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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概念也难以理解，与其他专业知识相比，实际工作

设计＿姜 璠

3.1 实训基地设计简述

经验对装配式建筑很重要。如果只局限在书本理论而不

设计和建造一座真实的装配式建筑工法楼，该楼

与实际的工作情境结合，学生在学习压力偏大的同时，

为两层普通住宅，每层使用面积70余平方米，每层两

几乎达不到实际工作的技能要求。所以，有必要采用行

房一厅且带厨卫，有上人屋面和女儿墙。围绕该工法楼

动导向和情境教学的方法，而这类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将

展开其他相关建设，主要分为装配式建筑初步认知厅、

学生带到真实的装配式构件生产基地和装配式建筑施

装配式建筑设计厅、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厅、装配式建

工工地，存在往返时间、空间不便和学生安全管理等问

筑构件吊装和安装厅四大部分。装配式建筑初步认知厅

题。因而，参照装配式建筑的整体流程，在学校建设实

是对该两层工法楼进行全方位认知；装配式建筑设计厅

训基地，开设与装配式建筑职业岗位相对应的实训工

是对已有的两层工法楼进行复述性设计训练；装配式建

种，让学生体验真实操作的实践特色，将吸引学生的注

筑构件生产厅是对该两层工法楼的构件进行复述性生产

[摘 要] 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装配式建筑产业起步和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进行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建设，按照设

意力，锻炼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技能，既能理解理论

训练；装配式建筑构件吊装和安装厅是对该两层工法楼

计方案校企合作共建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的软硬件设施，建成了全工艺流程含设计、生产、施工和实训教学虚实一体化的地区示范

知识又能培养职业素养。

的构件进行复述性施工训练。它们的相互关系见图1。

性实训基地，实践应用及反馈效果良好。

2.3 校企共建共享动态实训资源

年度课题《装配式建筑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思路研究与技术实践
□ 吴 丹

刘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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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校独自建设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将面临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参与建设的专业教师对
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的总体性布局缺乏工程视野，并
对工艺流程的关键细节理解不透彻。（2）装配式建

工法楼（多层小型房屋）以展示其建筑构造等，既为广

筑实训基地涉及的工艺环节多、投资大，学校在流程

2015年11月，《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发

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类专业的装配式建筑

设计和资金方面也不一定能够胜任。（3）目前，我

布，提出到2020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实训服务，也为合作企业以及学校开展相关建筑技术技

国装配式建筑刚刚起步，将来的发展和升级是必然

20%以上，到2025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筑的比例达到

能人才培训提供场所和设施，同时为教师和企业技术人

趋势，如何预留动态改善的空间，也是学校难以确

50%以上。201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

员申报课题、开展科研活动提供有力支撑。

定的事情 [1] 。学校有必要主动与装配式建筑设计、生

1 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的建设背景

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装

产、施工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一是可以与相关

配式建筑的方案和支持政策。紧接着各省出台了与装配

企业合作，在技术、资金投入方面建立利益共同体；

3.2 实训基地建成后的功能
3.2.1 装配式建筑工法楼

式建筑相关的规划、设计、生产基地、教学改革、优

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的建设以提高学生装配式建筑

二是既可以对在校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实训，又可以给

惠政策等方面的文件。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是广西唯

技能为核心，同时与相关理论课程有机结合，形成理论

合作企业提供职工普通培训和技能提升训练；三是可

通过现成的装配式建筑工法楼，展示装配式各体

与实践一体化的多功能实训基地。

以对校企共建以外的企业和政府提供职业岗位培训和

系结构构件安装、防水施工、装饰施工等工法节点。在

2.1 借助多媒体和仿真软件初步了解装配式建
筑工艺

劳动力转移培训，达到收益共享 [2] ；四是学校专业教

工法楼可学习装配式施工现场临时支撑连接工具、使用

师和企业技术人员以此基地为基础，合作研究开发

方法、各构件构造形式、后续工程施工处理等，在工法

利用多媒体展示真实的工艺流程，用三维仿真软件

应用性技术和工艺；五是校企合作保持动态过程，

楼一层客厅可观看施工工艺展示、知识点及试题。装配

标是为建筑业一线培养施工、管理、技术的专门人才，

完整展示实际工艺难以体现的细节，多媒体和三维仿真

可以随时将装配式建筑技术改进产生的新规范、新

式建筑工法楼见图2。

如果只开设装配式建筑理论课程而没有与之相关的装

软件展示装配式建筑的内容包括模具配备、构件制作、

标准、新工艺加入到原有的实训基地，使该基础随

配式建筑实训基地，理论与实训不相结合，则培养装配

蒸汽养护、质量检验、出厂运输、吊装和安装就位、固

着 建 筑 业 的 发 展 而 保 持 动 态 更 新 和 持 续 性 活 力 [3]。

式建筑技能人才会成为空谈。有人建议装配式建筑实训

结灌浆、局部现浇等方面。在学生接触真实的装配式建

基地可以建在相关的装配式建筑企业，但这涉及交通距

筑施工工艺流程之前，缺乏安全意识和无动手操作经

离、住宿、安全等问题，从长远看难以解决装配式建筑

验，通过多媒体和三维仿真软件使学生如同身临其境，

通过调查研究，学校选择在装配式建筑领域实力

的实训教学问题。因此，学校结合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形

初步了解装配式建筑概貌，为之后的系列实训做好基本

较强的两家公司，一家是全国知名的装配式建筑全产业

初步的认识。装配式建筑初步认知厅见图3。

势下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全面考虑，

认知和心理准备。

链企业，具有丰富的海内外装配式建筑总承包经验，另

3.2.3 装配式建筑设计厅

决定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投入资金与场地建设适应当前

一家是在校企合作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具有领

通过虚实对照、VR技术的植入，改变枯燥无味的

及未来装配式建筑发展的综合性实训基地。该基地涉及

2.2 基于实践开展与职业岗位匹配的特色工种
实训

先经验的建筑科技公司。学校与两家公司签订了装配式

教材，VR系统读取知识内容，形成模型配套图文、视

装配式建筑构件认知、装配式建筑流水线生产工艺及多

装配式建筑理论知识在描述工艺过程时，许多专业

建筑实训基地建设的校企合作协议，三方共同进行实训

频动画等。学生通过VR系统了解图纸和实物的对应关

媒体展示、装配式建筑吊装和安装、真实建成的装配式

术语、机械设备、工艺细节、图纸等对于学生来说难以

基地的设计与软硬件落地实施。

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专业知识牢固掌握程

一一所公办建筑类高职院校，每年为广西输送大批建筑
类专业技能人才。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原有的实训基地均是针对传统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而规划、布置和建设。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职业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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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的思路研究

图1 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各大部分关系图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3.2.2 装配式建筑初步认知厅
通过装配式建筑教学视频、虚拟仿真技术、声光
电沙盘、模型沙盘展示装配式的发展历程、设计过程、

3 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的技术实践

生产过程和施工过程等专业教学信息，使学生全方位的
了解装配式建筑行业情况以及对装配式建筑全过程有了

201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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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时，设计实训工位的电脑安装有BIM软件，教师

位、安装、灌浆等工艺流程，让学生亲临其境体验和掌握

通过该软件演示装配式构件深化设计过程，带领学生学

工地现场施工技术。装配式建筑构件吊装安装厅见图5。

习装配式建筑的构件设计。

3.2.4 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厅

设计＿姜 璠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概念性
总体规划设计
——以郴州市北湖区小埠镇为例

该实训空间设置仿真工位操作台、机械臂模拟系统
以及生产工艺流程展板等。教师对照生产工艺流程展板

□ 刘亚龙

讲解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过程中各机具设备的操作要点

向 毅

及功能，学生通过二维码扫描节点工具墙获取资源库预
制生产相关技术专业知识及使用操作台和模拟系统操作
图5 装配式建筑构件吊装安装厅

装配式建筑生产的流水线，操作步骤可在设备专用显示
器上显示，有利于清晰地判断操作的正确性。装配式建
筑部分构件生产厅见图4。

4 结语
该实训基地自投入使用近一年来，对学校建筑类专
业尤其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学生在相应实训课程环节进行
了实习实践。同时接待6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工人和基层

[摘 要]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2016年7月2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
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培育1000个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
文化、美丽宜居的特色小镇。本文叙述国外特色小镇的建设经验，分析小埠镇的现状，结合《小埠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概念性总体规
划》，从发展定位、发展策略、总体布局、城市设计介绍小埠是如何打造成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希望能够推动特色小镇建设的良性
发展。

[关键词]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规划设计
[文献标识号] B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章编号] 1672-7045（2019）08-89-04

技术及管理人员培训班，接待区内外40多所本科及中高
职院校师生来访参观。专业教师、学生、学员给予装配

图2 装配式建筑工法楼

图3 装配式建筑初步认知厅

式建筑实训基地的反馈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培养

在2016年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们注意。当地利用优良的水资源，建立依云矿泉水水

了他们熟悉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过

议中，李克强总理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

厂，将矿泉水定位为 “卖纯净自然，赢高端市场”，

程；二是在关键工位能够进行反复训练，有利于提高熟

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特

打造高端矿泉水品牌，是巴黎大酒店、华尔道夫酒店等

练度；三是将信息化技术和BIM技术融入了实训过程；

色小镇是城镇化的重要推手，对于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视

众多全球高档酒店的指定饮用水。依云水可以说是真正

四是创造“虚实结合”情境呈现和再现实训教学内容，

度也越来越高，2016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

的“水中贵族”或者说是贵族品牌，虽说占世界饮用水

使学生在亲历过程中理解并掌握技能。今后，该基地将

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

总量0.00000004%，却以高端的品质和不菲的价格拥

按照国家及行业提出大力培养更多适用建筑产业现代化

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将培育1000个各具特

有世界瓶装水市场高达10.8%的市场占有率，为依云镇

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号召，通过校

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2016年10月，国家发展改

创造巨大的价值[1]。

企共建共享合作，建立有利于培养装配式建筑产业技能

革委发布《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

1.2 举办重大赛事，提升小镇名气

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的长效机制，达到学校、学生、企

见》。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特色小镇首次被写入

业、政府等多方共赢，以实现更好的办学效益、经济效

政府工作报告，成了当前产业、城市、经济升级的一个

益和社会效益。

重要抓手。
2017年8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第一批运动

图4 装配式建筑部分构件生产厅

3.2.5 装配式建筑构件吊装安装厅
该实训空间展示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所需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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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经验
1.1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打造知名品牌

法国霞慕尼（Chamonix）小镇坐落于欧洲屋脊阿
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脚下，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小
镇具有一定的名气。1924年，第一届冬季奥运会在霞慕
尼举办，这次赛事让小镇名气大增，之后世界性的滑雪
教练训练中心也纷纷在此落户。每年小镇都吸引众多的
游客参观，想一睹小镇的芳容。
温布尔登小镇位于伦敦西南部，自1877年起该小镇
开始举办网球赛事，也就是今天俗称的温网（温布尔登
网球锦标赛）。该小镇对于网球运动爱好者来说再熟悉
不过，因为它是网球四大满贯之一，也是因为网球比赛
令小镇的名气大增，并为小镇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1.3 “体育+”，推动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法国依云镇背靠阿尔卑斯山，是依云水的源头，因

产业特色是特色小镇发展平台的灵魂[2]，体育小镇

点，便于学生全面掌握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各项技能和

[作者简介]

法国贵族Marquisde Lessert饮用了一段时间的Cachat

进行产业选择时应选择与体育运动密切相关的产业，如

知识。采用等比例及轻量化材质的装配式构件对学生进

吴

绅士花园的泉水，治疗了自身的肾结石，经过专家研

体育+酒店住宿业+餐饮业、体育+旅游业+酒店住宿业

行岗前训练，利用轨道龙门吊真实还原施工现场吊装、就

刘学军，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程系教授。

究，泉水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从此名声大噪，引起人

+餐饮业、体育+文化业+酒店住宿业+餐饮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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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教授，高级规划师，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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