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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探析*

关 雷，史子木，蔡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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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课程是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的一门能力拓展类的实践课程，课程涉及多学科、

课程内容综合性强、相关参考资料少，故教学难度大。通过建设教学资源库，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个性化

学习方案，从而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主要从课程建设背景、课程建设目标、课程建设思路、课程建设实践等几方

面阐述了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的过程，为制造大类高职院校综合实践类课程及专业创客教育教学

资源库的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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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Makers in Fields of Optics, Mechanics and Electronics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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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kers in Fields of Optics, Mechanics and Electronics Applications is a practical course for the capacity develop-

ment of students in the major of optics, mechanics and electronics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he course is multidisciplinary and highly

integrated, but without much relevant information, which causes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The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can provide

abundant high-quality resources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programs, so that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can be improved. This pa-

per explain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for the course Makers in Fields of Optics, Mechanics and Electronics

Applications in aspects of background, aim, idea and practice of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especially in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 maker education courses for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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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深化高职教育改革，加强专业和课程

建设，推进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与共享，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1-4]，教育部于 2010 年启动了高等职业教

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2015 年，由浙江工贸

职业技术学院牵头，20 所学校和 16 家企业合作申

报的职业教育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

获教育部批准立项。

经过3 年的建设，已建成由核心课程资源子库、

企业培训资源子库、在线实训资源子库、实景超市

资源子库、在线测试资源子库、行业信息资源子

库、职业培训资源子库、中高职一体化资源子库等

八大子库组成的光机电应用技术教学资源库。

一、课程建设背景

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教学资源核心课程资源子

库是由24 门核心课程组成，如图1所示，这些核心

课程是根据光机电设备制造、维护和激光加工技术

应用两大核心职业技能培养需要而确定的。根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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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性质，将课程分为基础知识、设备技能、加工技

术、能力拓展等四类。

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是一门能力拓展类的实践

课程，是将基础知识、设备技能、加工技能等三类

课相关知识和技能综合应用的创客教育课程。可将

学生学过的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激

光原理、机械基础、激光加工技术、电子电工技术

等应用到光机电类创客项目的实践中去。通过创客

项目的实践，使学生产生直接经验[5-8]，加深学生对

这些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并验证、修正、补充相关

知识和技能，完成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从而将

知识和技能内化为自己的能力。

基础知识基础知识

工程光学基础 激光原理激光原理

激光设备机械激光设备机械
基础基础

激光设备控制激光设备控制
技术技术

工程材料基础
职业素养及安

全生产

设备技能设备技能

光学设计 光电探测

激光器械与维激光器械与维
护护

激光成套设备
与维护

激光设备控制系激光设备控制系
统集成与开发统集成与开发

激光设备安装
调试

加工技术加工技术

激光加工技术激光加工技术
激光表面处理激光表面处理

技术技术

激光激光33DD打印打印
技术技术

激光切割工艺
实践

激光焊接工艺
实践

激光标刻工艺激光标刻工艺
实践实践

激光熔覆工艺激光熔覆工艺
实践实践

33DD打印工艺打印工艺
实践实践

激光加工质量激光加工质量
性能检测性能检测

激光加工辅助激光加工辅助
软件软件

能力拓展能力拓展

光机电应用技光机电应用技
术创客术创客

互联网＋光机互联网＋光机
电应用技术电应用技术

核心课程核心课程

图1 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分类示意图

二、《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课程教学资
源库建设目标

以“碎片化资源、积件有机组合、课程结构

化，资源查找便利”为理念，整合高校、企业、行

业、社会的光机电类创客项目和经典案例，依托高

等教育出版社资源库平台构建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

教学资源库。以满足教师用户、学生用户、企业用

户、社会学习者等四类用户的个性化、多样化、自

主式的学习需求，提升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

三、《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课程教学资
源库建设基本思路

（一）院校牵头，收集、整理、开发资源

牵头单位负责收集整理互联网上关于光机电类

的创客项目资源。同时，通过资源库丰富的共享资

源和强大的宣传效果吸引各共建高校、企业和行业

参与互动。根据课程需要，对共建单位的创客项

目、经典案例等相关资源进行二次开发，从而丰富

课程资源，扩大受益群体。

（二）建实用资源，满足院校、企业、社会多

方共享

以创客项目可行性、专业匹配性、资源先进性

为标准，筛选优质资源，把控入选资源质量。将材

料成本高昂，操作复杂、专业相关度低、技术落后

的资源剔除，甄选满足院校、企业、社会多方需求

的优质资源。

同时对资源库中的各类资源建立技术标准，并

组建严格的审核体制，对上传的资源严格把关，保

证资源质量。每年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为资源库

的后期维护更新提供保障。

（三）搭建框架，资源重组，提高资源利用率

为保证各类用户有效的获取资源，根据不同角

色、难易程度等分别搭建不同的知识框架，提供多

种选择方式。将学习资源尽量碎片化、零星化，分

解成具有逻辑关系的小知识点，便于学习者充分利

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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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资源库平台功能，建立可接入资源库的微

信公众号，以方便用户在手机端学习和使用。激励

用户互动反馈体验，以此不断完善平台功能和用户

体验，丰富平台内容。

四、《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课程教学
资源库建设实践

（一）组建课程资源库建设团队

《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

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靠单个人的努力是完成不

了的，必须发挥教学团队的力量。而且为获得更多

优质资源和典型案例，也需要更多院校、企业的参

与和支持。在学院相关领导的协调下，在项目负责

人的积极组织下，组建了由 3所合作院校、2家相

关企业，2个技术公司，1个督导组，1个学生组队

构成的资源库建设团队。

（二）确定课程内容

《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课程教学资源库是由

微课、录像、动画、题库、图形/图像、PPT演示文

稿、其它类型等资源组成，但不是简单的将这些资

源堆叠。为了满足不同类型和需求的用户能方便高

效的使用课程教学资源库，将课程内容分成课程导

入、课程规划、知识点分解等三部分，如图2所示。

课程导入部分分为课程简介及课程指南，明确

学习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课程规划部分分

为课程大纲、授课计划、课程考核方案，使学习者

深入了解课程特点，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知识点

分解方面，将各门课程分为若干个模块，每个模块

包含若干个单元，单元由知识点集合而成。知识点

内容包含视频、动画、PPT演示文稿等素材，按照

内容分解要求，建立课程结构体系，以知识点为单

位制作相应的课程资源。

（三）教学资源库课程体系建设

为了给学习者多方位的刺激，激发学习兴趣，

引导学习者进行探究性学习。《光机电应用技术创

客》课程资源库不仅仅提供了光机电类创客项目课

程，还提供了初步认知的引导性课程以及兴趣拓展

类课程，课程体系如图3所示。

精选类创客项目和拓展类创客项目是《光机电

应用技术创客》课程教学资源库主要建设的两个单

元。精选类创客项目是针对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开

发的专业创客项目，项目涵盖了光机电应用技术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中激光原理、机械基础、激光设备

控制技术、激光加工技术、电子电工技术等方面的

相关理论和技能。而拓展类创客项目是精选类创客

项目的拓展和补充，是学习者兴趣拓展的课外资料。

从教学目标上讲，精选类创客项目突出基本技

能的掌握和专业知识的运用，故内容相对翔实。而

拓展类创客项目突出的是激发兴趣和引导探究，故

内容相对粗略。

创客基础单元由爱上创客制作、机械基础、电

子电工常识、三维设计入门、创客工具简介等五个

章节组成。该单元是创客项目制作的基础知识，供

初学者或基础薄弱者参考和学习，内容主要是从已

建好的其它核心课程如激光设备机械基础、激光设

备控制技术、激光加工技术、激光 3D打印技术等

中选取简单的通识性基础知识。

学生

课程导入 课程规划 知识点分解

课程简介

社会人员

企业人员

学习指南

课程大纲

授课计划

课程考核
方案

微课视频

实训操作
视频

动画

说课视频

微课课件

单元设计

电子教材

说课课件

教师

图2 课程内容建设框架

课程体系

创客基础

爱上创客制作

机械基础

电子电工常识

三维设计入门

创客工具简介

精选类创客项目

激光雕刻机制作

三维扫描仪制作

3D打印机制作

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制作

拓展类创客项目
个性化U盘制作

四旋翼无人机制作

课程文件

学习指南

课程大纲

授课计划

课程考核方案

课程简介

其它文件

图3 《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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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件是一个学习指导单元，包括课程简

介、学习指南、课程大纲、授课计划、课程考核方

案等组成。供学习者快速了解课程内容和结构，方

便学习者个性化学习。

（四）分工协作完成

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一

协调，分工协作完成。在确定建设内容和课程体系

后，团队内进行明确分工，每个成员需按照计划完

成各自的建设任务。

首先，特色化创客项目。根据课程体系要求，

由教学团队分工收集多个相关的创客项目资料。通

过小组讨论，确定真正适合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的

创客项目，并进行二次开发加入专业知识点，形成

具有光机电应用技术特色的创客项目。

其次，在教学督导组的指导下，对特色化的创

客项目进行知识点拆分。将每个创客项目尽量碎片

化、零星化，分解成具有逻辑关系的小知识点。每

个项目拆分出40～60个知识点，拓展类项目可适当

减少。每个知识点至少包括 1个微课、1个 PPT文

档和2道随堂检测题。

再次，制作与收集知识点资源。知识点资源的

核心是视频微课，为保证制作质量，聘用了 1家专

业传媒公司，负责视频的录制和后期制作。为了降

低视频微课的制作成本，还成立了由光机电应用技

术专业学生组成的技术组，负责视频字幕的添加、

校正以及对收集到的不符合技术要求的资源进行修

改完善。

最后，在团队负责人的协调下，收集整合制作

好的资源，上交督导组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资

源，由制作成员在学生技术团队的辅助下，上传到

资源库平台，并由共建的网络公司负责将资源接入

微信公众号。

五、结论

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属于

制造大类，涉及到机械、电子、光学和材料等领

域。针对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的综合实践类课程较

少，《光机电应用技术创客》教学资源库课程组开

发了基于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特色的创客项目，并

提供了丰富的碎片化资源，有利于学习者个性化使

用。而且，课程更注重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使

学习者对光机电应用技术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深入

理解和运用，并固化为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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