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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工程管理专业“岗课赛证”
四位一体综合育人模式研究

刘丙肖　杨亚楠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　培养高技能人才是职业院校的重要使命，“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综合育人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

本文以我校建设工程管理专业为载体，进行了“岗”“课”“赛”“证”实例分析。实际分析了岗位职业能力以

及对应的课程，实现以岗定课；职业资格证与“X”证相结合融入课程体系中，实现课证融通；官方赛事与行业

赛事相结合，校赛、省赛、国赛三级联动，实现以赛促课。实践证明，“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提升了职业教育的

适应性，提高了学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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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全国职教大会第一次提出推动“岗

课赛证”综合育人，为职业教育育人方式改革指明了

新的方向。“岗课赛证”融通的综合育人模式，是将

学校的专业课程与职业岗位、企业认证证书、技能竞

赛有机衔接，重构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内容，达到提

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适应性的目标。以岗为方向，以

课为基础，以赛为标杆，以证为检验，“岗课赛证”

综合育人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一套更具

适应性的创新解题方案。

1 高职院校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分析

根据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工程管理专业

全称为建设工程管理，属于建设工程管理类。主要培

养既掌握一定的通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又掌握本专业

建筑施工图识读与绘制、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建筑工程招投

标与合同管理、BIM 技术等理论知识，能够进行专项

施工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能够进行工程量清

单文件编制和招投标文件编制， 能够进行 BIM 建模和

应用，面向建筑业与工程技术咨询服务等行业的质量

员、造价员、施工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工程施工管理、

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和项目管理等一线工作， 具有“艰

苦奋斗、爱岗敬业、精益求精、高度责任感”的复合

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笔者对湖南省内开设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高职院

校进行了调研，开设本专业的院校有 10所，其中公办

院校 7所，民办院校 3所。9所学校培养方向为建筑工程，

1所学校为公路方向。人才培养的职业面向为造价员、

施工员、质量员、监理员等。10所学校的人才培养方

案都做了职业能力分析，将岗位的职业能力与课程对

应。2所学校做了课程与证书的融通分析，1所学校做

了岗课赛证融通分析。虽然在岗课赛证融通大背景下，

各个学校都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还存在着融通路径

不详实，实施逻辑不清晰等问题。

2 基于“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综合同育人的

实施逻辑

“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是随着产教深入融合需求和

职业技能大赛、“1+X”证书制度等作为产教深度融合“推

进器”而被广泛认可的，其联结产业界、教育界、竞赛界、

证书界四大系统，在市场人才需求侧和人才培养供给

侧的双向结构要素中深度融合，构建新时代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的融合育人模式。[1]“岗”是指岗位核心工作

任务，“课”是指课程体系，“赛”指各类技能比赛，“证”

是指职业资格证书和“X”证书。“岗”是本源性的，

是“课”“赛”“证”的逻辑起点；“课”“赛”“证”

是围绕职业核心素养而展开的育训课程的总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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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缘“岗”而设、随“岗”而改，是派生性的。[2]“课”

是学校培养人才的载体，可以将“岗”所需技能转化

为学习者职业能力，由此可见课程建设是四位一体的

育人的核心工作。

“课”与“岗”的融通需要学校和用人单位评价，

更需要通过“赛”“证”予以检验和矫正。基于此关系，

奠定了融通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

3 工程管理专业“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综合

育人具体实践

近年来，在建筑业全面转型升级和数字建筑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我校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结合“1+X”证

书试点，开展了“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综合育人模式改革。 

表 1 造价员岗位与课程对应关系

职业岗
位名称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分析 对应课程

造价员

工程计量
与计价

1.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估算。
2.编制建设工程项目概算书。
3.编制建设工程项目预算书。
4.参与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与
咨询服务。

1.绘制和识读建设工程图纸的能力。
2.准确计算建设工程量的能力。
3.编制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估算的能力。
4.编制建设工程项目设计概算的能力。
5.规范编制施工图预算的能力。
6.准确计算标底及编制招标文件的能力。
7.编制工程投标文件，参与投标工作的
能力。
8.编制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结算的能力。
9.工程变更费用计算的能力。
10.编制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决算的能力。
11.建设工程成本分析与控制的能力。
12.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的计算和分析
能力。
13.应用 BIM技术进行工程造价管理的能
力。

1.建筑结构与识图。

2.建筑构造与识图。

3.建筑施工技术。

4.建筑工程计量与计

价。

5.工程造价 BIM软件

应用。

6.工程招投标与合同

管理。

7.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招投标与
合同管理

1.编制建设工程招投标文件。
2.工程变更及合同价款调整。
3.费用索赔计算及文件编制。

工程结算
1.编制建设工程项目结算书。
2.编制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决
算书。

图 1 课证融通示意图（T为学期，星号为核心课）

施工员、质量员

造价师、建造师、
监理工程师

建筑构造与识图 T1-2

职业资格证 课　程 “Ｘ”证

建筑工程识图（第 2学期组考）建筑结构与识图 T2

建筑 CAD与制图 T2

建筑材料 T1

★          建筑施工技术 T3

★  工程造价 BIM软件应用 T4

★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T3

★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T5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T4

★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
                      管理 T4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
管理（第 3学期组考）

工程造价数字化应用
（第 4学期组考）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9期 (下 )总第 508期科教文化

108

3.1 以岗定课，梳理岗位与课程的关系

首先进行工作岗位分析，我校与企业联合成立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通过下企业调研确定为造价员、

施工员、质量员等岗位。根据这些岗位的职业标准提

炼出典型工作任务，根据工作任务分析出职业能力要

求，确定出所开设课程。以造价员岗位为例，造价员

岗位与课程对应关系见表 1。职业能力是课程总目标，

是制定课程标准的参考依据。

3.2 课证融合提升，提升职业能力

建筑类的证书目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资

格证书，初级证书如施工员证、质量员证等，一般由

行业建设人力资源协会组织，学生毕业后即能参考。

晋升证书有建造师、造价师、监理工程师等，由省或

国家统一组织考试，要求具有工作年限才能考。另一

类是教育部推行的“X”证书，主要有基础型技能、岗

位型技能、行业趋势型技能 3种 [3]，基础型技能诸如建

筑工程识图、土木工程混凝土材料检测等，岗位型技

能诸如工程造价数字化应用、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

计等，行业趋势型技能诸如建筑信息模型（BIM）、装

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等。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选择施工员、质量员、二级

造价师等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建筑工程识图、建筑工程

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工程造价数字化应用等“1+X”

证书，具体融入课程与开设时间见图 1。

我校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在第 5学期只开设 12

周课程，第 6学期为顶岗实习，第 1学期主要开设公

共课程，所以学习专业课程的“黄金时间”为 2/3/4学期。

实践证明，将“X”证书融入课程中，不但可以增加课

堂的延展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参与度大幅提高，证书的通过率保持在 90%

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融入使教学内容更贴近于工作

岗位，所用即所学，增加了学生就业筹码和就业后的

适应性，为毕业生考取职业资格证奠定了坚实基础。

3.3 以赛促学，提升课堂育人效果

“职业教育技能大赛是链接经济产业与职业院校教

学的重要机制，技能大赛有推进教学模式改革、促进

教学方式改进的作用”。[4]本校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技

能竞赛采取行业赛与官方赛事结合，“校级、省级、

国家级”三级递进的竞赛结构。校级竞赛采用了“建

筑工程识图”“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和“思

政知识竞赛”三个赛项，由学校社团组织，教师和上

一届获奖学长组成教学团队。校级竞赛注重大赛普惠

性，以调动学生全员参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选拔

省赛选手为目标，其中思政知识竞赛旨在提升大学生

思想理论水平和对时政热点的关注度。省级比赛采用

了“建筑工程识图”和“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

两个赛项。省级比赛为选拔性、引领性赛事，其比赛

内容来源于真实工作岗位，将比赛内容融入平时的教

学当中，可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教学效果。

如建筑工程识图赛项，课程理论部分将赛项的知识融

入教学过程中，课程实践部分利用大赛平台（中望识

图平台）集中训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国家级赛事

有“建筑工程识图”和“全国数字建筑创新应用大赛”。

其中全国数字建筑创新应用大赛的前身是全国数字建

筑百万人才挑战赛，2022年变更了名称。该赛事主要

以工程造价 BIM软件应用课程为载体，依托主办方提

供的线上学练资源，增加了课堂的延展性，学生在闯

关游戏中获得了职业能力的提升。近年来竞赛成绩斐

然，获得省级以上荣誉 20余项，其中获得全国特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4 总结

综上所述，在建筑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工程管理

专业“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综合育人是培养适用岗位

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其有效实施

为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服务于地方经济打下了坚

实基础。不同专业在“岗”“课”“赛”“证”方面

大有不同，应结合专业实际分析。本专业结合办学实

际，在“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方面做了有益探索与实践。

实践表明“岗课赛证”综合育人可以提升育人效果，

培养的毕业生就业对口率显著增高，广受企业好评。

参考文献：
[1]　张慧青 .高职院校“岗课赛证”融合育人模式的现
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J].教育与职业 (上 ),2021(11):27-31.
[2]　王丽新 .高职院校“岗课赛证”综合育人的内涵与
路径探索 [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11):30-35.
[3]　王海强 .高职工程造价专业岗课赛证融通模式探索
[J].山西建筑 ,2021,47(23):179-181.
[4]　朱德全 ,杨易昆 .职业教育“产赛教”融合 :机理、
问题与治理 [J].职教论坛 ,2020,36(11):3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