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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课程体系优化建设研究与实践
- - 采油工程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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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职业培训中不断优化课程结构,从分析采油工程专业定向生的特点入手,构建模块式课程体系,突出技能,强化应用,

培训效果显著提高,对其他岗位操作人员培训质量的提高具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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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Optimization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Training Course System
----Take Oil Recovery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Che Taijie
Daqing Oilfield Technology Training Center
[Abstract]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course structure in vocational training, starting from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ed students in oil engineering majors, constructing a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highlighting skills, strengthening application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it
has a reference function for improving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operators in other positions.
[Keywords] vocational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optimization; practice
实现油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提

标准,成为生产一线技术应用型人才。

高一线岗位员工的专业技术素质和岗位工作能力。近几年通

1 问题提出

过对油田公司定向生的培养,使采油工程专业学生德、智、

为实现油田定向生的培养目标,使培训教学更具有针对

体得到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性和实用性,在组织实施培养前,对培养对象、培养需求、原

力,掌握必备的采油工程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熟练掌握从事

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运行管

采油工程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具备较快适应工作岗位

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调研与系统分析。

的工作能力,达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规定的四级(中级技能)
国学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如果结合民族乐器进行传
播,那传播效果将有助于提升国学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乐器
文化的传承,进而为如何提高我国文化传播能力和国家软实

1.1定向生培养的特殊性
是推动国学文化不断创新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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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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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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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学会“十三五”规划课题《关于幼儿国学

播渠道的口口相传才存在。国学文化也正是基于大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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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定向生不同于原三年制技工教育学生,也不同于其
他长短期职前职后培训学员,教育培训对象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主要表现为：
1.1.1年龄方面,油田定向生在20-35岁之间,并且已婚、
生育的占一定的比例,具有成人培训教育的特点。
1.1.2学历方面,油田定向生文化层次差别较大,大部分
人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自主学习能力。
1.1.3知识与技能结构方面,油田定向生大部分是非工
科毕业,知识与技能结构复杂、多样。1.2原学制课程体系的
不足。

3.1一次优化
根据课程体系优化原则,确立学生的知识与技能结构,
以培养岗位应用能力与基本素质为主线,优化以应用性和实
践性为特点的专业课程体系,即构建模块式的采油工程专业
课程体系。优化后的课程体系由五大知识与技能模块组成。
每完成一个模块可获得一定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各模块之
间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培养目标的有力支撑。
每个模块包含若干个子模块,每个模块都有核心子模块,子
模块为核心子模块服务。
3.1.1职业素养教育模块。包括职业与道德、职业能力

1.2原三年制技工教育课程体系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与方法、职业规划与创新、法律基础知识、企业文化等课题。

1.2.1原三年制技工教育课程体系分为基础课、专业基

本模块完成职业素养能力的培养。

础课、专业课和生产实习四段式培养。课程体系强调知识的

3.1.2油藏工程技术及应用能力模块。包括石油地质基

系统性和完整性,每门学科自成体系,该课程体系不适合当

础、油田开发、提高石油采收率技术3个子模块,其中油田开

前油田定向生的培养需要。

发为核心子模块。本模块完成油水井资料的录取、审核、整

1.2.2相应的教材体系是以讲授学科为主,理论性过强,
教材内容与生产岗位实际脱节,不注重工艺技术的应用,不
利于定向生培养目标的实现。

理、分析及应用能力,油水井生产动态分析能力及油藏工程
新工艺新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
3.1.3采油工程技术及应用能力模块。含有机械制图、

1.2.3原三年制技工教育课程体系缺少专业实训课程,

采油机械设备使用与调校、采油工程技术及应用、修井工艺

学生形成的能力与生产岗位能力要求相差很大,达不到“零

技术及应用4个子模块,其中采油工程技术及应用为核心子

距离”上岗要求。

模块,本模块完成注采设备的使用、维修、保养、检测与调

从调研结果上看,必须对原课程体系和课程结构进行调
整与优化,按照调整与优化后的采油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来组
织与实施教学活动。
2 采油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优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与优化
原则

校能力,油水井生产分析及预防、处理事故与故障的能力及
采油新工艺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
3.1.4采油岗位技能模块。含有采油基本技能和采油综
合技能2个子模块,其中采油综合技能为核心子模块,本模块
完成油水井、站基本操作能力及生产管理能力,形成岗位综

2.1指导思想

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课程体系优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

3.1.5采油岗位生产实习模块。本模块完成岗位(职业)

适应岗位能力为目标,落实职业能力与技能所必需的知识与

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采油井岗位、注水井岗位、地质资料

技能结构,加强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专业技术应用能力、

岗位、油气集输岗位、油水井维修岗位等实践活动,逐步形

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专业课程体系调整与优化实现突

成中级工的岗位(职业)综合能力。

出技能、强化应用的目的。
2.2优化原则

3.2二次优化
实践表明,课程体系优化必须遵循由制定→实践→优化

2.2.1应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采油工程专业(中级)

→再实践→再优化……的动态调整过程,只有不断的实践与

主要是培养从事采油工作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应必备采油工

优化,才能使专业课程体系和课程甄于完善。因此,在教学实

程专业基本理论知识,掌握采油工程专业领域的基本技能,

践活动中,必须定期、时时研究与分析教学反馈信息,从而及

具备较快适应工作岗位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人才培养目

时掌握教与学双方对教学活动的意见,为进一步调整与优化

标是优化课程体系的依据。

专业课程体系和课程、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依据。

2.2.2应以工作过程为导向。采用工作过程分析法,分析

3.2.1二次优化的前期分析。为检测课程体系实施效果,

采油岗位(中级)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工作性质,以职业岗位和

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在一个学期的油田定向生教学实践活

典型工作任务确定课程,课程目标突出实际岗位要求,课程

动中,通过观察学生的课堂学习情绪与技能训练动作、课堂

结构实现模块化,构建符合实际工作任务的课程为主体的课

提问的回答与技能操作要领的掌握、课后征询学生意见与组

程体系,从根本上保证高质量地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

织学生座谈、教师课后交流与教研活动研讨等多渠道、多途

2.2.3应以“校企合作”为主线。根据油田企业对采油
岗位能力要求,结合职业技能鉴定的相关规定,实现校企合
作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职业岗位能力。
3 采油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建设流程

径获取教学反馈信息,对教学反馈信息进行整理与综合分析
如下：
(1)教学活动运行情况良好,专业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
的要求一致,课程模块结构合理,针对性和实用性强,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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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以能力为本位的专业课程体系优化原则。(2)油田定向

4.1.4删除与专业培养目标不相符合的课程内容,增添

生的实际文化水平远低于学历(学力)证书水平,这对学习专

生产现场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从而形成具有采油工程专

业技术理论与技能是一个严重的制约。(3)各课程模块均为

业特色的课程。

实践性强、综合性强、能力要求高的模块。一方面要求课程

4.1.5跟踪岗位能力要求。要对职业岗位需求进行调研,

内容与实际紧密结合,由于教学准备时间短,部分课程模块

跟踪岗位能力要求,从职业分析入手,本着“强能力、高素质、

使用的教材为代用教材和教师自编讲义,不同程度地影响了

活模块”的原则,研究与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课堂教学效果,也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另一方面课程模

4.2采用与课程体系相适应的教学方式

块要求学生应具有较高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

课程体系所体现的教学思想以及期望达到的教学目标

绘图的空间分析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等,由于学生学习能力

要依赖教学过程所采用的教学方式去实现。为此,在教学实

较弱,并且部分学生为非工科毕业,在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对

践活动中,采用与课程体系相适应,切实培养学生岗位能力

设备结构分析、油水井生产动态分析、故障的诊断、预防与

的教学方式,达到教学目标要求。

处理、参数计算与调校、分析和想象空间形体等知识与技能

在技术理论教学中,使用了一套以“循循善诱”为核心

的理解和掌握较慢,影响了课堂教学流程,因此根据学生特

的启发式理论教学方法。教学实践证明,这套理论教学方法

点优化课程模块大纲,优化课程模块对应的教材。

是一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并且能够全面提高学

从反馈信息与综合分析结果看,一次调整与优化课程体

生学习积极性的教学方法。

系中的某些教学元素仍不适合油田定向生的培养,必须进行

在技能教学中,创新采用了视频播放—技术讲解—教师

二次调整与优化,及时、适度地调整教学元素,使课程体系更

示范—分组训练与教师指导—技能讲评的先易后难、先简后

专、更精、更符合中级采油技术工人的培养要求,充分体现

繁的阶段式技能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职业教育特点。

对油田定向生的培养,经过几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活动,

3.2.2优化内容。(1)将油气集输及应用课题从采油工程

在不断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优化采油工程专业课程

技术及应用子模块中分离出来,增设油气集输及应用子模块,

体系,确保为油田输送合格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为油田产能

加强该项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以适应职业岗位体系的变化要

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求。(2)将采油基本技能子模块划分为采油基本操作技能和
采油基本分析技能两个模块。突出采油基本分析技能训练,
加强学生对设备结构分析、油水井生产动态分析、故障的诊
断、预防与处理、参数计算与调校等能力的培养。(3)对石
油地质基础子模块的模块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加大采油地质
知识与技能的结构比例,即加大其在总学时的权重,加强采
油地质应用能力的培养。(4)在优化课程体系的同时,优化相
对应的教材体系,突出知识与技能的应用性,充分体现职业
培训特点。
二次调整与优化后的课程体系见图示,如图1所示。
4 实践体会
4.1在调整与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时,必须着重考虑以下5
个方面：
4.1.1强调岗位针对性和实用性。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
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零距离”上岗,使“学生”与“岗位
工人”角色实现“无缝对接”。

图1

二次调整与优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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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突出灵活性。采油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与课程结
构要构建较宽的专业技术理论框架,使岗位员工具有岗位应
变能力,适应职业岗位体系的变化要求。
4.1.3注重课程内容组织的综合性。技能培训不能是单
一的、直线的,应该是综合的、立体的,需要有广泛的能力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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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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