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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示范项目注重对德国“双元制”教育资源的引用，以及对实训空间专业性的
优化，并在实训空间打造过程中强调文化氛围的构建。为借鉴德国先进教育理念打造具有丽水特色的
实训空间，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绿谷校区机电工程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术两个专业在“中德合
作，校区共建”的大环境下开展实训。结合国内外实训室空间布局，并依托学院现有的实训教学场所
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训空间打造，营造浓郁的中德合作文化氛围，将德国先进教育理念融入到学生的实
训训练中，以提升学生的技术技能。
[关键词] 中德合作；实训空间；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Sino-German Cooperative Practical Training Space
GE Xiaorong
Lishui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Sino-Germ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project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German "dual system"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space, and emphas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tmospher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training space. In
order to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education concept of Germany to create the training space with Lishui
characteristics, the two majors of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nd nume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green valley campus, Lishui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carry out practical training in the "Sino-German cooperation, and campus to build"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ining room space layout, and relying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existing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places of the college to build the practical training space, so as to create a
strong cultural atmosphere of Sino-Germa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e the German advanced educational
concepts into students' practical training to improve students' techn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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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未来更好的适应工作、开展工作做好
通关系，实现综合能力的提升。
其次，中德合作实训空间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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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德国实训空间文化的研究，并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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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训内容“上墙”展示

是借助德国专家的中期考试内容推动学

图2

橱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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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环境，并能够就问题进行彼此沟
通和交流，逐渐培养合作精神，这些都
能够为学生未来走上工作岗位、以及人
际相处奠定坚实的基础。培养学生技术技
能的同时，让学生的职业能力得以发展，
这与学院的核心实训教育理念相吻合。

4 结语
专业的发展能够服务学生的发展，
学生的发展才能推动专业的进步。机
电、数控等极具实践性的学科，更加需
要将实训空间构建理念融入其中，通过
空间文化的打造，建立专业性的实训空
间，让学生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参与其
中，让学生在实训过程中获得专业能力
和技术技能的双提升，促进学生的全面
成长。
图3

制度“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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