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发展研究                                                                              2022 年第 2 卷第 3 期
Scientific Development Research                                                                 https://sdr.oajrc.org/ 

- 126 - 

技能竞赛背景下探究中等职业学校电工电子专业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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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职业教育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于技能型还有复合型的人才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中等职

业院校是技能型专业人才培养的阵地，也是极其关键的载体，承担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水平的重要责任。

本文结合实际首先了解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开展的重要目的，分析中职学校电工电子专业的教学现状并探讨

基于技能竞赛背景下的中等职业学校电工电子专业教学模式和方法，希望可以促进教学工作的顺利有序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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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ave created more 
demands for skilled and compound talents.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positions for the training of 
skilled professionals, and they are also extremely critical carriers, bearing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understands the important purpose 
of organizing and carrying out vocational skills competitions, analyzes the teaching status of electrical and elec- 
tronic majo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discusses the teaching modes and methods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majo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kill competitions. Hope it can 
promote the smooth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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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等职业学校在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过程中

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这得益于技能竞赛的有序组织

和开展。对于中职学校来说，有必要制定出更加合

理、完善、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促进校企之间的

合作以及交流，构建人才培养的新平台和新渠道，

最大程度上提高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水平。也

就是说，要求中职学校可以树立技能竞赛的思想理

念，基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培养更加专业的高级人

才，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的输送效

果和质量。 
1 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开展的目的分析 

近些年我国对于职业院校的技能比赛投入了更

多的关注，长时间以来，各地的政府部门在职业院

校的技能比赛的创设过程中付出了较多的精力进行

密切的配合，也体现出国家方面对于人才培养问题

的重视，真正意义上达到了职业技能竞赛的宣传以

及激励等多方面的目标和要求。有很多的学生积极

参与到了全国职业技能竞赛中，同时也促进了各行

业以及企业中的技术专家和领军人员共同参与配合

到职业技能竞赛的比赛设计过程中，展现出了我国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优秀成果，突

破了行业企业以及院校之间相互交流经验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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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形成了校企合作的桥梁，同时也营造成了一种

相对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氛围，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职业教育道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促进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 中职学校电工电子专业教学现状 
中等职业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他们要

培养的人才体现出了更高的实践性以及技术性特

点，在具体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时，有必要促进学生

对于理论知识的认知转化，帮助学生于理论知识以

及实践知识之间构建紧密的关联，也要为学生提供

合适的实践场景和场地，为学生适应社会的环境奠

定坚实的基础，更能够帮助学生在一些基本的活动

场景中锻炼自己的身体素质，强化学生的实际操作

技能，促进学生的成长，还能掌握在实际操作中一

些可用的技巧和方式，促进人才的形成。但是当前

在中等职业学校要开展的职业技能教育教学过程

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限制了学生能

力的发挥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形成，更忽视了学生的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因此而导致学生出现了就业困

难的问题，无法满足实际的岗位需要。学校方面并

没有基于学生的职业技能角度制定出教学的方案和

目标，在课程的设置以及人才的培养方面并不符合

社会对于人才的定位需求，严重影响到了中职院校

学生发展的道路[1]。 
由于中职院校电子电工专业的理论性以及综合

性要求更强，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投入更多的

努力，掌握好理论基础知识。而为了进一步加深学

生的理解，更需要中等职业院校结合自己校内的人

才培养情况，提供和学生需求更加匹配的实训教学

场景，结合当前社会中不同岗位的工作属性来为学

生制定出成长的方案，提供培训的道路，促使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未来职场工作的环境和氛围，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2]。如今中等职业

院校的教学中制定的教学教育目标已经完全脱离了

教学的实际，导致学生即便开展了实践活动，也无

法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充分的应用，并验证自己

所学的理论知识，相关的研究人员通过实验研究已

经发现，中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水平的影响因素丰富

多样，包括中等职业院校自身的师资队伍水平以及

教育理念，还有学校的基础设施资金的投入等。此

外，学校方面对于职业院校的技能竞赛开展存在认

知上的误区，他们会将职业技能大赛的平台作为荣

誉的象征，导致这种平台和职业教育的初衷背道而

驰，严重影响到学生实践能力的发挥和培养质量的

提升。因此中职院校就必须要积极转变传统落后的

教学理念，积极创新电子电工专业教学方式，全面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强化学生的素养，最终为社

会培养出大量符合岗位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使其

做出更多的贡献[3]。 
3 技能竞赛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电工电子专业

教学模式的优化分析 
3.1 根据企业中的岗位需求对电工电子专业的

课程进行优化调整 
电工电子类的竞赛题目不仅需要和企业的生产

实际情况之间相互匹配，更要符合国家方面颁布的

一些最新的标准和要求，确保其能够涵盖企业中岗

位的特殊需要，也能反映出中等职业院校中的学生

对于相关专业的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应用的能力，

从而促使学生的技能操作水平得到同步的提高，体

现出中等职业院校教学工作所具有的针对性以及实

践性特点。如今技能竞赛的比赛项目在不断更新和

优化，而使用的电工电子课程可能无法满足竞赛的

要求，因此必须要对课程的设置方案进行改善，但

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调整课程的模块，同时也需要

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体

现出职业道德教育以及综合素质培养方面的问题[4]。

中职院校更要根据竞赛的试题分析企业中的岗位技

术人才要具备哪些素质能力和知识，还要将提炼出

的岗位技能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础前提和依据，更应

综合考虑到各科的内容在教学工作中的相互融合以

及交流，促使最终设计出的知识内容满足岗位对于

理论和技能方面的特殊要求。因此，可以将电工电

子专业的教学课程设置成不同的模块，包括文化基

础课程以及专业基础课程，还有技能实训课程、顶

岗实习等，当电子电工类的生产岗位中需要的内容

和技术更新时，就随之同步更新专业的课程，以体

现出和职业岗位更加匹配的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目

标，最终开发出和中等职业院校的实际需求更加匹

配的校本教材[5]。 
3.2 促进项目教学法的推广应用 
针对技能竞赛的具体内容和技术走向进行研究

工作，能够得出项目教学反馈和当前职业院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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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更加匹配，尤其是在电供电子专业课程的教

学过程中，使用项目教学的方式，就能够将学生完

成工作项目作为前提，按照学生的实际操作情况来

划分不同的项目教学任务单元，并突破原本中存在

的限制，将教学工作中的各部分知识相互分解，形

成一个一个的小知识点，并将原本的教学项目任务

进行随机的分配，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获得

成就感，也能够在完成项目时更加专注，从中获得

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用项目教学

法更有助于解决电工电子专业教学中存在的理实脱

节的问题，也能在教学中融合更加先进独特的教学

方法，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标和要求，增长学生

的见解，扩大学生的认知范围，提高学生的理解程

度。要明确在项目教学法中选择项目内容时，必须

要将实用性作为基本的原则，确保学生参与到其中，

可以清晰看到自己的项目成果，并对其进行展示，

为中等职业学校电工电子专业教学工作的开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6]。 
3.3 鼓励学生成为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带头人 
学生在参与技能竞赛的过程中会付出更多的努

力，而一些学习过程中的领导人员可以在学习中产

生更加优秀的带头作用，促进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学校方面就可以组织这些优质的学生对其进行培

训，组织他们参加各类型的技能竞赛项目。而针对

在一些有价值的竞赛中获奖的学生可以为其提供奖

励，这种参加技能竞赛获得的优秀成绩对于学生来

说是很好的经验以及未来发展以及就业时的优势，

对于学校自己的声誉以及学校的品质升级也有着重

要的影响，尤其是参加省级以及国家级竞赛取得了

优秀成绩的学生。而相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其他的

一些没有取得预期理想成绩的学生，则需要由教师

来做好他们的心理辅导工作，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鼓

励，让这些学生认识到在技能竞赛中失败也是客观

存在的情况，并不是所有参与的比赛都会成功，让

学生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的能力和水平，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比如说可以

在平时的电工电子专业课程教学中安排这些有技能

竞赛经验的学生做组长，由他们来带领其他的学生

共同配合完成训练和指导的工作[7]。 
3.4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电工电子专业课程教学绝对不能将教师的讲解

作为课程中的主导，而是要在课堂中体现出学生的

关键地位，教学方式的选择可以使用直观的食物或

者是模型等传统的方式，结合软件模拟等信息化的

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活力，

让学生放手去做，也敢于体验教学中的一些内容，

确保学生所表达出的知识都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

法。这就需要电工电子专业的教师积极鼓励学生，

引导学生认真完成他们手中的作品，并通过模仿去

不断融合自己的理解，创造出和自己的风格更加匹

配的作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帮助学生

们完成作品的展示，来促进学生表达能力的提高，

帮助学生了解和参考其他学生优秀作品的优点，并

分析自己存在的不足，促进中等职业院校中学生对

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8]。 
4 结语 
总而言之，技能竞赛的开展是中等职业院校开

展职业教学工作中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学生成长

的有效方法，而要基于技能竞赛的背景下促进中等

职业院校教学体系的完善，就要进一步了解当前企

业中的岗位技能需求，对学校中原本课程内容进行

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对人才

的培养机制进行完善。在电工电子专业教学中，要

进一步发挥技能竞赛所具有的引导作用，确保所有

的师生都能够从中受益，促进中等院校职业教育的

顺利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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