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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业教学中，工单制是指：围绕特定任务、岗位、项
目的内容而组织的教学活动形式；或者说，是一个内容上
及时间上自成一体、带学分（分值）、可检测、具有限定
内容的教学单元。     

  工单由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组合而成。         

工
单
内
容

单一专业课程（课程工单）

若干相关课程知识技能点
的组合（仿真工单）

实习、企业项目（企业工
单）

围绕特
定任务、
岗位、
项目的
教学单
元

一、“工单制”相关概念



二、为什么要实施工单制教学改革

Ø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技术技能型。是面向一线、面向应

用的职业化、程度高、适应性强，并有一定发展潜力和能力的
专门人才或技术技能人才。

Ø课程体系建设：突出以能力为核心，构建“基础通用、
项目进阶、岗位导向”的专业群课程体系

Ø教学要求：教学要密切联系实际，理论知识以适用为度，
学生要具有很强的实践能力。

项目转换为
若干个工单

1.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2. 现有课程考核模式，不适应技能型人才培养

二、为什么要实施工单制教学改革

传统课程考核模式 工单制考核模式

1、过程考核（出勤、作业、
课堂表现）
2、结果考核（笔考、机考）

1、课前知识掌握、问题互动
2、工单完成时长、质量
3、工单报告、答辩

突出知识、
技能，不及
格现象多？

突出技能、
素养、创新

能力



1：构建专业群“平台共享、项目贯穿、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

三、物联网专业群课程体系



2：构建 “基础通用、项目进阶、岗位导向”的课程体系——岗位群

三、物联网专业群课程体系



3：构建 “基础通用、项目进阶、岗位导向”的课程体系—项目体系

物业管理子系统

（应用软件子系统）

《数据库应用技术》

《C语言程序设计》

《HTML5网站设计》

《Spark大数据处理》

楼宇门禁控制子系统

《RFID技术与应用》

《物联网工程综合实训》

网络监控子系统

《网络管理与维护》

《网络安全设计与实施》

智慧社区管理

系统

企业工单 仿真工单 仿真项目真实项目 课程工单 模拟项目

《Zigbee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组装维护》

智慧家居子系统

三、物联网专业群课程体系



序号 工单名称 教学设备 实现目标

1 家用电脑维护 电脑、电脑检修工具
能够对电脑硬件故障进行排
除、更换元器件、系统安装

2 家居局域网   家居小型局域网组网、配置；工程布线
能够对家用小型局域网进行
组网、布线

3 家用电器红外遥控器
红外遥控模块1块、单片机开发模块1块、
NEWLab实验平台1台、PC电脑1台、烧写

仿真器1块

掌握单片机编程实现红外遥
控收发数据，控制液晶显示

器。

4 家居LED灯光控制系统
ZigBee模块1块、烧写仿真器1块、PC电

脑1台、NEWLab实验平台1台
实现基于CC2530单片机实现

LED灯控制

5 家居窗帘控制系统
ZigBee模块2块、烧写仿真器1块、PC电
脑1台、电动窗帘1个、NEWLab实验平台

1台

实现基于CC2530点对点实现
窗帘继电器控制

6 家居环境检测系统应用
开发

温度传感器1块、湿度传感器1块、气敏传
感器1块，ZigBee模块4块、NEWLab实验
平台1台、PC电脑1台、串口线1条、香蕉

线1条

熟悉温湿度传感器的接线、
传感器与环境检测系统的使
用；基于自组网简单的采集

环境参数系统

7 家居入侵检测报警系统
红外传感器模块1块、继电器模块1块、报
警灯1个、NEWLab实验平台1台、香蕉线

在newlab实验平台上搭建家
居入侵检测报警系统，使用
红外对射传感器检测入侵检
测，并采用报警灯亮灭进行
警示。

　

四、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工单内容

1. 智慧家居项目—课程工单



序号 工单名称 教学设备 实现目标

8 家居门禁系统维护
M3核心模块、LF射频板、NEWLab实
验平台1台、PC电脑1台、串口线1香蕉

线1条

在newlab实验平台上搭建家居门禁
系统，使用RFID读写功能实现控制
门禁，也可在PC电脑端手动控制

9 小夜灯
人体红外传感器模块1块、继电器模块1
块、LED灯1个、NEWLab实验平台1台、

香蕉线

实现小夜灯灯光系统，使用人体红外
传感器检测，有人经过时灯亮，离开

时灯灭

10 智能燃气报警器
气体传感器模块1块、继电器模块1块、
报警灯1个、NEWLab实验平台1台、串

口线、香蕉线

搭建煤气泄露报警系统，使用气体传
感器检测，并采用报警灯亮灭进行警

示

11 定时唤醒系统
zigbee模块1块、烧写仿真器1块、PC

电脑1台、NEWLab实验平台1台
用CC2530单片机作为系统的控制芯

片搭建睡眠定时器唤醒系统

12 智能温控系统
zigbee模块1块、温度传感器1个，继电
器1个，四输入模块1个、烧写仿真器1

块、PC电脑1台

用温度传感器，继电器， 四输入
模块，Zigbee模块，风扇搭建智能温

控系统

13 智爱家 人体红外传感器1个、温度传感器1个，
继电器1个， PC电脑1台，newlab平台

用温度传感器，人体红外传感器，，
Zigbee模块，LED灯，风扇搭建智爱

家系统

　

1. 智慧家居项目—课程工单

四、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工单内容



四、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工单内容

1. 智慧家居项目—课程工单



序号 工单名称 教学设备 实现目标

1 大楼液晶显示器控制系
统

液晶显示模块1块、单片机
开发模块1块、PC电脑1台、

烧写仿真器1块。

       基于C#，实现单片机控制LCD液晶显
示器显示内容。实现在PC端控制液晶显示
器显示内容。

2 大楼网络监控系统
网络摄像头1个、PC电脑1
台

       基于C#开发大楼网络监控系统，在PC
电脑端上能够查看监控。要求一个屏幕能够
看到多个监控器的实时画面，可以查看指定
时间，指定监控器的画面

3 大楼出入读写系统开发
RFID读写器1个、RFID卡1

张、PC电脑1台
      基于C#开发，进行RFID读写，完成出
入读写系统开发

4 楼宇火灾报警系统
火灾烟雾传感器1个、4150
数字量采集器1个、报警灯1

个、PC电脑1台

      基于C#开发项目，实现在程序监控火灾
烟雾传感器数值变化；当传感器数值达到设
定的临界值时，触发报警灯报警

5 移动安防监控系统
网络摄像头1个、PC电脑1
台、Android移动终端1台。

      基于Android开发大楼网络监控系统，可
以随时查看监控视频界面，可以控制摄像头
上下左右转动

　

2. 智慧大楼项目—仿真工单

四、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工单内容



序号 工单名称 教学设备 实现目标

6 楼宇照明控制系统
LED灯1个、4150数字量采集器1
个、光照度变送器1个、安卓设

备1台、云平台、网关1个

基于Android开发项目，程序控制楼道
灯光开关,程序能够监控楼道灯光照明
度，当灯光达到临界值自动开启照明灯

7 楼宇温湿度控制系统

风扇1个、4150数字量采集器1
个、4017模拟量采集器1个、温
度变送器1个、安卓设备1台、云
平台、网关1个

基于Android开发项目，实现程序控制
各楼层风扇开关,程序能够监控各楼层
温湿度变化，达到临界值时触发风扇开
关及时通风除湿。

8 楼宇底下停车控制系统
红外对射仪1个、4150数字量采
集器1个、LED显示屏1个、PC

电脑1台

基于java开发项目，进行系统开发，在
PC端能够查看剩余车位，并在车库入
口LED显示屏显示车位数量。要求红外
对射仪监控汽车是否进入车位，并通知
系统，系统将剩余车位数量减一；车库
入口LED屏显示剩余车位数量

9 楼宇水位监控报警系统
水位仪1个、4150数字量采集器
1个、4017模拟量采集器1个、

报警灯1个、PC电脑1台

基于java开发项目，进行系统开发，监
视小区多个集水坑的水位溢出情况，接
入报警系统。要求：监视小区多个集水
坑的水位溢出情况；当水位超过临界值
触发报警灯亮

10 大楼巡更管理系统
巡更棒、安保卡、巡更定位卡、

巡更业务管理系统

实现大楼巡更业务管理系统的安装、配
置；掌握系统数据的维护管理

　

四、 “工单制”的项目课程体系

2. 智慧大楼项目—仿真工单



四、 “工单制”的项目课程体系

2. 智慧大楼项目—综合实训工单



序号 工单名称 教学设备 实现目标

1 智慧社区

物联网工程应用实训系统2.0平台（PC机1台、
串口服务器、路由器1台、ADAM4150数字量
采集器1个、4通道模拟量采集器1个（含底

板）、无线光照传感器1个、无线继电器2个、
灯泡2个、Zigbee底板3个）。

       以“智慧社区”为案例，参与物联网项目从需求
设计、部品选择、设备安装与调试到软件开发、
软件测试的全过程。在环境搭建、软件开发、软
件测试的过程中掌握项目开发的设计、管理、测

试修改等

2 智能商超项目
（WEB）

物联网工程应用实训系统2.0平台（PC机1台、
串口服务器、路由器1台、LED屏1台、桌面超
高频读卡器1个、超高频IC卡若干、红外对射
传感器1个、ADAM4150数字量采集器1个、4
通道模拟量采集器1个（含底板）、光照传感
器1个、温湿度传感器1个、火焰传感器1个、

烟雾传感器1个、报警灯1个）。

        以“智能商超管理系统”为案例，参与项目的设
计、开发、项目分析、项目管理方面的差异和优、
缺点。在环境搭建、软件开发、软件测试的过程
中掌握项目开发的设计、管理、测试修改等

3 智慧物流（C#、
Android）

智能物流实训平台（网关1台、手持PDA1台、
工控平板1台、继电器2个、温湿度传感器2个、

ADAM数字量采集器1个、风扇2个）。

      以“冷链物流系统”为案例，全面、系统讲解物
联网应用程序开发的相关知识和主要技能。从项
目分析开始、学习第三方开源框架的实验、网关
中间件的搭建、设备控制SDK的实验、云平台API
的实验等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的前沿技术和设计

思想。

4 智慧农业

物联网工程应用实训系统2.0平台（PC机1台、
串口服务器、路由器1台、ADAM4150数字量
采集器1个、4通道模拟量采集器1个（含底

板）、无线光照传感器1个、延误火焰传感器、
水温传感器、补光灯、CO2、喷雾器、各1个。
无线继电器6个、灯泡2个、Zigbee底板5个、

网关1个）。

       以“智慧农业”为案例，全面、系统讲解物联网
应用程序开发的相关知识和主要技能。从项目分
析开始、学习第三方开源框架的实验、网关中间
件的搭建、设备控制SDK的实验、云平台API的实
验等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的前沿技术和设计思想。

　

3. 企业实施项目—企业工单

四、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工单内容



4.工单实习模板

四、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工单内容



4.工单实习模板—工单基本要求

四、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工单内容



4.工单实习模板—工单实施结果

四、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工单内容



1 .“工单”的时段安排

仿真工单

课程工单

第一至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企业订单班课程
（仿真工单）

毕业设计
顶岗实习

（企业工单）

专业支撑性课程
（课程工单、翻转课堂）

 工单制课程 顶岗实习

   二、“工单制”的“前世今生”

学中做（学习的内容是工作） 做中学（通过工作来学习）

五、 工单制课程实施



专业工单库

工单制教学考核(提交完成的工单、作品、答辩）

①以个人为单位（或
小组）开展学习和考
核。

②以熟悉工单制流程，
巩固课程重点知识技
能为目的。

课程工单
（若干个，总课时
不少于1/3学时）

①以小组为单位，3
人小组为学习考核对
象。

②以真实的任务工单
为载体，教师对任务
进行项目化，形成仿
真工单，实现职业能
力的全面提升。

仿真工单·
（1周、2周、3周）

①以“公司”为单位，
各个岗位为学习考
核对象。

②以企业真实的项
目为载体，教师对
项目进行教学化，
形成真实项目的企
业工单，全面掌握
项目实施全程。

企业工单
（4周~6周）·

NO.1
NO.2 NO.3

2 .工单库内容

五、 工单制课程实施



3 .“工单制”课程的教学模式时段

课程工单 仿真工单 企业工单

获取双创课程学分（ NO.1 、 NO.2、 NO.3 ）

认证考试

课程选修

专业社团

企业订单班

创新创业

技能大赛

   NO.1                            NO.2                            NO.3

获取技能证书、双创课程学分（ NO.1 、 NO.2 、 NO.3 ）

获取双创课程、部分课程补考学分（ NO.1 、 NO.2 、 NO.3 ）

获取技能证书（ NO.1 、 NO.2）

获取课程学分、部分选修课程学分（ NO.1 、 NO.2 、 NO.3 ）

获取课程学分、部分选修课程学分（ NO.1 、 NO.2）
顶岗实习
毕业设计

五、 工单制课程实施



4 . 工单的开发流程

专业指导委员会

工单性质

工单类型

难度

人数要求

容量

时间

专业教师
企业教师

学生

合作企业
招聘企业

       课程工单

       仿真工单

       企业工单

素质类、技术类、技能类

专
业
工
单
库

施工类、开发类、集成类、方案类

高、中、低

单人、3人、多人小组、项目团队

1组、2组、多组、不限、机动

1天、3天、1周、2周、1月

五、 工单制课程实施



建设“三开放、五融合”的公共实训平台。

       校企双方共建“物联网基础创新实训室、

工业物联网实训室、建筑物联网实训室、物联

网体验中心和物联网双创中心”，通过教学信

息管理系统、电子班牌来实现智慧化教学过程

管理，使学生可以利用课后时间、周末时间，

自主选择实训地点、实训模块，进行线上、线

下的工单开展。

“三开放、五融合”的公共实训平台

五、 工单制课程实施

5. 工单制实施—实训室条件



    电子班牌安装在每一个教室的门口，可以实现教室和学生刷卡签到、班级荣誉显
示、课程表显示、新闻通知等功能之外，还能实现教室多媒体设备的控制，可以根
据教学模式联动控制教室的投影仪、幕布、电脑、灯光、窗帘等功能；具有采集设
备状态、能耗监测功能；后台可以根据设置权限对教室的教学情况进行可视化观摩
；教室多媒体设备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一键呼叫方式与管理中心进行可视化对讲
；管理中心可以随时监视任何一个教室门口的安全状况，实现安防监控功能；

五、 工单制课程实施

5. 工单制实施—实训室电子班牌



1 . 起源—课程重修



学生素质培养 工单制考核

工单制教学改革
工单制开展手段

强调工作规范、职业素养

企业订单培养 仿真项目教学
订单企业的仿真项目

信息化教学改革 课程工单教学工单资源引入到课程资源

现代学徒制 企业工单、项目研发特定企业的工单学习

2 . 课程教学改革



3.物联网专业实施工单制成果

物联网1511班级课程通过率最高、最低的5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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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

0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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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职业院
校服务产业特
色专业群建设
项目

3.物联网专业教学改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