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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 一体化

“371”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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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 一体化“371”课

程体系构建与实践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职业教育作为肩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全面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职业教育核心职责。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课程体系既是学校

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的具体化，又是实现培养目标的载体，保障和提高教育

质量的关键。

成果根据职业岗位能力的需求，实现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将

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企业工程项目与教学内容融合，构建以“职业标准融入、

生产过程切入、工程项目嵌入、技能证书引入”工学结合，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

371 课程体系。

开发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工作过程项目化专业核心课程；以具体工程项目为

载体重组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内容，按照“设计、施工、管理”工程项目建设过程，

开发“全建设周期”模块化专业核心课程；以工作任务驱动进行课程教学实施；

围绕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从事职业岗位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系

统化设计七个典型工程项目模块课程内容；建设“教学做”合一的理实一体化教

学平台；建设融“颗粒化”资源理念的开放共享专业教学资源库，开展“项目嵌

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教学模式，解决职业教育教学设计职业性不明显，教

学目标与培养目标不一致的问题；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学生接受性差的问题；

专业教学资源匮乏和资源不共享，教学互动性差的问题；人才培养不适应行业，

社会对人才规格多变的需求等重点难点问题，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生

就业率，我院该专业毕业生近五年就业率一直保持 97%以上。

成果对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有重要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在国内同类院校产生了较大影响。十年来，30 余所高职高专院校考察交流学习，

20 余所借鉴该项成果进行专业建设和改革。

（一）背景与意义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提出

改革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按照科技发展水平和职业资格标准设计课程结构和

内容；推动教学流程改革，依据生产服务的真实业务流程设计教学空间和课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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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推动教学方法改革，通过真实案例、真实项目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探究

兴趣和职业兴趣。

教育部印发《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教师函〔2019〕

4 号）中提到构建对接职业标准的课程体系。服务“1”与“X”的有机衔接，校

企共同研究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按照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制订完善课程

标准，基于职业工作过程重构课程体系，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课

程标准和教学内容，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等有关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促进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相互融通。研究制订专业能力模块化课程设置方案，

积极引入行业企业优质课程，建设智能化教学支持环境下的课程资源，每个专业

按照若干核心模块单元开发专业教学资源。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作为学生数量较多、行业企业需求迫切的专业，

2011 年立项“高职院校供热通风与空调技术专业特色办学的研究”课题，联合

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等校企合作单位开展课题研究，通过建筑安装企

业对本专业人才需求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确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创新构建

“371”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开发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工作

过程项目化专业核心技能课程，核心技能课程融“课程内容系统化、课程结构模

块化、课程资源颗粒化、课程平台一体化”理念进行设计；开展“项目嵌入、任

务驱动、模块实施”教学模式和方法；建设“教、学、做”合一的理实一体化教

学平台；开发“工学结合”的项目化教材等特色鲜明的成果，2013 年课题结题。

从 2013 年 7 月开始建设职业教育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至

2017 年 7 月建设完成，并通过教育部验收。通过这两个项目的建设，创新基于

“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的“371”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课

程体系，课程体系通过多年的运行实施，教学质量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受到

用人单位高度认可，学生就业率不断提升。五年来，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

业一次就业率 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 90%以上，专业对口率 85%以上。

实践证明，成果对实现高职供热通风与空调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产生重大成效，

专业走上“高质量、高成才、高就业、高发展、终生学习”的良性发展轨道，专

业整体地位和影响力居全国同类高职院校前茅，在金平果公布的 2020、2021 专

业排名中，我院供热通风与空调技术专业为全国第一。同时，2021 年供热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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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调技术专业被黑龙江省教育厅批准“3+2”高本贯通培养试点专业，并已招

生。

成果对专业教学改革有重要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课程体系以及课程构建、

理实一体化教学平台、教学创新团队、专业教学资源库实施有举措、有成效，成

果被省内外多所高职院校借鉴，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国内同类院校产生了较

大影响。

（二）创新与实践

1.创新“371”专业核心课程体系，解决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不一致的问题，

深化教学改革

教学设计突出了职业的定向性和针对性，改变教学内容与实际岗位需求脱节。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根据从事工作岗位涉及典型工作任务，围绕该专业

主要涉及的三类工程为主线，以七个典型工程项目为支撑，加一年跟岗实践及顶

岗实习的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化“371”专业核心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充分体现

“德技并修，工学结合”。核心技能课程设置与职业岗位真实工作内容相一致；

实践教学标准与职业岗位能力标准相一致；人才培养过程与实际工作过程相一致，

使专业建设契合实际需求，使学生高素质获得的知识、技能，能真正满足职业岗

位的需求。

2.构建工作过程的“全建设周期”模块化专业核心课程，解决教学内容缺

乏系统性，学生接受性差的问题

以企业真实项目的全过程为教育教学背景，确定专业毕业生所从事职业岗位

对知识、能力和素质的需求，以具体工作任务为载体重组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内容，

按照“设计、施工、管理”工程项目建设过程，开发“全建设周期”模块化核心

技能课程 7门，课程实现“职业标准融入，生产过程切入、工程项目嵌入、岗位

证书引入”，满足专业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其中室内给水排水工程

施工、室内供暖工程施工、通风工程施工 3门课评为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全

建设周期”模块化核心课程，其教学内容更为系统、连贯，减少教学内容重复，

提高学习效率，学生学习兴趣，接受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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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71”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3.推行“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教学模式，实现教学做合一

将企业职业岗位的知识与能力要求融入课程标准和教学活动中，创新“项目

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教学模式，即充分体现“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又全面实施教师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的模式。

教学过程以完成工程项目为载体，通过布置教学任务进行教学实施，教师根

据模块化课程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实现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在

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度，充分体现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教学效率。

4.建设“教、学、做”合一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平台，满足基于工作过程的

项目化教学的要求

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把企业及行业标准引入到实训室、实训车间的设计方

案中，完成“教、学、做”合一的一体化教学平台的顶层设计。建成建筑给水排

水、供热、通风空调三个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平台和工程项目管理实训室，还建立

了满足工种操作实习的管钳工、通风工、焊工等实训车间，以及地源热泵、太阳

能热水供应系统的生产性教学平台。教学均在多功能一体化实训室内及车间内进

行，使学生处在真实情境之中，模拟各种工作角色，以典型工程项目为教学实例，

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合作完成独立工程项目每一个环节，包括收集信息、设计方

案、施工安装、施工预算及运行调试等工作，实现工程项目与专业教学零距离对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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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发“369”型开放共享型教学资源库，实现资源库共享，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职业教育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从 2013 年 7 月开始建

设至 2017 年 7 月建设完成，通过教育部验收。

构建服务“学校、企业、社会”三类人群，开发“专业标准库、网络课程库、

行业企业信息库、专业师资库、职业培训库”六大资源库，通过“自主学习系统、

职业培训系统、网络教学系统、资源检索系统、交流与咨询系统、实习就业指导

系统、行业服务系统、“四新”展示系统和科研交流系统”九个功能系统的“369”

型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有效解决了职业教育供热通风与空

调工程技术专业优质资源教学资源缺乏，优质教学资源共享难的瓶颈，满足学校、

企业、社会等学习者的专业教学、自主学习、职业培训、实习就业、技术服务、

科学研究等多方面需求，支持全国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70 余所高职院校

的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

资源库用户覆盖广，利用率高，成效显著。网上注册用户分布 25 个省市，

用户总量达 45143 人，其中学生 39946 人，教师 3177 人，企业员工 875 人，社

会学习者 1139 人，资源素材应用 185638 次，用户活动总量 42892 人。

（三）成果主要创新点

1.课程体系创新：构建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371”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深

化教学改革

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以学生为主体、以真实项目为载体，职业岗位进课

程、工程项目进课堂。围绕该专业主要涉及的三类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供

热工程、通风与空调工程）为主线，以七个典型工程项目（室内给水排水工程、

建筑小区给水排水工程、室内供暖工程、集中供热管网和换热站工程、锅炉房设

备安装工程、通风工程、空调工程）为载体，加一年跟岗实践及顶岗实习的基于

工作过程的项目化课程体系。有效解决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不一致的问题，深化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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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69”型专业教学资源库平台架构图

2.核心课程创新：构建工作过程的“全建设周期”模块化专业核心课程，

适应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规格多变的需求

大胆地对原有课程中的教学内容进行解构，构建以具体工作任务为载体重组

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内容，按照“设计、施工、管理”工程项目建设过程，开发 7

门“全建设周期”模块化核心课程，解决课程知识点重复、前后课程缺乏延续性，

缺少贯穿基本职业技能主线，缺少优化配置，导致学时过大，增强课程的灵活性，

形成模块化、弹性化的课程，适应行业和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规格多变的需求。

3.课堂教学创新：实施“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开展课堂革命

教学实施以完成工程项目为载体，通过课前教学任务布置，学生利用线上开

放课程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课上任务下达，项目实施，课后重点、难点内容的延

展微视频和其它资料，拓展学生的专业认知面，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教师

根据模块化课程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度，实

现“做中学，学中做”，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教学效率。

4.实践教学环境创新。创新集“教、学、做”合一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平台，

推动项目化教学实施

建设包含校内实训室、校内实训车间、以真实工程为载体的实践教学基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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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外实习基地的“教、学、做”合一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平台，满足供热通风与

空调工程技术专业基于工作过程项目化教学的要求，推进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

术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

5.教学信息化创新。创新开发“369”型开放共享教学资源库，推进信息化

教学和信息技术应用

建设开放共享型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资源库建构遵循

“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粒化资源”的逻辑，通过联合院校、企业共同开

发“服务三类人群、六大资源库、九大功能系统”的“369”型专业教学资源库，

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网络课程等优质资源，支撑教师开展网上教研、网上支教、

在线备课、布置和批阅作业、在线答疑等教学活动，支撑学生在线自主学习、完

成作业、讨论协作等活动，实现“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样样有学”

的终身教育目标。

（四）成果应用与实践效果

1.教学受益面大，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生竞争优势明显

基于“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协作”一体化“371”课程体系在供热通

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应用，取得良好的效果，人才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近五年

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 90%以上，专业对口率 85%以上。

用人单位普遍认为，毕业生工作能力强，掌握的专业知识系统、全面和实用，具

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合作能力，能够很好地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专业整体地位和影响力居全国同类高职院校前茅，在金平果公布的 2020、2021

专业排名中，我院供热通风与空调技术专业为全国第一。同时，2021 年供热通

风与空调技术专业首批被黑龙江省教育厅批准“3+2”高本贯通培养试点专业，

并已招生 2个班额。

成果被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辽宁建筑职业学院等 20 余所高职院校先后

借鉴或引用，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丰富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

内涵，满足行业企业对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实现了全国范围内成果推广。

2.教学成果斐然，成果辐射广泛，产生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全建设周期”模块化核心课程，其教学内容更为系统、连贯，减少教学内

容重复，提高学习效率。室内给水排水工程施工、室内供暖工程施工、通风工程

施工 3门课评为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六化一式”《室内供暖工程施工》精



9

品在线开放课程获 2018 年教学成果省级一等奖。

我院牵头申报的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

库项，经五年的应用，网上注册用户分布 25 个省市，用户总量达 45143 人，其

中学生 39946 人，教师 3177 人，企业员工 875 人，社会学习者 1139 人，支持全

国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70 余所高职院校的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

的人才培养。《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实

践》获 2018 年教学成果省级特等奖。

2017 年以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为龙头组建的建备类专业群，为黑

龙江省双高项目专业群。2019 年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群）获首批国家级职

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

3.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行业企业关注度高

“371”课程体系、模块化课程和“教、学、做”合一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平

台、专业教学资源库等成果在省内外高职院校中推广，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

国内同类院校产生了较大影响，20 余所高职高专院校考察学习改革经验，并借

鉴我院该项成果进行课程建设和改革。

成果多次在省内外大型学术研讨会交流，高职高专教育网、核心期刊等媒体

宣传，扩大了成果的推广力度和应用面。2017 年吕君、韩沐昕到山西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进行资源库宣讲；吕君

受邀在 2018 年全国建筑设备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做主旨发言，产生极大反响；2018

年吕君、王全福受邀参加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承办辽宁建筑设备职教集团系列活动，

做关于“全建设周期”模块化核心课程开发与实施的讲座；2019 年吕君在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培训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大会发言。2021 年国培 173、174 项目，

吕君为学员做关于“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实践培训。。该成果得到中国建筑

公司、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高度赞扬，也得到建筑设备类

专业分指导委员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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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成果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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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2 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鉴定书

成果名称
基于“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一体化“371”课

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成果第一完成人及

其他完成人姓名

吕 君 王全福 王宇清 郑福珍 苏德权

韩沐昕 石 焱 刘 影 毕 轶 付 莹

成果第一完成人

及其他完成人

所在单位名称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组织鉴定部门名称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鉴定组织名称
基于“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一体化“371”课

程体系构建与实践鉴定专家组

鉴定时间 2022 年 05 月 20 日

鉴定意见：

基于“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一体化“371”课程体系，探索符

合当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方向教学成果。创新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体

系、“全建设周期”模块化专业核心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理实一

体化教学平台的实践教学环境以及专业教学资源库的教学信息化等教学方法，

有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打造学生的核心竞争力——职业技能。

该成果有效解决职业教育教学设计职业性不明显，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不

一致问题；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学生接受性差的问题；专业教学资源匮乏和

资源不共享，教学互动性差的问题；人才培养不适应行业，社会对人才规格多

变的需求等重点难点问题。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毕业生可持续发展能力，

满足社会对人才规格多变的需求，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显著效果。

专家组认为该成果符合现代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方向，成果被省内外多

所高职院校借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国内同类院校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同

类高职院校课程体系建设具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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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教学成果通过鉴定，并推荐申报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

学成果奖。

鉴定组织负责人：

2022 年 5 月 20 日

组织鉴定部门意见：

同意专家组鉴定意见

盖 章 填写人签字：

2022年 5月20 日

鉴定成

员姓名

在鉴定组

织中担任

的职务

工作单位
现从事

专业领域
职称 职务 签字

崔崇威 组长
哈尔滨工
业大学

环境工程 教授 博导

孔祥华 组员
黑龙江民族
职业学院

职业教育 副教授 副院长

刘兴革 组员
哈尔滨商
业大学

职业教育
研究

教授
职教学
院院长

孟维军 组员
哈尔滨铁道
职业学院

职业教育
研究

副教授 副院长

杜丽萍 组员
哈尔滨职
业学院

职业教育
研究

副教授 处长

宋毅 组员
哈尔滨科技
职业学院

职业教育
研究

副教授 处长

任滨侨 组员
黑龙江省
科学院

科学研究 副研究员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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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一级党委对所有主要完成人的政治表现、师德师风、廉

政情况鉴定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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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嵌入、任务驱动、模块实施”

一体化“371”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教学成果

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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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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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

1.国家级教学资源库：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国家级专业教学

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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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建筑设备工

程技术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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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立项建设单位

序号 专业领域 学校名称 所在省份 专业方向

1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 机电一体化技术

2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工业机器人技术

3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 电气自动化技术

4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5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 机电一体化技术

6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工业机器人技术

7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电气自动化技术

8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工业机器人技术

9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电气自动化技术

11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山东 机电一体化技术

12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 电气自动化技术

13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机电一体化技术

14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工业机器人技术

15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机电一体化技术

16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工业机器人技术

18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工业机器人技术

20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机电一体化技术

21 Web前端开发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软件技术

22 Web前端开发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软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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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Web前端开发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 软件技术

24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计算机应用技术（高

速列车智能运维）

25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软件技术

26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 软件技术

27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软件技术

28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 软件技术

29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软件技术

30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1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计算机网络技术

33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34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计算机网络技术

35 航空装备技术与应用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飞行器维修技术

36 航空装备技术与应用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37 航空装备技术与应用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38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天津市职业大学 天津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9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0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1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 新能源汽车技术

42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3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4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5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6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7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8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9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50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建筑工程技术

51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 建筑设计

52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53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建设工程管理

54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建筑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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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制冷维修行业良好操作区域级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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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龙江省“双高”建设专业群：建筑设备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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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年 5月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通过了 IEET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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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1-2022 年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高职院校专业竞争力

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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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1年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成为高本贯通试点专业并正

式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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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奖情况

1.省级教学名师、教学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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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成果

（1）省教学成果特等奖：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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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六化一式”《室内供暖工程施工》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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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室内供暖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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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室内给水排水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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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通风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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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BIM 技术应用（建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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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思政建设示范课程：《室内给水排水工程施工》获省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示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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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微课教学比赛：黑龙江省第七届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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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能力比赛：黑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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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研获奖

（1）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2）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研成果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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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研成果优秀奖

（4）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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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建筑设备类专业说课、说专业、论文竞赛获奖

（1）2015 年，第二届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建筑设备类专业说课竞赛一

等奖

（2）2015 年，第二届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建筑设备类专业说专业竞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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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 年，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建筑设备类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优

秀论文一等奖

（4）2016 年，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建筑设备类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优

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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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 年，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建筑设备类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优

秀论文二等奖

（6）2016 年，全国土建类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优秀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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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7 年，全国建筑设备类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优秀论文一等奖

（8）2017 年，全国土建类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优秀论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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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学生技能竞赛获奖

（1）2020 年第九届黑龙江省高校“龙建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水暖系统安装技能竞赛一等奖

（2）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建设教育杯”职业技能竞赛——中、高

职组 -水暖系统安装赛项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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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黑龙江省第二届高等院校建筑信息模型（BIM）及建

筑物理环境模拟大赛三等奖

（4）2018 年，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建筑信息模型

（BIM）应用技能大赛全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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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5 年，第一届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建筑设备类专业技能竞赛优

秀奖

（6）2019 年，第九届黑龙江省高校“龙建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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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0 年全国智能楼宇及空调系统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三等奖

（8）2021 年（第 14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黑龙江省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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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1 年，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第十二届全国“斯维尔杯”BIM-CIM

创新大赛

（10）2021 年，黑龙江省教育厅-第十七届工银融 e联“挑战杯”黑

龙江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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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院级课改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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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黑龙江省城乡建设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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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1年度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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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广应用证明

1.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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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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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50

4.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应用推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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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推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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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应用推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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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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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应用推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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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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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程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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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核心期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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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职高专教育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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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会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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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课题

1.《高职院校供热通风与空调技术专业特色办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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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卓越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3.《供热通风与空调专业理实一体化实践教学平台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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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风工程施工》课程有效教学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5.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空调工程施工》课程开发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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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于“互联网+”建筑设备工程类专业群在线开放资源的建设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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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供热专业资源库中课程的创新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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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供热工程运行调控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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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专利

1. 发明专利：一种热能聚集型管道供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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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明专利：供热工程运行调控虚拟仿真实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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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明专利：新型污水处理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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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明专利：一种间歇性真空微波预处理燃料酒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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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明专利：暖通管道塑料自然弯曲支撑暖通管固定装置及操作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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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明专利：一种节能型的除湿空气能制冷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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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明专利：一种供热系统热量缓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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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太阳能供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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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供热通风用空气净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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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用新型专利：地暖降温混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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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用新型专利：电动疏水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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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用新型专利：节能型煤水暖两用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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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新型水暖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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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用新型专利：管道内管壁污垢清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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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实用新型专利：暖通发热片维护用排气辅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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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实用新型专利：用于供水管路断管平头取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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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空调制冷管运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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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暖通空调通风系统使用消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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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实用新型专利：新型空调散热器连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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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建筑施工供热通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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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家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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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实用新型专利：实用供热反冲洗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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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便于电采暖设备与太阳能设备连接的对接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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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

1.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2 部）

2.《集中供热工程施工》、《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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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暖及供热管网系统安装》、《供热工程》

4.《高层建筑采暖设计技术》、《集中供热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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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锅炉与锅炉房设备施工》、《集中供热工程施工》

6.《暖通识图快速入门》、《通风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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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室内供暖工程施工》、《通风与空气调节》

8.《建筑给水排水工程施工》、《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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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筑设备 BIM技术入门》、《室内供暖工程施工》



95

七、教育教学论文

1.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设计与开发

2.建筑设备类专业人才需求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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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卓越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4.混合式 O2O 教育教学模式在职业教育供热专业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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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多岗位需求的在线课程资源应用的创新研究

6.《室内供暖工程施工》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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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供热通风与空调技术专业特色教学模式探讨

8. CDIO 教育模式在高职建筑设备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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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空调工程施工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平台的开发

10.通风工程课程有效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100

11.资源库中《室内供暖工程施工》网络在线开放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12.浅析《室内供暖工程施工》在职教云平台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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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供热工程运行调控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实训项目研发

14.基于专业集群基于建筑设备工程类专业集群在线开放资源，进行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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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高职院校新型活页式教材的编写与探究

16.1+X证书制度下高职造价人才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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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供热工程运行调控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应用与实践

18.职教云室内供暖施工课程在岗位需求中的灵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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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业论文

1. Solar Air-Conditioning Refriger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Research Progress

2. Training Project R&D of The 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platform

of heating engineering operation &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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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聚酰胺复合纳滤膜对苦咸水的处理效能研究

4. “生活垃圾焚烧虚拟仿真实验”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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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udy on the Regional Suitability of Green Campus

6. Effect of Thermal Bridges on the Indoor Thermal Environment of Passive Buildings

in Cold and Dry Climate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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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参加培训情况

1. 职业教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高级研修班--北京炎培教育科技研究

院--20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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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筑信息模型与应用专业领域

师资培训--天津大学--20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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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职业院校育双高背景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级研修班--北京

炎培教育科技研究院 202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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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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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企双元合作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开发实践与案例分享

培训--聚焦职教--20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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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森高校生涯课程导师资格认证--20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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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双元制”职业教育专题培训（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

培养培训基地--同济大学）20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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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课程思政”教学法与育人质量提升研修班培训（聚焦职教）

--2020.05.14

8. 特高市政工程识图职业技能师资培训--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

地--2021.10.25



119

9. 新时代育新人-聚焦课程思政 落实立德树人培训班--北京中唐方

德科技有限公司--20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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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班--中国高职发展智库

--202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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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厚植爱国情怀涵育高尚师德网络培训（国家教育行政院）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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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课程思政培训--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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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国职业院校 2020年暑期开学前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北

京炎培教育科技研究院--20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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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国职业院校 2020年暑期开学前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北

京炎培教育科技研究院--20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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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助推“双高计划”顺利实施（第二期）高级研修班--中国教育会

计学会高等职业院校分会--2021.7.24

16. 中国制冷维修行业良好操作培训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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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制冷维修行业良好操作培训 201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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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被动房设计师--德国被动房研究所 202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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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生参与专利、工法、获奖

1.机电预留预埋成套施工工法--2019级毕业生鲍俭

2.第二届建设工程 BIM技术大赛安装施工二类成果--2019级毕业生

鲍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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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Ⅱ 类成果--鲍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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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用新型--一种多功能管道操作架--鲍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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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用新型--一种机电预留预埋点位标识盖章装置--鲍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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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用新型--一种应用于铝模板体系中的桥架预留洞口装置--鲍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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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用新型--一种结构梁底预埋线管免开孔装置--鲍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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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用新型--一种水暖预埋套管防错位装置--鲍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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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三届山东省建设工程 BIM应用成果天元杯一等奖--鲍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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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交集团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BIM高端培训示范班结业--黄超

11.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红色经典朗读活动三等奖--黄超



141

12.首届 BIM技能竞赛一等奖--黄超

13.中交集团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BIM高端培训示范班优秀学员--黄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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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决赛优秀选

手--黄超

15.2021年雄安启源项目部优秀员工--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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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21年度先进工作者--盖恩思

17.2021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奚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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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1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王森

19.中建二局北方公司优秀党务工作者--王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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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IM高级工程师--李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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