轴以及深

沟球轴承、角接触轴承、齿轮、减速器底座等构成。

学生能够在此基础上完成关于减速器的装配工艺实

训教学活动，提高装配技能。 
以间歇回转工作台为例，该实训装置的间歇回

转工作台主要由圆柱齿轮、锥齿轮底板、间歇回转

工作台用底板、深沟球轴承、推力球轴承、齿轮增

速轴构成。 
以冲床机构为例，该实训装置的冲床机构主要

由轴承，支架，滑块，左右传动轴，挡套封板，自

动冲床，左右挡板等物件构成[7]。 
以该实训装置的动力源为例，动力源主要配置

了调速器、交流减速电机、电源控制箱，以此来为

整个实训机械系统提供动力。电源控制箱中包含行

程开关接口。 
以装调工具为例，该实训装置配套的工具总共

有 55 件，例如内六角扳手牌、虎钳、紫铜棒、冲击

套筒、锉刀、锤子、板牙架、冲击拍手、尖嘴钳、

老虎钳等等构成。学生通过这些装调工具，能够有

效满足各种实训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学生的

装调技能[8]。见图 2。 

 
图 2 

3 机械装调课程实践教学创新的有关策略 
3.1 探索式教学 
传统教学活动中，由于教学时间有限，通常来

讲教师会事先为学生示范一遍相关操作，学生则需

要结合教材内容以及教师的演示自主进行练习。但

是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大多数学生都存在由于自

身认知出现偏差导致，某一操作步骤存在失误，并

且学生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所有机械零件的调试

与相关操作。 
作为青少年群体，大多数学生的思维认知发展

并不成熟。并且他们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也较为简

单，所以教师应结合学生的认知思维发展规律为其

提供教学服务。 
以探索式教学为例，探索式教学强调教师需要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

主体地位，例如教师在实训环节前。首先，应与学

生开展沟通交流，引导学生说出自身对于钳工基本

操作技能的理解以及当前时代钳工在真实工作环境

中需要做哪些事情。此时，虽然有部分学生对于相

关内容较为了解，但部分学生依旧存在一定的学习

问题。随后，教师可以将钳工基本操作技能作为一

个实训教学模块，并为学生提供教学。此时，教师

首先应向同学分配教学任务，教师可将钳工基本操

作技能分成四个模块：首先是划线技能训练，其次

是锉销技能训练，再次是锯销技能训练，最后是钻

销技能训练。 
在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内

容以及实训装置，利用自身对于相关机械装配的理

解进行自主探索。以发动机齿轮组的机械装配过程

为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应引导学生掌握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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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组的装配顺序以及相关齿轮的位置关系，能够保

障在齿轮组进行装配后能够正常运行。相比于真正

的发动机，齿轮组能够帮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设备在运转过程中各类机械零部件的真实运转状

况，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自身机械装配技能。

学生既可以独立开展设备装配实验，又可以与同学

之间进行合作探究，引导学生从多个维度理解机械

装配的内涵。 
教师还应将教学内容进行细化，例如要求学生

对全部的发动机齿轮进行组装，同时还需要利用轴

承、链条等其他机械零件进行组装。随这教学活动

的不断开展，教师还可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实训内容，

例如，教师可要求学生增加额外的齿轮，或者要求

学生将关键性的零件机械装配的原理，引导学生从

不同的角度分析剔除，最终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提高

了学生机械装调技术，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了机械

装调的核心要领，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就感。 
3.2 反思式教学 
传统实训教学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学

生掌握了大量的机械装调技能，但无法结合自身创

新思维能力进行拓展，学生主动探究意识并不强，

即便在未来进入到工作岗位中也无法充分适应企业

的实际工作环境以及相关。技能要求。同时造成这

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前我国机械装调实践环

节存在单一重复的现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无法被

调动起来，因此教师应优化原有实践教学模式。 
以该实训装置为例，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

师通常会指出机械设备的故障问题，并告知学生排

除机械故障的方法，学生则需要进行适当的练习。

在反思式教学理念下，教师首先应向学生展示某些

机械设备正常运转的状态。在完成相关展示后，教

师需要刻意地为学生制造一些故障，要求学生对故

障进行排除，保障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学生则需

要针对该实训装置的动力源、配件磨损等问题开展

讨论，随后，需要检查机械设备的实际运行状态以

及内部的各个机械零部件，通过逐步排查故障的方

式找出最终发生故障的原因。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该实训装置既能够满足学生关于机

械装调相关技能的训练，又能够帮助教师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落实分层式教学法以及模块化教学法，极

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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