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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钢结构施工课程教学研究
胡　望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1）

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钢结构建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钢结构造型多变，空间

布置灵活且外形美观大气，很受市场青睐。钢结构建筑质量又是钢结构建筑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钢结构建

筑施工尤为重要，《钢结构施工》作为高职土建类的核心专业课，从长远看来，在学校学习阶段就要依据市场和

企业对钢结构施工岗位的技能要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文主要讨论高职院校钢结构施

工课程的教学思路研究，以期为高职院校同课程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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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发展到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

来，高等职业教育为祖国和社会的建设发展贡献了大

量的专业技术人才，通过高职教育不仅提高了专业知

识和技能，也提升了专业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目前，

基于社会经济和市场需要的发展和快速变化，对于专

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2014年

6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1]；2019年国务院发布了《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2021年全国《政府工作

报告》对职业教育指出“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实施职业技能证书等级

制度”[3]，这是国家和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高

职土建专业的学生主要是培养从事土木工程专业的开

发、勘察、设计、招投标、咨询造价、工程施工、工

程监测检测等工作，这一类工作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和

劳动素养都有较高要求。同时，相关的企业对于毕业

生的需求侧重点发生了变化，以前更注重专业理论能

力转变到现在对岗位技能提出了明确需求，要求学生

不仅具备基本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学会各项专业技

能，甚至还有专业课程以外的技能。对于国家、社会

和企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也要具备基本的劳动素养。

需要个人品行要端正，有对工作认真对待、细心负责、

能吃苦不怕累的精神。只有具备了良好的专业技能和

劳动素养这两个基本条件，才能满足市场上企业的需

求，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长远影响。

立足于此，本文对高职土建类钢结构施工课程进行教

学思路的讨论研究。

1 课程的定位和基本情况

《钢结构施工》作为高职土建类的主干专业课，钢

结构施工课程着重培养建筑工程技术相关专业学习者

和建筑钢结构行业从业人员的钢结构施工和管理技能，

使学习者能在国家规范、法律、行业标准的范围内，

具备编制钢结构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设计并在施工

一线进行项目实践，具备从事本专业岗位需求的施工

安装技能。让学生了解钢结构材料的组成、分类及力

学性能；培养学生能识读钢结构施工图纸，掌握钢结

构的连接方式（焊接连接、机械连接、绑扎连接），

熟悉钢结构安装的施工准备工作、施工工艺、施工方

法以及对应的操作技术，为学生毕业后步入社会担任钢

结构施工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打下基础。

《钢结构施工》课程主要包括八个模块项目，分别

是：项目一，钢结构认知；项目二，钢结构材料；项

目三，钢结构构件制作与拼装；项目四，钢结构连接；

项目五，涂装工程；项目六，建筑钢结构的安装；项

目七，质量验收与质量保证措施；项目八，钢结构识图。

每一个项目的内容教学时都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

在授课基础上进行实际动手和实训。

2 教学目标及思路

教学目标及思路是专业课程教学的导向和中心，

是课程教学对学生提出的具体要求，教师按照教学目

标及思路对学生进行授课是专业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也是培养合格大学生的基本条件。因此要制定符合土

建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满足社会企业对土建

专业学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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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施工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知识目标，如图 1所示；二是能力目标，如图 2所示；

三是素质目标，如图 3所示。

三个主要教学目标充分结合了课程特点及课程内

容的组成，考虑了学习需要以及企业需要。探究了一

条围绕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目标为导向，融入职业素

养并结合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讨论研究一条“专

业知识教学 +模块任务驱动法 +实训”的教学思路。

3 专业知识教学

学生接触钢结构施工课程时，对钢结构并不怎么

了解熟悉，同时钢结构施工的专业知识是模块任务驱

动法和工棚实训的基础。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充分

地将钢结构施工的专业基础知识进行讲授，突出重点

难点知识，以及要动手实训的内容。运用案例教学法、

讨论法、讲授法等将专业模块知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

展现，提高学生的兴趣。

4 任务驱动法

任务驱动法 [4]是在课程教学中非常常用的一种方

法，教学效果好，但我们要结合钢结构施工课程的特点，

将任务驱动法用出新的特点，将教学效果更进一步提

升。具体执行的步骤是：第一步，先结合课程教学内容，

充分挖掘钢结构工程施工的实践案例，对应到章节内

容；第二步，根据搜集的资料，针对每一个章节的专

业内容给学生编制教学任务（如表 1所示），如运用

互联网短视频介绍钢结构建筑物，对应钢结构认知的

模块内容；第三步，将编制好的教学任务发送到学生

手中，将完成的要求和标准记性说明；第四步，任务

完成方法教学及对应专业课程内容的讲授教学；第五

步，学生动手完成专业课程教学任务；第六步，对学

生完成的模块任务进行检查，提出意见，可以根据任

图 1 钢结构施工课程知识目标

图 2 钢结构施工课程能力目标

图 3 钢结构施工课程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钢结构的连接

钢结构识图

钢结构验收

钢结构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能

钢结构拼接

钢结构涂装

编制钢结构施工方案

编制涂装工程施工方案

具备钢结构识图能力

会合理选用钢材

会检验钢材质量

会焊接和螺栓连接的计算

能力目标

良好职业道德

良好心理素质

良好敬业精神 团队协作能力

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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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第七步，完成任务后

的下一次课的总结与收获，可以教学生进行任务答辩，

对自己完成任务所采用的方法、完成过程以及完成结

果的情况进行总结。

任务驱动法最本质的内容是以任务为主线，以教

师和学生为主体，通过任务的布置使学生积极参与、

深入学习以及加强团队协作精神的有创新的一种教学

模式。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

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和

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能力。同时，学生完成任务后，

都会对完成的任务有成就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持续

学习的动力。

5 实训

钢结构施工课程对学生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学、

看、听的阶段，更应该注重动手实操能力的训练和技

能提高。钢结构施工中涉及的动手实操能力种类多，

如钢结构构件的制作、钢结构构件的预拼装、钢结构

的焊接、螺栓连接以及绑扎连接等都需要动手实操的

实践性内容。因此，可以在理论课程基础上将一部分

课时拿出来，带学生到学校的实训基地进行动手实践。

实训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一是使学生自己在动手

过程中会发现自己有哪些不会、哪些不懂；二是教师

可以通过学生的动手实训检验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

程度；三是可以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在动手实操时

需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确保操作安全。另外，学生

对动手的兴趣往往比对书本的兴趣要大很多，因此钢

结构课程的实训很有必要，能使教学效果更进一步。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通过实训实操，学生

可以更直观深入地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也

可以检验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否正确，两者

相辅相成，为今后步入工作岗位提供了实践基础。

6 结语

社会发展迅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更是尽在眼

前，因此，具有国家倡导的“工匠精神”[5]的技能型人

才将是未来的重要主角。对此，钢结构施工课程要放

眼未来，在钢结构施工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上注重技

能实操培训和劳动素养的提高，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

更容易就业，更具竞争力。本文就高职土建类钢结构

施工课程“专业知识教学 +模块任务驱动法 +实训”

的教学思路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在实践中有较好的教

学效果，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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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钢结构施工课程任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任务主题 完成方式 能力培养

1 钢结构认知
介绍具有历史或文化的

钢结构建筑
学生制作 PPT讲解

PPT制作能力、
表达能力

2 钢结构材料 介绍钢材的发展史 短视频
短视频制作、
上镜表达能力

3 钢结构构件制作与预拼装 构件拼装 模型模块拼装 实操能力

4 钢结构连接
找出三种连接方式的
建筑物并进行对比

课堂自行结合
PPT介绍

PPT制作能力、
表达能力

5 涂装工程 涂装工程施工工艺方案 方案编制 编制方案能力

6 建筑钢结构安装 单层工业厂房的专项施工方案 方案编制 编制方案能力

7 质量验收与质量保证措施
学生扮演不同参建单位人员，

进行验收程序的模拟
角色扮演，场景还

原
协调能力

8 钢结构识图 工程实际施工图识图 识图成果 识图能力

http://www.wenming.cn/ll_pd/ddjs/201705/t20170524_42598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