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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悉尼协议》研究的基础上，把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根据化工行业对化工工艺
人才培养的要求，构建“三融、四共、五段”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并通过建设校内大型实训基地——氨醇联产虚拟工厂，深化校企
合作，产学融合。以该实训基地为平台，构建专业课程体系，实施项目化教学，提升化工工艺类专业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工程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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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Innovation of Talents Cultivating Mode for Chemical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Sydney Agreement As the Pattern
Sun Na, Di Qing, Zhang Zhihua
（Hebei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College, Hebei, 050026）

Abstract：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tudy of Sydney Agreement, it has introduced the advanc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dea into the process
of talents cultivating for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put forward by chemical industry for the talents cultivating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uild the learning-working combined talents cultivating pattern- ‘Three Combination, Four Cooperation and Five Sections’
, besides, through building on-campus large-scale training base-virtual field for the integrated production of ammonia and methanol to deepen
cooperation and achieve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Taking this training base as the platform to build professional course system,
implement project-oriented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in chemical technology
specialty.
Key words：Sydney Agreement；talents cultivating mode；virtual factory；project-oriented course system；innovation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
一些国家发起并开始构筑工程教育与工程师国际互认体系，
其中《华盛顿协议》《悉尼协议》《都柏林协议》是针对各
类工程技术教育的学历互认。《华盛顿协议》主要针对“专
业工程师”的认证，面向的是国际上本科层次的工程类学士
学位教育及工程师培养资质的认证,它衔接的是我国的本科
工程教育。《悉尼协议》主要瞄准的是对“工程技术人员”
的认可，通常由三年学制的教育机构来培养，《悉尼协议》
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更为对应，与我国高职教育的关系更为
密切。
近年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在规模上发展很快，但在质
量上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对工程技术职业人才的需求。《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
指出“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作为教育
质量评价的根本标准”，作为承担着中国技术技能型人才培
养的高等职业教育要依据新目标、新态势、新要求的特点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国制造2025提
供人才支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悉尼协议》在国内的实
施，对促进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悉尼协议》指导下的人才培养理念
申请加入《悉尼协议》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国家工程专
业认证的建设过程，实质上对我国工程教育与国际接轨，为
工程人才流动开辟道路以及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扫清障碍具有
重要的影响。

(1)《悉尼协议》带来的国际化理念
①权威性与先进性 《悉尼协议》与《华盛顿协议》属
同一体系，代表着这一层次人才培养的国际权威标准，悉尼

协议的引入，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提升高等职
业教育的质量，促进中国制造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②专业信誉与国际交流 我国的高职院校开办的专业只
有达到《悉尼协议》中的标准和要求，通过国际认证得到国
际社会认可，才能有助于与国外学校合作，才能与同样获得
《悉尼协议》认证的国外大学进行双联学位、交换生和学分
互认等交流。
③流动人才竞争力 培养的学生达到《悉尼协议》的标
准和认可，才能在国外申请专业工程师执照，或参与其服务
公司的国外竞标工程案，学历也才会受当地政府认可。

(2)专业建设的新理念
①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悉尼协议》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将由传统的以教为中心转移到以学为中
心，需要考虑全体学生，而不是优秀个例，同时关注的焦点
是学生的评价和表现，要围绕学生的培养去设置教学目标、
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内容。
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协会（ABET）以学生为中心的标准
提出：A要有过程性跟踪评价来确保毕业生达到培养目标
的要求；B学生需得到学业、职业方面的有效指导，可检
测；C课程体系需符合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实践的先后修关
系，为学生工程实践提供良好基础等；D教师数量充足，保
证师生互动、为学生提供建议咨询等；E物资设备一定要满
足学生需要；F要为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达到学习成果
要求的良好条件。
②以成果为导向的理念
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将原来的以教授知识为中心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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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能力为中心上，以成果为导向的理念指导下的核心能
力是学生毕业时的学习成果，是应具备的、帮助学生取得专
业成就的重要能力，是学生未来获得成功所必备的知识、能
力、素养的整体行动能力。
ABET提出“以成果为导向”的新标准ABET-EC2000
提出：A 对“教”的重视转移到对“学”；B培养结果细化
为11个可评估的方面；C 重视产出，毕业生满足社会发展和
用人单位的需要；D 强调职业能力发展；E 允许创新和专业
的“独特性”；F 将持续质量改进列为核心内容。

2.我国化工行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及需求
化工生产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
技术含量较高、自动化、连续化生产等特点，对从业人员的
基本素质和专业能力要求较高，需要经过专门的理论学习和
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目前化工行业已经进入产业结构调整与
升级转型时期，新技术、新工艺不断运用，特别是信息技术
的应用使化工企业对员工的各方面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传
统的化工类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升级转型后产业发
展的需求，化工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转型和升级。
在《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
量年度报告》中总结了用人单位对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建
议，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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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与安全的考虑，对学生实习的条件要求越来越高，学生到
企业的实习也只能走马观花，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很难达到
预期目的。毕业生理论知识薄弱，工程实践能力欠缺，从而
很难得到企业的认可。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一方面化工企
业找不到合适足量的员工，另一方面化工类毕业生在就业时
困难重重，找不到满意工作的矛盾。
新形势下高职教育的质量观将发生重大变化，正如高职
教育专家马树超所讲到的，一所优质的高职院校，要重点看
其四个方面的能力，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学生成长成才能
力、社会贡献力和国际竞争力。而学生发展、成长成才是高
等职业教育的核心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它是质量的
根本，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是人才质量
的重要保证。要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落实到课堂上，落实
到教材上，落实到教学方式上，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如何引入国际标准，并结合我国高职教育实际，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3.化工工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1)构建“三融、四共、五段”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三融、四共、五段”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是我校化
工工艺类专业教师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如
图2所示。
“三融”是指教学场所与工作环境融通，即营造与企业
岗位相同的职业环境；技能训练与职业资格认证融通，即开
发与职业资格认证标准一致的技能综合训练项目；教学内容
与职业岗位融通，即开发与企业岗位相适应的课程体系。“
四共”是指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参加教
学环节、共同建立教学监督评价制度；校企资源共享。“五
段”是指从学生入学到毕业把学生的能力培养分五个方面培
养，逐渐递进，即“岗位基础能力、岗位单项能力、岗位专
业能力、岗位综合能力、岗位提升能力”。

图1 用人单位反馈人才培养方面调查统计表
从图1可以看出，用人单位认为我校人才培养方面的重
点为强化专业实践环节、增强学生实操能力（83.67%）,加
强学生人生观、职业道德和劳动价值观（67.35%）,加强学
生应用能力的培养（59.18%），因此加强学生实操和应用
能力的培养是专业能力培养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进入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普遍存在着基础较差，学
习能力不强等问题，对一些化学、化工类的理论课学习兴趣
普遍不足，学习效果一般，但是他们具有形象思维能力强、
动手能力强等优势，因此，需要加强对化工工艺类学生素质
和能力的培养，而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不是教出来的，教学做
一体化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由于化
工生产的危险性、复杂性和环保的特殊要求，学校很难建设
真实的工厂来满足学生教学做一体的要求，企业出于生产效

图2“三融、四共、五段”的人才培养模式

(2)建设校内大型实训基地——氨醇联产虚拟工厂
《年产60万吨氨醇联产煤化工虚拟教学工厂项目》是
我院国家骨干院校建设项目之一，是我校与河北正元化工集
团、浙大中控集团共同开发的大型化工实训项目，是校内实
训基地建设的一种全新教学模式的探索。该项目是集现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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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信息化技术、自动化控制、化工模拟
等技术综合应用的产物，将有效解决化工
类专业学生生产实习困难、实习只能看不
能动手等影响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问题，
是开展“教、学、做”一体、项目化教学
等先进教学模式的有效途径。
虚拟工厂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与
真实工厂一致，但虚拟工厂不走真实物
料，无真实产品。生产的工艺现象通过仿
真软件模拟并与现场装置互动来实现。仪
表实时显示相应操作参数；系统同时满足
个人独立操作，多人配合操作，工艺单元
可单独操作也可全流程整体联动操作等模
式。DCS系统和现场操作相结合，能够进
行正常运行、开停车、事故处理等生产操
作；学生还能自行设计，采取不同的开停
车方案，极限运行状态等；生产过程、生
产事故能够随时、随处设置，学生通过不
同的操作进行调整和控制。
这一实训项目是我校校内实训基地
建设的重大突破。一是对培养化工工艺类
专业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对实现与企业
的零对接起到重要的作用。二是化工工艺
类专业教学将以虚拟工厂为平台，推动化
工工艺类专业探索开展项目化，集“教、
学、做”一体，基于工作过程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使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工程实践
能力得到由浅入深的渐进式培养。三是利
用虚拟工厂开发集教学、企业培训、职业资格考证、应用技
术研究等多方面的功能。

(3)构建项目化课程体系
根据化工职业能力的通用能力要求和职业素质的要求，
构建公共基础课程和相应拓展课程，使培养的学生具有合格
的政治素质，较强的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良好的团队意识
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沟通能力，较强的事业心，敬
业、爱岗，有高度的责任感，并具有较强的学习新技术与知
识转移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从而具备未来职业的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
根据当前在校学生的学情及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依据在校的实训条件及就业岗位工作过程系统化对能力、知
识、素质要求，参照化工特有工种目录和职业技能鉴定标
准，与化工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开发课程，建立课程标准，
使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构建与“三融、四共、五
段”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应的课程体系。从培养学
生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为出发点，按依次按岗位
基础能力、岗位单项能力、岗位专业能力、岗位综合能力、
岗位提升能力构建符合职业岗位群要求的项目化课程体系，
并开发出多项典型工作任务，将专业综合实训项目与专业实
践教学有效衔接，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课程体系。如图3
所示。
根据化工生产过程的通性，将“三传一反”作为课程体

图3 课程体系框图
系的主线，结合校内实训装置，重点建设《反应器操作与控
制技术》《合成氨生产技术》《甲醇生产技术》三门“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的项目化优质专业核心课程。
综上所述，引入国际标准进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是
一个系统工程，只要我们遵循《悉尼协议》所提出的以学生
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倡导持续改进，尊重专业个性的专
业建设范式，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产学融合，在人才培养模
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高等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会有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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