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5卷 第 1期
（双月刊 1992年创刊）

（总第 121期）

2016年2月20日出版

敬告读者

为扩大刊物研究信息交流与互动，本刊已被CNKI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收录。如作者对其

著作权涉及的相关问题持有异议，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董 刚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广水 王安兴 王 资 冯新广

刘志国 刘 斌 孙爱武 李洪渠

张蕴启 张慧波 陈建民 陈建华

陈秋明 杨 军 周建松 屈孝初

聂 强 崔 岩 景海河 蒋锦标

戴庆华 薛茂云

主 编：董 刚

副主编：杨理连

主 管：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主 办：天津职业大学

出 版：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地 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300410）
电 话：（022）60585056 传 真：（022）60585080
邮 箱：techedu@263.net 投稿网址：http://www.tjtc.edu.cn
印 刷：天津中铁物资印业有限公司

JournalofTianjin
V
ocationalInstitute

学
报



卷首语

2015年，《天津职业大学学报》在所有同仁以及各位作者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6期学报

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天津职业大学学报》常设栏目有：发展战略与对

策、院校管理方略、培养模式探索、专业与课程改革、教坛广角、工学结合探索、科技开发

与服务等，2015年共发表学术论文133篇，其中有88篇为基金论文，基金论文占比66.2%，

在基金论文中有国家级课题基金项目论文8篇、省部级项目论文61篇、厅局级19篇。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一直致力于提高刊物质量和突出职业教育特色，以坚持精益求精

和学术影响为原则，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探讨现代职教体系下高职教育的协调发展和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能力，探讨创新创业背景下高职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取得不菲成绩，成为全国

第一批被认定的学术期刊，在第四届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武大版）（2015—
2016）》中，被评定为“RCCSE中国高职高专成高院校学报类核心期刊”。

2016年，《天津职业大学学报》将围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和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从

学术研究的角度，研究探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等职业教育的

服务能力；研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式；研究职业教育的发

展方向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加强编审队伍研究能力和编辑能力，继续提高学报

稿件的学术质量，不断提升杂志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

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支持，期待同仁惠赐优秀稿件！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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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技术创新联合体的研究与实践
——以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李 梅 蔡建轩 张舜标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摘 要：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对高职教育服务社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基于国内

外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阐述符合我国国情的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模式——校企

共建技术创新联合体的功能定位，并通过实证分析其优势——既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又可以提高高

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

关键词：技术创新联合体；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15[2016]-01-0004-04

收稿日期：2016-01-04
项目来源：该文为2013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虚拟公司’为平台，‘三项融汇’，培养高职 IT创新创业

人才”（编号：20130201029）和 2013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职院校科研管理模式创新的研究与实践”（编号：

2013JK22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 梅（1973—），女，山西太原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网络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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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

升级对高职教育服务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

建立起一种长效稳定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高

职院校对社会、对企业的服务能力。笔者认为，

校企共建技术创新联合体正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

效途径。在 2014年 6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的通知中就提到建立重点产业技术积累创

新联合体的思路，鼓励高职院校主动参与企业的

技术创新，通过技术服务，积极推动技术成果在

企业的扩散，从而以科技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

提高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

一、国内外产学研合作模式研究对比

现代意义上的产学研合作首推20世纪50年代

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特曼式大学”，在特

曼的提议下，斯坦福大学在 1951年创办“斯坦福

工业园区”，标志着产学研合作的迅猛发展。此

后，产学研合作联盟在美国拥有多种合作方式，

如由政府组建的北卡罗莱纳州“三角研究园”，由

企业组建的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等，同时

涌现一批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特曼式大学”。上世

纪 90年代，为了应对市场竞争的加剧，美国又建

立由一个或多个大企业，与一些中小企业及高等

院校组成的企业联盟或科技联合体，形成以“整

合观念、协作精神和共同投资”为结构特征的新

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理念。

日本的产学研结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

年代初逐步得到政府的重视，并迅速发展，形成

“受托研究制度”、“共同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员

制度”、“奖学捐赠金制度”、“捐赠讲座、捐赠研

究部门制度”、“共同研究中心”、“在研究基金项

目下的开发研究”等独具特色的合作方式；特别

是“共同研究中心”，日本文部省为大学配备大型

的研究设备和大量的研究资料，使得这些大学成

为了与产业界联合的窗口，共同研究的场所，同

时也是企业技术人员培训的课堂，是实际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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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联合体。

德国在产学研方面的发展则主要依赖于政府

的调节。政府不仅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而且还

利用科技政策规定大学必须与企业合作，从制度

上保证产学研结合的长效发展。同时以项目为导

向对大型研究项目进行资助，最终形成费朗霍夫

联合体及斯坦贝艾斯经济促进基金会等产学研联

盟，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同时也对高校的职业技

术人才进行了培养，从而建立了长期的、稳固

的、紧密的和实效的校企合作联盟。

我国的产学研研究起步较晚，初步形成“大

学主导型模式”、“企业主导型模式”、“科研机构

主导型模式”以及“政府指令型模式”等产学研

结合模式。近年来，“政校行企”联盟从政府的角

度，极大地推动校企之间的协调合作创新模式发

展，但是与美国、日本和欧美等国比起来，无论

是规模、数量还是效益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一方

面，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企业迫切需要

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高校也希望自己的研究

成果能够转化为经济效益；但是另一方面，企业

又不愿意冒险对未知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投

入大量资金，导致高校也逐渐失去科技成果落地

的动力。

二、技术创新联合体的功能定位

校企共建的技术创新联合体承担着高职院校

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力的责任，同时，也是

高职院校对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其主要功能为：

1．研究技术创新联合体的运行管理机制，建

立协调校企双方合作的长效机制

技术创新联合体是高职院校与企业本着互惠

互利的原则而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的载体，因此

校企双方应本着信任、兼容、互补、平等、双

赢、灵活的原则组建专门机构，促进双方的协调

力度，建立合作的长效机制。技术创新联合体在

运行管理时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组织架构，明确

高职院校和企业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制定一系列

的包括人事、财务、项目等管理制度，使得双方

的合作在有理有据的背景下进行。技术创新联合

体在管理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完善利益机

制，充分挖掘高职院校和企业双方合作的潜力，

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通过成果转让、共同研

发、协商让利、风险补偿等机制合理分配双方利

益，促进双方合作的积极性。

2．围绕重点项目，强化校企双方的合作创新

意识

在技术创新联合体中，企业提供应用性技术

研发项目的合作意向，高职院校则组织教师带领

学生主动参与这些研发项目，有针对性地为企业

提供应用性技术攻关、新产品研发、高新技术传

播、先进技术推广、技术培训等服务，在为企业

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提高了高职院校教师和学

生的科技开发和应用能力。同时，技术创新联合

体还肩负着向政府、行业协会积极争取重点项目

的任务，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基础上，结合企业实

际需求争取政府、行业协会的支持，建立项目团

队，完成项目研发、建设、推广、培训等一系列

任务。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新兴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的兴起为技术创新联合体争取项目带来了

新的机遇，能否把握这种机遇将直接决定了技术

创新联合体的未来。

3．资源共享，发挥校企合作的最大效能

技术创新联合体的资源共享包括校企双方的

人力资源共享、设备资源共享、技术资源共享、

培训共享等内容。一方面，鼓励更多的高职院校

教师走出校园，进入企业，将自己研究的高新技

术应用于企业的实际生产中，直接投入社会经济

发展中；另一方面，企业则通过培育和引进高新

技术，消化创新，为高新技术顺利转化为生产力

提供平台，在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促进

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发展。而在设备共享方面，

企业拥有着大量的生产设备，而高职院校则为了

适应学生的实训要求，也购置了一部分高端设

备，将这两者有机结合，既解决了企业生产设备

不够先进的问题，也解决了高职院校实训设备数

量不足的问题，同时节约了校企双方的设备购买

和维护成本，对校企双方来说，均为极好的选

择。为社会提供培训是高职院校的本职工作，而

企业对新员工的培训以及对老员工的新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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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则成为一种常态，因此，高职院校定

期为企业提供所需的培训就成为双赢的手段。

4．调动政校行企多方积极性，协调创新

从国外先进的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中不难

看出政府的导向作用，早在1992年, 由国家经贸

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共同组织实施的“产

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也代表了我国最早的政校行

企合作的开始，从此，政府主导型产学研机构一

直努力探索在政府的支持监督下，国有大中型企

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模式。到了今天，这

种合作不仅存在于以上三者之间，中小微企业、

高职院校之间的合作更加普遍，其中不能没有政

府的政策支持和导向，同时还要借助行业协会在

行业产业发展中的协调作用，才能发挥各方优势

力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合作创新模式。

三、校企共建技术创新联合体的运行机制研

究——以广东农垦信息化服务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为例

为了深化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校企

合作、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学院提出创建广东

农垦信息化服务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

“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作为为广东农垦提供

信息化服务的技术创新联合体，充分统筹整合和

发挥人才、学科和资源的优势，依托学院信息化

人才，为广东农垦信息化建设提供服务，促进学

院与广东农垦信息化建设的深度融合与互补共赢。

1．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的目标

为了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近年来，广东农

垦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但是由于

历史的原因，农垦自身并没有培养信息化人才，

特别是具有高技术水平的人才，而学院拥有网络

中心、计算机系等一批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信

息化技术人才，但又苦于没有借科技提高经济效

益的机会，在此背景下，双方合作建立技术创新

联合体正是最佳选择。

（1）围绕农垦需求，整合资源，建立技术创

新联合体。通过协同创新，有效推进学院与广东

农垦信息化建设的深度融合，发挥学院在创新、

人才、学科方面的综合优势；围绕广东农垦信息

化建设战略发展需求，协同学院信息化建设方面

的高水平人才和优势资源，以“校企合作”的双

赢方式为载体，一方面实现学院协同创新能力的

提升，增强学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综合实力；

另一方面为广东农垦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社会

服务，促进广东农垦信息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2）校企协同，打造团队，形成信息化服务

力量。打造广东农垦信息化建设服务团队，形成

学院与广东农垦协同创新合作。一方面协助广东

农垦对信息化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获取信息化的

真正需求和实施重点，优化广东农垦信息化管理

流程，提升服务管理水平，降低信息化建设风

险，保障信息化投资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提升学

院的信息化社会服务能力，在提供信息化建设服

务过程中实现高技术人才培养。

（3） 发挥软件开发力量，协同创新实现双

赢。通过为广东农垦提供软件开发服务，加强学

院网络中心、计算机系、校外软件开发企业与广

东农垦的协同合作，提升学院的协同合作能力、

专业技术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形成品牌开发团

队；通过与学院的协同合作，使农垦集团在节约

成本、充分发掘需求的基础上，开展信息化建

设，为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坚实的保障，促进集团

进一步发展。

（4） 打造云端智慧农垦，为实现“智慧广

垦”提供技术支撑。依托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

建立农垦云计算数据中心，降低农垦 IT管理的复

杂性。并通过实时工作负载均衡来提高响应能

力，保障重要数据的安全性，更好地利用数据、

挖掘数据，向数据要效益。云计算数据中心由学

院与广东农垦共同投资建设，由信息化协同创新

中心服务团队负责日常运维管理。

2．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思路

（1）培育组建阶段。突破制约学院协同创新

能力提升的内部机制障碍，打破学院与广东农垦

间的体制壁垒，形成“内外协同，突破创新”的

体制机制雏形，筹建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

（2）组织实施阶段。形成一支高水平创新服

务团队，突破若干信息化服务核心关键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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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高水平的标志性信息化服务成果。

（3）引领发展阶段。通过信息化建设咨询服

务、软件开发服务等项目不断提升信息化协同创

新中心的协同创新能力，最终形成信息化服务协

同创新力量，引领广东农垦信息化服务发展。

3．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的主要职能

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在资源整合、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信息化系统开发与运用以及

信息化技术研究方面进行协同创新，为广东农

垦提供信息化建设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服务以

及网络规划、组建、维护与管理服务。同时建

立校内外 IT实训基地，为学院学生提供 IT实习

环境与就业机会。

（1） 为广东农垦提供信息化咨询服务。从

2012年开始，学院即为农垦提供多项信息化咨询

服务，包括《广东农垦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广东农垦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广东农垦橡

胶产业信息化发展规划》、《广东农垦蔗糖产业信

息化发展规划》、《广东农垦畜牧业信息化发展规

划》等多项专业咨询服务。从专业角度为广东农

垦做好项目需求分析、软硬件产品建议方案，并

协助广东农垦信息中心组织项目招标工作，跟进

项目实施、验收及运行情况。

（2）为广东农垦提供网络及信息系统运维服

务。2013年开始，学院调配人才资源，为广东农

垦及其下属单位提供网络及信息系统建设、维护

与管理服务。具体包括协助广垦信息中心建设、

维护与管理网络基础设施；协助广东农垦建设并

管理维护“广东农垦云数据中心”；建立健全信息

服务组织，多层次培养、培训农垦集团及各直属

单位、分局、农场的信息技术人员。

（3） 为广东农垦提供各专项项目的研发服

务。针对广东农垦的各支柱产业，完成不同的信

息化专项服务。如以胜利农场为试点单位，利用

专家系统、物联网等先进 IT技术，研发一套从育

苗管理到投产割胶全过程的生产数据采集、生长

监测、统计分析、预警发布、应急指挥等为一体

的“橡胶生产信息服务平台”，该项目是农业部在

全国实施的9个农场信息化试点示范工程之一，未

来建设完成后将逐步推广到广东农垦 30个橡胶基

地农场使用，进而推广到全国使用，从而提高橡

胶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研发农垦

畜牧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实现畜牧饲养管理信息

化，在畜牧生产管理全过程中采用信息化手段采

集、检测各项数据，提高畜牧生产效率；针对蔗

糖产业，研发糖业生产综合信息管理平台，通过

实施糖业信息化管理和控制，实现蔗糖种、砍、

运、加工等环节的节能减排、降耗增效的目标；

未来还将在粮油、电子商务、农产品质量追溯、

社区管理等方面开展各类信息化研发项目。

4．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的架构

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在中心领导层的领导下

设秘书处、规划部、网络部和软件部。秘书处的

主要职责包括联络校企双方，制定和落实各项工

作方案，联络和协调中心下属各部门工作，以及

各类项目合作的资料整理与收集等工作；规划部

负责制定广东农垦各类信息化建设年度工作计划

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展各类信息化专项建设研

究，做好经济分析与预测，并协助落实各项信息

化建设工作的开展；网络部负责对广东农垦以及

下属单位的信息化通道进行优化与管理维护，协

助建设管理云数据中心，提供各类网络技术支持

服务；软件部负责制定广东农垦信息系统管理制

度，协助完成农垦信息数据交换平台、综合业务

管理平台的建立、开发和运行维护，为广东农垦

提供各类软件开发项目的技术指导、技术咨询等

服务，协助完成各类软件开发项目的规划设计与

技术指导，以及完成各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

5．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的运行管理模式

作为技术创新联合体，高职院校和企业对其

双重管理，包括日常办公管理、人事管理、财务

管理、项目管理等等。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的人

员主要由广东农垦信息中心及农工商学院网络中

心、计算机系的教师、学生组成。为了保障学生

的持续性，建议学院计算机系与广东农垦合作开

设“农垦信息化”订单班，课程内容由农垦、学

院网络中心与计算机系共同协商制定，辅助教师

完成农垦的各项信息化服务项目，（下转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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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

入，高职院校的名师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名师工作室是新型的研修模式和教师培养模式，

在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教师发展、教学研究、

课程改革、技能大赛、校企合作等方面都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构建名师工作室引领下的教师

发展共同体，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竞争力

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高职院校名师工作室与教师发展共同体

1．高职院校名师工作室的内涵

高职院校名师工作室是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

指导下，用名师本人姓名及其所具有的教育教学特

色命名挂牌并担任领衔人，由来自同一专业或相近

专业的一线教师和若干名行业企业的相关专家共同

组成的团队，主要围绕教师专业成长、课程开发、

校企合作、技能大赛、人才培养等进行一系列的产

教研活动的学习型、研究型组织。

创建高职院校的名师工作室，是在名师的引

领下，以专业为纽带，营造一种共同研究和学习

的氛围，通过教学实践、课题研究、校企合作等

活动，搭建促进中青年教师专业成长以及名师自

我提升的发展平台，提高名师及骨干教师的教学

研究能力，打造一支职教领域中有成就、有影响

的高层次教师团队，从而实现“教学型”教师向

“教学研究型”教师的真正转变。

2．教师发展共同体的内涵

教师发展共同体是有共同愿景、共同目标和

兴趣的教师自愿组成的，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合作

交流与分享性活动，并促进教师主动发展而形成

的教师发展联盟。

在这个共同体中，针对专业和教学实践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成员之间教学思想彼此碰撞产生

新的教学灵感，教、学、研合一，合作分享专业

知识和各种学习资源。是建立在平等、互助基础

上的合作，使教师之间互惠共生，促进教师个体

和整体的专业发展，形成相互帮助的激励机制，

最终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多维度、立体化职业院校教师发展共同体

1．依托名师工作室平台，构建工作室成员教

师发展共同体

（1） 搭建以名师为中心的有梯度的工作团

队。为发挥团队优势，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要

吸纳大批有发展意向和发展潜力的教师进入工作

室，组建教师发展共同体。名师工作室成员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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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异质化”，尽可能做到不同发展层次、不同区

域学校教师的加入，可由领衔名师、核心成员、

发展对象三级梯队组成。第一梯次为领衔名师，

包括校内教学名师和校外行业、企业名师；第二

梯次为核心成员，通常是骨干教师，包括专业带

头人、教研室主任（组长）、教坛新秀等；第三梯

次为发展对象，一般是学校的青年新秀，是学校

重点培养对象，各个工作室也可聘请一些专家作

为工作室的顾问。

（2）形成以工作室为载体的活动多样化的发

展共同体。包括：

一是建学习共同体。以名师工作室作为学习

中心，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学习方式，由导

师挑选与推荐，督促成员进行读书活动，并撰写

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通过读书活动将进一步促

进教师的自我完善，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学识

素养。工作室成员除阅读学习外，还要通过观摩

名师、观摩同行课堂，聆听专家讲座，了解最前

沿的教育教学理念，树立与时俱进的新型教育

观、质量观和学生观，形成勤于学习、善于思

考、勇于实践的思想意识。

二是建教学共同体。课堂教学是名师工作室

研究和实践的“主战场”，各工作室应定期开展多

种形式的教学研究活动，让每位教师置身于教学

实践，着力于课堂，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强化善教勤思合作共进的习惯，

在学习名师精湛的教学艺术的同时，逐渐形成各

自的教学风格和特色，提炼新颖的课堂教学模

式，提高成员的教育教学能力。

三是科研共同体。名师工作室要以课题研究为

依托，在实践中研究和聚焦课堂，名师要主持研究

课题，关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模

式等职教热点问题，并带动成员从事教学研究，形

成学、研、教一体化。鼓励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课

题研究方向，认真开展探究活动，以课题推动教师

发展，以科研提升教师素养，引导教师由经验型向

专家型转变。

四是校企合作共同体。借助校企合作平台，

将行业企业专家、大师吸收到工作室队伍，构建

校企合作共同体。校企共同进行新产品的研制与

开发、新技术的引进，共同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共同进行专业课程的研发；行业、企业专家

到校开设专题讲座，承担校内实训课程；校内名

师为企业员工开展业务培训，到企业挂职，积极

参与企业的技术攻关、咨询与服务等工作，培养

名师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提升名

师在行业企业中的影响力，为名师工作室开展工

作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并实现校企深度合作互

惠双赢。

2．不同专业的名师工作室协作，构建专业间

教师发展共同体

基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需要，不同专业

名师工作室之间应加强协作，形成名师工作室

群，实现不同专业的对接与融合。构建专业间教

师发展共同体，一方面要注意寻找合适的对接

点，选择的不同专业之间要有一定的关联度，其

关联点就是对接点，另一方面，不同专业名师工

作室之间的协作方式应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进

行各工作室运作模式、培养模式的交流，也可以

定期召开名师工作室间的工作经验交流会等等。

3．扩大名师工作室辐射范围，构建区域内教

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构建区域内教师发展共同体，在不同学校相

近专业的名师工作室组群中，互通有无，相互借

鉴，共谋发展，以点带面，增大辐射范围，推进

区域化教育的均衡发展。

（1）健全制度，引导规范化发展。目前职业

院校区域内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尚处于探索、尝

试阶段，大多比较松散，制度也不够完善，为充

分发挥其作用，指导区域内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开展工作，建议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出台比较

规范的工作条例或指导意见，引导各校际教研共

同体向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迈进。

（2）优化模式，切实提高活动效率。与校内

名师工作室的活动相比，区域内教师专业发展共

同体的活动，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经费要多，因

此要精心安排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优化模式，切

实提高效率。每次活动主题要明确，要有前瞻

性，树立问题意识，并建立反馈机制；内容安排

上可选择在校内教研活动中比较难以解决的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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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围绕打造优秀教师团队、深化校企合

作、助推专业建设、指导技能大赛、提升服务能

力等方面开展教研活动，注重实效，以教师的实

际需要为重，遵循高效节约的原则，注重投入与

产出比，成本的考虑不仅是经费的支出，更要关

注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3）专家引领，发挥名师示范作用。目前由

于专职教研员队伍人数较少，可通过评聘一批科

研型的骨干教师作为兼职教研员，从而建立起一

个由教研员、兼职教研员和名教师共同组成的专

家名师资源网，充分发挥其在区域内教师专业发

展共同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有效利用区域范

围内的专家名师。一方面，在区域范围内对专家

名师提出量化要求，每学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参

与指导区域内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的活动；另一

方面，由区域内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组织出面，

邀请专家名师参加共同体的校际活动，以获得帮

助和指导。

（4）网络辐射，实现智慧共享。通过建立辐

射网络化机制，主动面向本地区教师开放活动内

容，进而带动区域内教师整体素质的提升以及区

域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利用各省、市建立的专

业教科研中心组这一平台，建设专门网站，在网

站上发布各种教育教学信息和研究动态，上传活

动报道、展示研究成果，开展网上学术沙龙等

等，使更多教师在网上分享研究成果和优秀教育

资源，放大培训的效益。建立一种积极向上的社

群关系，开通名师博客、微博、微信、QQ群工作

室等，对教学问题展开研讨与交流，形成一种开

放、多元、灵活的新型远程协作教研文化，真正

实现智慧共享。

总之，名师工作室引领下的高职院校教师发

展共同体建设，应抓住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创

设一种相互支持和相互协作的学习环境，打造出

区域一流的专业团队，创建区域职业教育的特色

和品牌。

[责任编辑：陈保荣]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Development Commun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Famous Teacher's Studio

CHEN Zhao-fang
(Jiangsu Union Technical Institute Suzhou Tourism and Finance Branch,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model of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 the new era, the vocational famous teacher's studi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promot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
er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development commun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famous teacher's studio can play a role in the demon⁃
stra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teacher's studio three dimensionally and systematically. That is, through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tudio
members the radiation energy of the famous teachers is enhanced, through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ross-specialty the radiation
thickness of famous teachers is improved and through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regional teachers the radiation scope of famous teach⁃
ers is expanded.
Key words: famous teacher’s studio;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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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教师培训是职业学校面临的现实命题

职业学校的新教师大都来自非师范专业，教

书育人能力不足。近年来，笔者所在院校江苏联

合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每年引进

8-10位新教师，他们专业知识深厚，精力旺盛，

思维活跃，是学校的新生力量。但由于大都来自

医学类院校，缺乏系统的教育教学理论学习，没

有经过专门的教育教学实践，教学经验缺失，教

学基本技能、班级管理能力等都显示不足，教学

效果差强人意。

传统的新教师入职培训是被动培训。多侧重

通识性的理论学习，所培训内容与教学实践脱

节，缺乏对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

关注和思考，受训教师参与度不足，主体地位没

有体现，新教师参培积极性难以调动，出现“学

校要求培训”，而不是“我要培训”的局面。

因此，学校专门成立了新教师培训团队，为

新入职教师“量身定做”了为期一年的系统培训

计划。提出了“以人为本，导研训验合一”的新

教师培训模式。围绕师德培养、教学艺术、班级

管理能力、科研能力诸方面，采取专题讲座和交

流研讨相结合，理论学习和现场教学相结合，通

过指导、研讨、观摩、实践等形式，提高培训的

参与度，关注新教师的理论修养和实践智慧，全

面提升新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二、新教师培训目标多元

1．搭建互动平台，培养团队研修意识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运用，新教

师仅靠自身努力已不能满足其专业发展需要，他们

之间的信息沟通、互动协作显得尤为重要。培训团

队通过建立QQ群、微信群等，搭建教学交流互动

平台，营造互相对话、交流、观摩的氛围，让新教

师发挥各自的优势，共享知识、经验和资源，培养

团队研究意识，促进新教师专业发展。

2．构建“以人为本，导研训验合一”培训模式

“导”是指导，立足新教师专业发展，通过示

范观摩、研讨交流、实践体验、总结反思等多元

化的形式促使新教师教学素养的总体提升；“研”

是研讨，直面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升

教师在实践过程中判断、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训”是集中培训，通过专题讲座更新课程

理念、增强教科研意识；“验”是在日常的教育教

学和各项赛事中实践和检验培训的效果。

3．加速提升新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通过培训研讨，促使新教师“一年入门，三年

胜任，五年骨干”，造就一批师德优良、教育教学

水平过硬，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学新生力量。

三、新教师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

新教师培训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转

变角色，走进校园”，培训形式主要是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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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侧重师德师风培训、教育教学理论等；第二

阶段“扮演角色，站上讲台”，培训形式主要是专

题讲座、示范观摩、交流研讨等，内容为课堂教

学艺术、教学常规、班主任工作常规、科研能力

等；第三阶段“演好角色，站稳讲台”，培训形式

主要是“六个一”活动、教育教学实践、参赛锻

炼、总结反思等，内容为开设汇报课、指导教师

评课、书写教育教学心得、参加各级技能大赛、

省市“两课”评比等。每个阶段都为新教师配备

指导教师，实施个性化指导。为新教师建立培训

档案袋，全程记录成长过程。具体做法如下：

1．建立新教师培训团队交流平台

成立新教师培训团队，同时建立QQ群、微信

群，所有新教师、指导教师、系部主任、相关职

能部门领导、教学校长均成为该群成员。新教师

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疑问可以随时提出，请大家

共同解答，也可以进行专题研讨；新教师的所有

作业均上传到群文件，群成员可以任意下载，方

便新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有助指导教师、

系部及学校实时了解新教师培训的动态及新教师

的成长情况，并随时给予指导；适时发布各种教

研、培训信息，供大家分享，新教师可以发表培

训感想等。

2．开展形式多元的培训活动

（1）专题讲座。定期邀请校外知名学者做专

题报告或学术讲座，聘请学校领导及各职能部门

领导、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就校史和学校发展

思路、师德师风建设、教学艺术、班主任工作艺

术、课题研究等进行专题讲座。帮助新教师调整

心态、完成角色转变，走进职业学校的新生活，

上好第一节课，有效组织课堂教学，开展课题研

究等。

（2） 示范观摩。请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指导教师等开设研究课、示范课，要求新教师深

入课堂听课，认真记录并加以评课。组织新教师

观摩校内外优秀教师的上课、赛课、说课等的实

况录像，推广优秀教师教学经验，拓展新教师学

习的途径，帮助新教师尽快掌握课堂教学的各个

环节，提升教学素养。

（3） 校内研讨交流。开展“六个一”活动：

读一本教育教学理论书籍，上一节汇报课，独立

出一份试卷，写一篇教育教学体会文章，组织一

次主题班会活动，制订一份个人成长规划。针对

以上的活动，定期开展座谈会，要求新教师全程

参加，邀请同课程老师、指导老师及系部主任等

现场指导，探讨培训实践中的得失、体会。

（4）外出培训交流。学校每学期提供新教师

外出参加各类培训、各类学术会议的机会，例

如：全国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全国职业院校青年

教师成长训练营、南京市职业教育骨干教师信息

化教学能力培训、全国卫生职业教育内科研究会

议等，拓宽教学视野，更新教学观念。

（5）个性化指导。为每一位新教师聘请两位

师德高尚、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担任指导老师，

分别指导教学科研和班主任工作。指导教师定期

听讲课，就课前备课、教材处理、教学组织、教

学方法运用、听课评课、论文写作、课题研究、

班主任常规工作等方面进行具体指导，提高新教

师的课堂驾驭能力、班级管理能力及科研能力。

新教师要系统听指导老师授课一轮并接受课前备

课指导和课后听课指导等。

（6）以赛促教。鼓励支持新教师参加各类竞

赛，历练队伍。新教师通过参加了省市护理、英

语技能大赛，省市校班主任技能大赛、说课竞

赛、微课制作竞赛、教学设计竞赛等，丰富了教

学经历，拓展了发展空间。

3．建立新教师培训档案袋

引导新教师制订个人发展规划并建立培训档

案，将新教师成长过程装入个人成长档案袋。培

训过程中的各项成绩记入个人档案，作为个人定

级、晋级、评优的重要依据。

四、新教师培训需要组织保障

1．团队合作是前提

新教师培训工作由教学校长直接领导，校

办、教科研室、督导室、教务科、学生科、各系

部等部门具体实施，成员由国家级教学名师、省

市校各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组成。督导室负

责前期调研、培训计划制订、培训工作协调落实

监督、培训结果综合、教师培训档案建立；校办

负责学校总体情况及发展思路、师德教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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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学校管理制度的宣传，教科研室负责论文

撰写、课题研究、新教师个人发展规划制订的指

导；教务科负责教学常规落实、教学效果考评、

基本功训练及竞赛、教案撰写、试卷编制、学生

测评等；学生科负责班主任各项工作培训，各系

部负责指导教师安排，组织说课、上课、听课、

评课、赛课等活动。

2．效果评估是关键

为确保培训的效果，培训团队开展多元评价

制度，采取培训团队评教、学生网上评教、督导

评教、同行评教，通过新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各

项竞赛、论文发表、课题研究、班级学风、作业

提交、教学反思等过程性评价，调动新教师积极

性，检验其参加培训的效果。

五、新教师培训效果明显

1．团队协作意识增强，职业生涯认知清晰

通过组建培训团队。建立互动平台，互相观

摩、互相对话的氛围，培养了新教师的团队协作

和研修意识；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与新教师一

起开展教育理论研究，开展各级教学观摩、教学

研讨活动，指导新教师绘制未来专业发展的具体

目标，减少了新教师教学研究的盲目性、随意

性，有助新教师时刻审视自己的教学实践，对自

己的教学活动适时进行反思与调节，对职业生涯

的认知也更加清晰。

2．教学基本功和班级管理能力显著提升

根据督导听课、学生座谈会、班主任考核等

情况来看，经过一年的系统化培训新教师的教学

基本功和班级管理能力都得到显著提升。2013年9
月至2015年5月，18位新入职教师中，有5人次获

校“优秀班主任”称号，占总人数的27.8%，督导

听课有 8 人次排名全校前 30%，占总人数的

44.4%，1人次被评为学生心目中的“张丽莉式老

师”。此外，新教师在指导学生参赛方面成绩突

出，2人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目前，绝大部分

新教师直接参与到学校正在进行的国家示范重点

专业建设和特色专业建设，在数字化校园建设、

教学资源库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精品课程建

设、特色教材开发、校企合作中起到积极作用。

3．新教师在各类竞赛中硕果累累

近两年，新教师获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江苏省职

业学校班主任技能大赛一等奖1项，南京市职业学

校班主任技能大赛团体总分第一名，江苏省职业

学校专业技能课“两课”评比示范课1项，南京市

职业学校专业技能课“两课”评比一等奖1项、二

等奖2项、三等奖1项，南京市职业学校公共基础

课“两课”评比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

1项，江苏省医药卫生类职业学校微课作品三等奖

1项。在学校举办的说课、微课制作、信息化教学

设计、教学案例撰写等竞赛中，新教师更是多次

获奖。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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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acher-oriented Training Rout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Pattern
of“Unity of Guidance, Discussion, Training and Testing”

TAO San-qin
(Jiangsu Union Technical Institute Nanjing Health School, Nanjing 210038, China)

Abstract:“People-oriented and the unity of guidance, discussion, training and testing”is one of the effective patterns of the teach⁃
er-oriented train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key factors of this pattern are forming the training teams, establishing the interactive
platforms, planning various training activities and establishing training archives, etc. The training pattern, which is easily operated
and applicable, has practiced for three year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Key words: teacher-oriented training pattern; training strategies; train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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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教师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因研究
——以福建高职院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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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通过对部分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企业开展调查与访谈，发现大多数高职教师科研能力较弱，

难以胜任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任务。利用德尔菲法构建高职院校教师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因模型，并根据动

因模型和访谈调查结果分析，认为影响高职教师协同创新动因的关键因素是院校内部科研环境、政府产学

研政策和个人专业技能。因此，政府和高职院校应出台鼓励提高高职教师科研能力和激发个人科研工作积

极性政策，彻底改变高职教师科研能力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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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载体，是

人才培养、知识传承和科技创新的主要阵地之

一，在协同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作

用和重要的地位。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是

高技术应用型人才，要求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

中，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学生实际动手能力

和解决实现问题能力，因此，高职院校教师既要

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又要具有较强的应用型技术

开发和科研能力，而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教师在

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的科研能力较弱，严重影响

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的开展。

一、高职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内涵

高职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高职院校内部

各学科教师之间、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以及本科

高校教师之间、高职院校与科研机构、企业研究

者、生产者、管理者之间，围绕企业市场产品需

求、技术需求、企业运营管理需求等，为解决企

业日常生产、技术、运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技术

性问题，投入各自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

技中介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合作

攻关，从而力求在技术开发、生产运营上取得较

大改进的创新活动。

从高职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内涵可看出，高

职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本科高校在科研活动上

的方向是有差异的，本科是以研究型为主，而高

职是以技术应用型为主，其主要特征：一是对应

性，对应学校的自身条件，以学校的优势专业为

依托开展研究，充分体现高职教育为区域经济、

行业产业和中小微企业服务的特点；二是区域

性，植根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开展研究；

三是应用性，针对生产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特别

是社会和企事业单位最急需解决的技术、工艺问

题开展研究；四是开发性，围绕新知识、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进行开发型研究。

二、高职教师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因模型

对福建省十几所高职院校教师开展问卷调

查，总共发放问卷 165份，其中有效问卷 154份，

还与二十几家与高职院校有校企合作的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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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现场访谈，并查阅大量的相关高职教育文

件和高职科研、教育等文献，同时召集部分长期

从事高职教育的专家通过德尔菲法来确认高职教

师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因，其主要动因有三个因

素，最主要的晋升需求，其次是成就需求，再次

是利益需求。

1．晋升需求

从教师角度来看晋升，一个是职称评聘，另

一个是职务升迁。目前大多数教师比较关注职称

评聘，50%的教师认为从事产学研的最主要动因是

职称评聘，42%的教师认为是教学需要，8%的教

师认为是其他项。

2．成就需求

教师的成就需求主要由科研成果、论文撰

写、科研水平提升、教学水平提升等成就构成，

根据调查资料分析，高职教师除把教学水平提升

作为最主要成就外，36%的高职教师把主要精力投

入到撰写论文，21%投入到科研上。

3．利益需求

利益可以分为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物质

利益主要表现在报酬上，非物质利益主要表现在

各种荣誉、地位或能力提升上，目前高职教师对

物质利益的需求冲动性较小，从调查问卷可以看

出几乎没有人把增加经济收入作为科研创新的最

主要动因。剔除经济利益，92%教师非常愿意或愿

意从事科研工作，其目的是获得科研能力、教学

水平的提升和领导对科研工作的认可。

三、影响高职教师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因的主

要因素

从高职院校教师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因模型可

以看出，首先由个人内部因素激发动因需求，然

后通过外部因素刺激个人内在需求，从而形成科

研创新的动机和行为，并产生科研创新成果。

外部影响因素主要由院校内部科研环境、院

校、科研机构合作环境、企业合作政策、政府产学

研政策和科技中介服务环境五个部分构成，其中主

要是院校内部科研环境和政府产学研政策。

1．院校内部科研环境

院校科研环境主要由领导重视度、科研机构

领导力、科研政策、科研基地、科研团队构成，

其中院校一把手对科研的重视程度最为关键，直

接影响高职院校科研定位和发展方向，决定在科

研领域的人、财、物的投入；其次是科研政策的

制定，虽然大多数高职院校对科研工作制定了相

应的奖励制度，包括纵、横向课题的资金配套，

发表论文予以补贴和在职称评聘上适当考虑等，

但从教师实际访谈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对纵、横

向课题的科研不积极；科研基地是从事科研活动

的重要物质基础；科研团队是从事科研工作最活

跃、最有生命力、最重要的载体；科研机构领导

力是科研工作的执行部门，是推动科研工作的重

要保障。

2．院校、科研机构合作环境

高职院校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比较弱，与在本

科高校研究型科研合作过程中，只能充当配角，

合作成果很少。一般应用型科研机构都是独立经

营的经济实体，讲究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看重高

职院校科研基地、科研设备、学校的产学研配套

资金和政府给学校产学研的优惠政策。高职院校

之间合作难度更大，主要是双方之间没什么优势

互补，无法形成1+1>2的结果。总之，院校、科研

机构合作环境不利于高职院校协同创新。

3．企业合作政策

企业与高职院校的科研合作是一种市场化行

为，这种科研合作要给企业带来现实的经济利

益。根据对企业管理者的访谈，企业科研合作主

要与本科高等院校合作，与高职院校合作很少，

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教师能参与企业的技术攻

关、设备改造、技术应用等科研能力有限，无法

满足企业产品技术开发和应用，难以提高企业产

品质量和生产效益。同时，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

图1 高职院校教师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因模型

院校内部科研
环境

政府产学研
政策

院校、科研机
构合作环境

企业合作政策

科技中介服务
环境

刺激 个人动因
成就需求
晋升需求
利益需求

动机与行为
科研创新

成果

激发

科技
知识

专业
技能

科研
价值观

个人内部影响因素

外部
影响因素

-- 15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1 期 Feb.20,No.1
的积极性还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的支持，尤其在

资金、税收等方面。

4．政府产学研政策

由于高职院校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与本科

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不对高职院校进行政策倾

斜，高职院校很少有机会获得纵项课题。就以对

高职院校相对比较容易的 2014年福建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课题为例，在重点的 70个项目中，

仅有8个项目是高职院校获得立项，而福建省高职

院校总共有53所，而本科仅23所。因此，现有的

政府相关科研部门的政策对高职院校不利，虽然

有些部门做了一些政策倾斜，但力度远远不够，

无法调动高职院校教师的积极性。

5．科技中介服务环境

科技中介服务是指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社会

化、专业化服务以支撑和促进创新活动的机构，

是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桥梁，是通过市场竞争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不可缺乏的纽带。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主要有：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信息

服务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咨询评估机

构、科技投资公司和金融机构等。目前科技中介

服务环境对高职院校协同创新影响不大。

6．个人内部影响因素

影响教师科研动因的个人内部影响因素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教师科研能力，科研能力是开

展科研活动的基础和条件，主要包括：科技知

识，即教师已经掌握和涉及的科学理论知识，目

前大多数高职教师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理论知

识足以支撑从事应用型科学研究的基础；二是专

业技能，即专业领域实际工作技能和实践经验，

目前大多数高职教师有从事一线实际工作经验的

很少，动手能力和实践经验较差，不太了解现代

企业技术需求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解决企业技

术或管理上的问题有较大的能力差距，即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三是科研

价值观，即高职教师对科研的态度，92%的高职教

师都表示非常愿意或愿意参加产学研课题，从态

度上看高职教师是端正的，但实际上真正行动的

人却相当少，有 71%的高职教师对服务社会能力

没有自信，从而出现意愿与结果背道而驰的现象。

四、提高高职教师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因的主

要措施

为深化高职教育改革，应充分发挥高职院校

和政府政策的引领作用，转变传统观念，加强科

研团队建设，提高教师科研综合素质。提升高职

教师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1．明确高职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定位，把科

研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高职院校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体，学校应

明确把科研创新作为高职院校办学主要任务之

一，在人、财、物资源方面向产学研工作倾斜，

把产学研中的科研工作同高职培养目标、专业设

置、课程体系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科研基地建

设和企业对技术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以服务企

业生产一线技术需求为目标，突出应用型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研究，通过产学研项目的开展，提高

教师的科研水平与能力。

2．政府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激发各方

参与热情

政府是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发起者和

推动力量，应积极主动承担其职责，推动高职院

校与地方企业的科研合作。第一是制定和完善与

产学研合作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明确合作各方的

权责、知识产权归属、专利许可、利益分配等，

从法律上解决好合作各方的利益和风险，调动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服务、金融机构等组

织协同创新的热情，营造良好的产学研政策氛

围。其次，制定优惠政策和提供资金支持，科研

创新需要资金投入，有较大投资风险，政府应对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与高职院校的科研合作提供

经费资助、企业税收减免、融资优惠等政策。最

后成立专门的产学研合作机构，建立和健全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相互

协调的服务平台，通过奖励基金、配套基金、种

子基金、风险基金等项目资助形式协调合作各方

利益，引导建立应用型技术研究中心和应用中心。

3．加强科研政策宣传，改变教师科研观念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只有观念改变，高职院

校教师才能真心实意从事科研工作。改变科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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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常抓不懈，主要方

法有：（1）院长应该在每学年的工作报告会上强

调科研的重要性，真正把科研作为衡量办学水平

和提高办学质量的标准；（2） 通过多种形式宣

传，让教师了解院校的科研政策，目前许多教师

对院校科研政策不太解，调查资料显示，78%的教

师对学校科研政策了解程度一般或不了解；（3）
邀请科研专家开展系列讲座，帮助教师熟悉课题

申报流程，课题申报注意事项，提高课题申报成

功率，更重要的是要让教师认识到科研给教师带

来“名与利”，激发教师科研的积极性；（4）邀请

本校科研成功人士做专题报告，通过科研骨干示

范效应，形成人人做科研的良好氛围。

4．实施科研绩效考核，引领教师科研创新

首先，学校应把科研考核纳入学校各级绩效

考核中，根据各院校情况，权重占20-30%；其次

是在绩效考核中，纵横向课题作为职称晋级必备

条件，正高每三年必须至少有国家级课题1项或省

级课题 2项或横向到款经费 30万元，副高每三年

必须至少有省级以上课题1项或市、厅级课题2项
或横向到款经费 20万元，讲师每三年必须至少有

市、厅级课题1项或院级课题2项或横向到款经费

10万元；再次是加大科研成果奖励，积极开展对

科研纵横向课题的奖励和资金配套，其金额可以

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学校财力来决定；最

后就是开展科研工作者评优活动，被评为科研先

进工作者应当与优秀教师荣誉一致，在职称晋级

予以优先。

5．成立科研服务机构和创新科研团队，服务

地方经济

为更好建设科研服务机构和创新科研团队，

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解决机构和团队负责

人问题，目前，高职院校教师在科研上和管理上

水平较好的很少，可以选拔一些各专业领域科研

带头人担任机构和团队负责人，通过3至5年的培

养达到一定的水平，另外通过引进本科院校、科

研机构或企业的科研带头人，负责团队建设；二

是科研基地建设问题，仪器和设备是科研工作的

基础，是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工作的平台，必须

加大科研仪器和设备的投入；三是解决负责人待

遇和资金配套问题，团队负责人是团队建设的灵

魂，调动团队负责人的积极性需要提供相应的物

质和精神待遇，同时也考虑到提供相应的科研配

套经费；四是解决科研经费的使用问题，目前科

研经济使用管理比较僵硬，严重制约科研工作的

开展，应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解决经费使用的问

题，做到“活而不乱”；五是按照“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原则，做好科研发展规划和科研课题，

主要研究领域有三个方向：（1）应用研究型，以

解决区域行业共性技术问题；（2） 技术开发型，

以解决中小生产过程中实际技术应用问题；（3）
技术服务型，利用自有技术或转移技术服务于中

小企业。

6．强化学校科研机构管理，提高教师科研能力

目前高职教师的科研能力普遍较低，难以胜

任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科研工作，作为学校科研机

构应该在政策上和管理上帮助教师的科研能力，

一是为教师搭建更多科研立项平台，通过加强与

政府、上级主管部门、企业、中介机构等的联系

与沟通，为教师提供纵横向课题立项范围与内

容；二是提高教师科研课题的申报技巧与方法，

建立各种纵横向申报课题范例，聘请有经验的专

家开展专项申报课题讲座和交流会，提高教师在

选题、项目申报等方面的能力；三是开展科研帮

扶活动，形成以课题组负责人负责的“师带徒”

帮扶活动，向组员传授科研方法和经验，提升组

员的实际科研能力，四是组织教师下企业，参加

企业的生产实践活动，提高教师实践工作经验和

发现问题的能力；最后是建立健全科研项目管理

和评价制度，不仅是对科研课题立项、开题、中

期检查、成果鉴定过程的跟踪与管理，更重要的

对他们科研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时提供帮助，避免

科研过程制度走弯路。

7．落实科研配套资金和合理开支，减轻教师

教学工作量

开展科研工作充足的科研配套资金是教师进

行科研工作的基础，也是实现科研预期目标的基

本保证。高职院校不仅要为教师创造物质条件，

积极从政府、上级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企业争

取科研资金，同时要保证落实科研项目的资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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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为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

为了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保证必要的科研工作

时间，高职教师必须减少教学工作量，通过科研

工作量折算成教师教学工作量方式，这样既保证

教学工作量，又不影响教师的职称评定。

五、结语

虽然大多数高职院校教师都有较强愿望参与

科研工作，但由于学院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

政府政策、自身科研能力等均不利于调动高职院

校教师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因此需要从学院政

策、政府政策等外部环境刺激高职教师内部自我

发展因素，形成教师愿意从事科研创新的动力和

为地方中小企业技术服务的能力，促进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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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Fujian as an Example
HE A-mi YANG Xue-ming

(Fuzhou Polytechnic School,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in par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mpanies,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s weak. They are unqualified for collaborative inno⁃
vation task in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e Delphi method is used to build the model of motivation research on collabora⁃
tive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moti⁃
vation model and the interview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he key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on the motiv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ers include internal research environment in colleges, government policy about production, educa⁃
tion and research and personal professional skill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introduce poli⁃
cies to encourage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ies and to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which should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with poor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ies completel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tiv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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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教育信息化虽然有了较大发

展，但总体来看，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基础仍然

很薄弱，应用水平亟待提高，特别是在区域性职

业教育共享资源建设中，往往注重的是面向学习

者的优质课程共享资源、数字化学习资源、专业

教学资源库资源和视频公开课程资源等，而对面

向专业建设者或是课程建设者的国际化资源、跨

行业职业标准资源、区域性产业结构调整资源等

内容极少涉及。事实上，区域性职业教育共享资

源既应该服务学习者，也应该服务资源建设者。

在区域性职业教育共享资源建设中，将没有被专

业建设者或是课程建设者足够重视的国际职业教

育标准、区域性产业结构调整资讯、行业标准、

面向行业的职业标准、相关技术标准和区域内职

业院校布局等资源内容加以建设，既是职业院校

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内容，

也有利于对专业建设者和课程建设者进行教育教

学改革起到引导作用。

一、国际职业教育标准资源建设

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着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n⁃
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
tion，简称 ISCED），以及影响国家比较多的欧洲

资格架构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简称 EQF）。站在国际视野，关注国际教育组织

或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标准，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的重要依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 ISCED资源

ISCED隶属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分类法国

际系列》，是一个按照国际商定的共同定义和概

念对各类教育统计提出的标准框架报告，目的是

对各国由课程及资格证书所界定的所有教育活

动，按照国际公认的类别进行分类，主要用于在

世界统计国家间可比较数据的收集、汇编和分

析。ISCED框架最初于 20世纪 70年代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开发，1976 年正式公布，并于 1997
年首次修订。2011 年该框架再次被重新审查修

订，以更好地反映世界教育系统的新进展。

相对于职业教育，ISCED （2011） 的主要特

点是：重新定义了高等教育，明确了职业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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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和学术教育有着同等

的地位，是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构

建起与普通教育体系并行的完整的职业教育体

系，即由初级中等、高级中等、中等后非高等、

短线高等、学士或等同、硕士或等同、博士或等

同共同沟通的完整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教育系

统中可通达的全部教育路径，包括普通教育与职

业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之间的沟通衔

接；职业教育变得灵活开放，体现了终身教育理

念，即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前教

育和职后教育有效衔接，使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自

身需求多次、多途径接受职业教育；增补了公认

资格证书（Recognized qualification）分类单位，

即以文件的形式对成功完成一个教育课程或课程

的某个阶段的正式确认，其目的是要考察并划分

受教育程度；教育提供者可以是一个公共教育机

构，也可以是一个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或非教

育公共团体，即教育提供者可以是多元的，所涉

及的教育活动可以是多样的。

2．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制定的EQF资源

EQF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与

培训，将知识、技术和能力分为 8个等级，囊括

从义务教育结束后到接受最高层次的学术与专业

教育和培训的全过程所能获得的所有资格。EQF
强调学习结果，并不关注学习时限等学习投入方

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实际知识、技术

和能力对其具体学习与培训成果进行等级认定。

EQF转变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之间以及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条块分割的传统模

式。EQF本意是扮演一种转换机制，使欧洲内横

跨不同国家及系统间的资格具备可阅读及可了解

性，一方面提升公民的跨国可携能力，另一方面

是促进公民的终身学习。

作为欧洲终身学习标准的核心，EQF于 2008
年 4月正式实施，首先在欧盟内部得到统一，而

后在欧盟外部的邻国普遍扩散。世界上有 60多

个国家以 EQF为“元框架”，在此基础上开发具

有自己国家特色的国家资格框架（National Quali⁃
fication Frameworks，简称 NQFs），并把它视为分

析教育的标杆。EQF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终身

学习理念和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目前，在全球有

120多个国家正在开发各自的NQFs，其中不仅包

括发达国家，还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孟加拉

国、文莱、柬埔寨、智力、科特迪瓦、印度、越

南和泰国等。

EQF中的不同层级资格结合从事不同职业岗

位工作的要求以及继续学习能力的要求，体现职

业教育目标和终身教育理念。在区域性职业教育

共享资源建设中不仅为中职、高职课程衔接提供

重要的参考依据，也为保障职业教育课程的职业

性和教育性属性提供导向作用。

二、跨行业职业标准资源建设

跨行业职业标准资源主要是指产业发展中的

行业标准、面向行业的职业标准和相关技术标准

资源。这部分资源是职业院校开办专业、确定人

才培养方案、开设课程等最需要了解的信息，也

是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者或是课程建设者应关注的

资源。

1．行业标准、面向行业的职业标准、职业

资格认证资源

所谓行业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规定，由各主管部、委 （局） 批准发布，

在该部门范围内统一使用的标准，例如：机械、

电子、建筑、化工、冶金、轻工、纺织、交通、

能源、农业、林业、水利等等，都制定有行业标

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例

如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行业标准属于强

制性行业标准。所谓职业标准是在国家职业分类

的基础上，根据职业（工种）的活动内容，对从

业人员工作能力水平的规范性要求。面向行业的

职业标准属于工作标准，它是从业人员从事职业

活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以及用

人单位录用、使用人员的基本依据。国家职业标

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制定并统一颁布。职

业资格证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它是指按照国

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

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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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

定，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2．相关技术标准文献资源

技术标准包括基础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工

艺标准、检测试验方法标准，以及安全、卫生、

环保标准等。相关产业领域技术标准如：汽车节

能环保和资源回收再利用，产业升级关键工艺技

术，船舶军民通用技术，化学品安全管理，新型

墙体屋面材料，纺织品安全、环保、有害物质检

测方法，电力、交通、建筑、机械、轻工等下游

行业需求的有色金属，高档数控机床、数控系统

和关键功能部件，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性能计

算机及网络设备、下一代网络，供应链管理技术

等技术标准。

三、区域性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资源建设

以某区域为例，将区域内现有企业状况资

源、相关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作为区域性职业教育

共享资源进行建设，对引导区域内职业院校及专

业合理布局、均衡发展，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效

率，降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促进区域经济更好

更快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某区域现有企业状况资源

区域内现有企业按国家分类标准分为：农、

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

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

福利业，文化、教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

组织，国际组织等 20大类行业领域；每个大类

行业领域又分成若干个中类，例如制造业又分通

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 19个中类；每个中类又分

为若干个小类，例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又分为

轨道交通、公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设备制

造业。区域性职业教育共享资源建设时若以小类

为单位具体列出每一小类制造业所拥有的企业

数、所在地分布，对职业院校有针对性地培养学

生提供调研渠道，也为合理分布专业提供了参考

依据。

2．相关产业结构调整资源

职业院校紧贴市场、产业和职业设置专业，

重点设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鼓励类产业相

关专业，减少或取消设置限制类、淘汰类产业相

关专业；建立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及时发布

专业设置预警信息；强化行业对教育教学的指

导，推进专业教学紧贴技术进步和生产实际。相

关产业结构调整资源是职业院校及时按照市场变

化调整专业方向及课程，为地方经济培养急需适

用人才的重要信息资源。相关产业结构调整资源

既要有全球趋势的，也要有国家的，还要有地方

的，例如德国工业 4.0、美国创新网络计划、《中

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工

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公告等。关注产业

发展，及时收集相关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通过区

域性职业教育共享资源提供给专业建设者或是课

程建设者，是职业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必不可少的

资源。

四、区域内职业院校布局及人才培养资源

建设

区域内职业院校布局资源可以包括中职、高

职院校数，各院校服务产业定位，各院校专业基

本情况，专业面向的职业领域、人才培养目标定

位，开设课程情况等。目前，这部分资源都是分

散在各自学校的网站上，通常在教育主管部门网

站中找不到整体布局资源，不利于区域内职业院

校彼此知己知彼，容易造成资源重复建设、低效

利用。

区域内职业院校布局资源可以建设成既可以

按院校查询专业建设情况，也可以按专业查询开

设院校情况。建设这部分资源对教育主管部门来

说，可以方便看到区域内专业布局是否合理；对

产业界来说，可以方便了解同类专业培养院校情

况，哪家学校培养的学生更符合需求，从而做出

用人选择；对职业院校来说，可 （下转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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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培养一直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研究领

域，培养怎样的职业能力以及如何培养是其中的关

键。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职业能力”而非“培

养”，即对“职业能力”本身研究较多，但对如何

通过“培养”将这些“职业能力”根植于学生却关

注不够。职业规划教育也愈加得到重视，很多高校

都已开设了相关课程，但课程内容基本限于规划本

身，缺乏与能力培养的有效衔接。将两者有机结

合，即借助职业规划提高职业能力培养针对性和实

效性的研究方向和思路，目前还未得到关注。鉴于

此，在分析清楚两者间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职业规

划教育的主要方式和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以职业规

划教育优化职业能力培养的过程思路。研究对促进

职业规划教育与职业能力培养的后续系统化研究有

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职业能力培养与职业规划教育的关系

随着社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的日益迫切，我国

以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主的非研究型高校愈加重视学

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工作。这些高校围绕加大实训、

强化实习和鼓励实践的基本思路，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教学改革实践活动，目的是通过增强教学的职场

针对性来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在这些举措取得部

分成效的同时，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主要

的就是重视学生职业能力的数量积累，却忽视了职

业能力的系统性整合。职业能力不仅包括专业与通

用能力，而且培养过程也涉及校内的专业和非专业

资源，以及校外的其他合作资源，因此相对繁杂分

散。如果缺乏系统性的整合，而只是简单的能力堆

砌，则很难在未来职业发展中形成有效的职业价

值。缺乏系统整合的职业能力的简单堆砌，很难让

职业能力培养摆脱“量”在增长而“质”无提升的

尴尬，并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学校资源投入的效率

不高，二是学生的职业能力很难转化为个性化的职

业价值。

针对此问题，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开始了积

极的思考和尝试。有的学者提出围绕“就业”培养

职业能力。他们认为培养过程应该以“能就业、就

好业”为目标，以职业需要为准绳，系统化地培养

职业能力。实质上这是一种基于人力资源“需求”

视角的思路。另一些学者不认为教育应该随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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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而是应该坚持“特色”。他们更认同高校应该

立足自身实际，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类资源，围绕

特色发展目标培养职业能力。这是基于人力资源

“供给”视角的思路。还有学者认为教育问题归根

结底是“人”的培养问题，教育离不开一个个具

体实在的人，因此培养职业能力应该充分考虑学

生的个人能力和个性偏好，并认为这才是最易被

接受和最为有效的培养。这是基于人力资源“自

身主体”视角的思路。以上思路分别从“需求

观”、“资源观”和“主体观”三个不同的视角对

同一问题进行研究，各自为职业能力培养指出方

向，也都存在一定合理性。分别按照以上三种思

路培养职业能力，确实可以将分散的职业能力聚

合起来。但也由于它们各自只聚焦一个方向，缺

乏应有的系统和全局观，使得职业能力虽然聚合

但是可能偏离重心。偏向性聚合的职业能力培养

也会引起两个问题，一是解决了能力数量的聚合

问题，但可能产生能力结构的错配问题，二是缺

乏系统性思考会阻碍对能力培养的进一步优化。

正因如此，教育研究者一直致力于从系统角

度出发，提出一种既利于职业能力的数量聚合也

利于结构搭配，并能持续优化的培养思路。随着

人们对职业规划教育内涵和外延研究的不断深

入，这一思路现在已经逐渐清晰。职业规划是个

人终身职业经历的预期和计划，职业规划教育则

是帮助建立职业规划的过程。由于不同职业岗位

与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职业能力要求，因此职业

规划实质上可以被认为是“不同职业能力的变化

与组合”的信息集合。如果将职业规划教育融入

职业能力培养过程，则职业规划不再只是个人对

职业发展的愿景和预期，更可成为职业能力培养

的方向指引，甚至成为制订具体培养方案的依

据。职业规划教育和职业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可

以描述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依据，后者有助前者

的实现。因此，高校如果从就业和职业发展的角

度出发，结合学生的能力和偏好差异，帮助学生

建立职业规划，并根据资源实际，培养相应的职

业能力，则可以从系统的角度解决好职业能力的

聚合与结构问题。同时，随着将来职业经验的积

累和职业能力的发展，职业规划也将动态调整并

引发职业能力要求的变化，两者的持续互动将保

证彼此得到不断优化，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以上关系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职业规划教育

是前提和基础。只有先制订出个人职业规划，才

能相应指导职业能力的培养工作。只有职业规划

教育合理，才能保证职业规划真实，也才能保证

职业能力培养有效。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高

校职业规划教育的发展现状，为两者融合发展提

供现实依据。

二、职业规划教育主要方式的比较

从开展主体的角度分析，现阶段我国高校的

职业规划教育方式主要分为学生自主规划、非专

业教师主导规划和专业教师主导规划三种。

1．学生自主规划

学校只负责传授知识和技能，不涉及职业规

划教育内容。此类学校的教学重点更多聚焦于

“职业”，比如深挖岗位技能、营造职场情景等，

而非聚焦于“人”。此类学校或者认为“职业”才

是职业能力培养的核心，学生只用熟练掌握职业

技能并努力适应职业岗位；或者认为职业规划不

过是学生在培养过程及未来工作中不断自省的结

果，无须专门指导。

众所周知，不同种类的职业对技能的要求不尽

相同，不同层次的岗位对能力的侧重有所差异，因

此每个学生都要根据自身能力和个性的特质差异，

在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组合不同的职业能力，形

成个性化的职业生涯。如果能力培养聚焦“职业”

而非具体的“人”，则容易产生无差异的“填鸭

式”培养问题，也产生学校的专业定位明确而学生

的个体定位模糊等问题，就业迷茫、跳槽频繁、职

业困惑等情况的发生将会常态化。

教育理念滞后是这种方式存在的主要原因。

图1 职业规划教育与职业能力培养的关系图

职业规划教育

个人职业规划

职业能力要求 职业能力习得

对应 调整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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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职业教育发展总的趋势是关注重点从职业转向

人，理念滞后的学校总是认为能力培养是一个“学

生去适应职业”而非“学生去选择职业”的过程，

这实质上是一种削足适履的思想。须知，职业教育

问题的本质仍是“人”的问题，对职业的研究不过

是为了使教育更好的服务于人。以“职业”还是以

“人”为中心的理念差异，决定了学校侧重“能

力”的培养还是“人”的培养。侧重“能力”的培

养，强调的是现实的职业能力而非长远的职业规

划，用职业能力的局部代替职业生涯的全局，导致

学生的职业规划制订和学校的职业能力培养这两个

本应合一的过程完全分离，将学校教育异化为终结

性教育；侧重“人”的培养，则关注人的整个职业

生涯，强调规划制订与能力培养的过程统一，强调

职业规划对能力培养的指导性作用。

2．非专业教师主导规划

此种方式较前一种方式更进一步，体现在学校

将职业规划教育纳入学生培养过程，主要表现形式

是开设专门的职业规划课程。由于该类课程多由学

生工作或就业指导等部门的非专业类教师承担，因

此将其称为非专业教师主导的职业规划教育方式。

此类课程一般面向全校所有学生开设，不针对具体

的专业或职业，混合编班，理论授课，考核形式主

要是笔试或是撰写个人规划报告。该方式希望通过

课程学习，学生能将职业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

各自具体的专业中，并相应制订个人职业规划。在

目前我国已经开展职业规划教育工作的高校中，绝

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方式。

一般来说，人生规划是一个总体性的规划，由

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家庭规划等若干子规划组合

而成，而每个子规划都指向某个具体的领域，并体

现出这一领域特征。做为在职业领域的发展规划，

职业规划首先应该体现鲜明的职业特征，在高校教

育过程中则具体体现为专业特征。很难想象，不熟

悉机电专业的岗位设置、职责任务、技能要求、关

联岗位及能力条件的非机电专业老师，能够指导机

电专业学生做出科学合理实用的职业规划。而寄希

望于学生将规划方法运用到各自专业实践中的初

衷，也基本未能实现。以这种方式指导学生做出的

规划，很难真正指导学生的能力培养和职业选择。

成因主要是专业教学的自我封闭性。首先应当

承认，将职业规划教育纳入学生培养过程，表明高

校已经意识到职业规划教育对于学生职业发展的重

要性，这是一种进步。但是由于封闭性，专业教学

将自身限定在“培养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范围内，

认为除此以外的其他工作都不属于专业教学所应该

涉及的范围，因此拒绝在专业教学中加入相关培养

内容。由于目前职业规划教育仍被认为无关专业教

学，因而被排除在外，所以只能由非专业教师主导

并独立于专业教学之外开展。这不仅耗费了学校和

学生的更多时间和成本，而且由于职业规划与能力

培养未能完全合一，指导效果也不明显。

3．专业教师主导规划

少数高校正在尝试以专业教师为主导，开展职

业规划教育工作，主要形式包括专业教学中“渗

透”职业规划内容、专业导师制等。以往的培养过

程往往过度强调学生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

度，而忽视了学生对专业岗位的主观感受。与之不

同的是，这一方式的培养过程开始注重不同学生对

不同岗位的体验和感受，希望通过理论教学的认知

和实训实习的亲历，学生可以更好的理解职业并发

现自己，然后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制订个人职业规

划，从而能够更好的选择适合的职业方向，并储备

相应的职业能力。因此与前面的方式相比，这种方

式的职业特征更明显，个体针对性更强，也更具操

作性。

但实践中这种方式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

主要的就是未能系统整合其他非专业教学资源，包

括学生工作和就业指导等非专业教学部门的资源，

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具体表现就是高校中的

专业教学、学生工作和就业指导等部门之间缺乏有

效沟通，各自为阵。我们知道，任何职业和岗位都

需要工作者具备综合能力，这既包括专业能力也包

括通用能力。站在培养学生的角度看，专业能力和

通用能力的培养目的完全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实

现学生的职业价值，这就要求培养资源也应充分融

合。现实情况却是，专业教师主导下的职业规划教

育有针对性地强化了专业能力，却很难指导通用能

力的培养。这会使得职业规划的指导作用未被完全

发挥，也造成通用能力培养缺乏方向性。

-- 24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1 期 Feb.20,No.1
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各类资源的共识性具体目

标，是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出于

管理上的需要，高校中各部门相对独立，各自在专

业培养、素质培养和就业指导等不同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但是由于目标不完全一致，或者目标虽然一

致但却没有操作性，使得资源整合缺乏一个具体的

抓手，因此难以协调资源以形成系统合力，所以找

到一个共识性具体目标就成为资源整合的关键。由

前所述，职业规划是学生职业发展的“指航灯”，

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能够具体指导学生的能力培养

和职业选择工作。因此，如果围绕某个学生的职业

规划目标，搭配各类培养资源以强化相应的职业能

力，就能实现资源的系统性整合。

三、职业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

从开展方式的角度观察，我国高校职业规划教

育表现出明显的“开展主体从外围向中心的转移，

资源整合从中心向外围扩展”的发展趋势。

开展主体从学生到学校，再由学校的非专业教

师到专业教师，表现为一个由外围到中心的转移过

程。职业规划需求首先在学生中产生，但未形成规

模，因此未引起学校关注。随着需求规模的进一步

扩大，逐渐受到学校关注并被纳入学校管理，但最

初只能存在于非专业教学环节。最后，由于其与职

业能力培养的关系密切，因此将其融入专业教学环

节。因为专业教学一般是高校教学工作的中心，所

以这种转移形成了一个从外围到中心的发展脉络，

体现出明显的向心倾向。

这种向心倾向既是高校对职业规划教育重视程

度的应时变化，也反映了发展环境变化对高校的渐

进性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前，高校毕业生统

一分配工作，而且当时的职业发展更多是单一线性

发展，因此无需过多的职业规划教育。2000年左

右，伴随高校扩招、国企岗位减少、市场化就业等

问题而来的，是学生的就业和职业发展的多样化选

择，而同期的高考毛入学率仍然不高，相比就业，

高校招生仍不是问题，因此职业规划需求只对学生

产生影响。近些年来，随着高考生源的逐年减少，

以及社会对学生就业问题的日趋关注，招生和就业

同时成为影响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于是高

校开始重视职业规划教育工作。此后，随着重视程

度的不断提升，逐渐从非专业教学环节转向专业教

学环节。

与主体的向心转移趋势不同，资源整合呈现出

离心扩展的趋势。一开始，资源整合仅限于专业资

源的内部领域，包括理论课程、实训实习等。然后

逐步扩展至课外竞赛、暑期实践、就业指导等传统

意义上的非专业领域，并存在向日常生活、创业兼

职等更外围领域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推动这种扩展趋势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对“系统

培养”思想的渐进理解，其包含三个步骤：开放、

结合、协调。通过这三个步骤，高校中的专业资源

向非专业资源开放，并相互接纳和渗透，再经过协

调完成各自定位。贯穿这一过程的主线便是系统培

养目标，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共识性具体目标：职业

规划。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同时考虑到自身资

源的局限，专业资源逐步开放并渐次接纳其他资

源，形成了资源整合的扩展趋势。

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体现的正是职业规划教育

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主体明确和资源开放。与此

同时，也不断完善了职业规划教育与职业能力培养

两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是职业规划必须具备

职业性和操作性，否则难与职业能力结合，也无法

具体实施；二是要有系统性的资源配合，否则又会

回到过去彼此孤立的培养状态。随着两种趋势的持

续发展，将会不断完善融合发展的条件，有助实现

职业能力培养的进一步优化。

四、职业能力培养的优化

优化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学生的个体特质不同及

未来的职业发展需要，整合资源，强化关键技能与

能力，通过精准化培养，最大化培养效益。

具体过程可以划分为形成和实施两个阶段。从

学生入校直至其个人职业规划完成属于形成阶段，

之后直到学生毕业属于实施阶段。两个阶段时长并

不固定，根据学生情况不同，有长有短。学生入校

时，分配一名专业教师做为职业导师，负责该生在

校期间的职业指导工作。职业导师了解学生的职业

偏好后，建议学生参加相关活动、讲座和竞赛，介

绍学生走访参观相应企业，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兼职相应岗位，目的是让学生更多发现自己，更多

体验职业。随着学生对专业和职业认识的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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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师生共同制订初步规划，经过改进完善后形成

最终的职业规划。有了规划的指导，就可以有针对

性的选择和利用专业及非专业资源，强化相应的技

能和能力，形成特色化的就业和职业发展优势。可

以看出，形成和实施阶段都需要整合利用资源，前

一阶段的整合利用是为了更好认识自我和职业以利

于制订规划，后一阶段的整合利用是为了强化技能

和能力以利于精准化培养。需要说明的是，实施阶

段并非完全限定在学生毕业前，因为在实践中，已

经毕业的学生也会常常联系自己的职业导师，交流

职业发展近况，讨论职业发展问题，因此这种职业

指导关系将会长期存在。

优化可以概括为专业教师主导职业规划教育

工作，以学生亲身经历和感受后所得到的个性化

的职业规划为培养依据，充分调动和协调各类教

育资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和系统化的高校

“全员育人”新格局，以精准化培养提高教育质

量，这实质上是因材施教、因岗施教和全面育人

理念的综合体现。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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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Vocational Ability Cultivation:
Relationship, Trend and Approach

HUANG Bi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performance, pros and cons and reasons of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mbing its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two opposite trends are presented in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that is, sub⁃
jects of implementation transfers from brim to core, and resources of implementation extends from kern to periphery. It creates con⁃
ditions for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ability cultivation. The thought and process of optimization of the vocational
ability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vocational ability cultivation; development trend; optimiza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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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

注，其教学效果直接关系到教育水平的高低、人

才培养的质量。我国的高职院校教育模式大致经

历了三种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传授式教学。这

种教学模式以教师的讲授活动为主，由教师亲自

来演示、示范，让学生通过模仿教师的做法来实

现教育的目的，学生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容易产生

被动心理，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会感到枯燥无聊、

缺乏积极性，依靠死记硬背等一些效果不太好的

方式来实现，教育模式亟需被新的教育模式所取

代。第二阶段是探索式教学。这种教学模式是以

教师提出的问题或者任务为主，启发和鼓励学生

的动手实践能力，强化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模式

和讲授式教学模式比起来有很大的进步，学生在

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培养了较高的职业能力与独

立思考的能力。第三阶段为“放弃式”教学。这

种教学模式是以学生的学习活动为主要核心，将

一些企业的项目或者虚拟的企业项目引入到学生

的学习活动中，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独

立完成，而教师只起指导、监督和控制全局的作

用。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思

考能力都得到了加强，并且在完成任务后勇于去

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在当前互联网背景下，信息

化飞速发展，信息化技术对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高职院校的教学服务迈进

了更高的层次，信息化条件下，学生的学习与实

践都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影响。各个高职

院校要积极地创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在借鉴

第三教学模式优点的前提下，将信息化作为新时

期发展阶段的重心，利用前信息化发展的条件，

对当前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

一、构建“专业+”的复合育人平台，创新

“主干专业+拓展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针对当前的社会现实，高职院校要不断地提

高和更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模式，强化学生核心

专业能力、职业变迁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

以复合能力、复合专业、复合资质、复合课程为

主攻点，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起学生

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开展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的改革。高职院校要针对经济发展形式以及社会

对高技能人才的新需求，设置以“专业+”应对

“互联网+”，设立“主干专业+拓展专业”的复合

式育人平台，为培养社会复合式、高素质、高技

能、创新式人才提供实现路径，探索建立起一个

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的创新型交叉培养人才

的新机制，从而推动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由学科专业单一型积极地向多学科融合型转

变。笔者通过调查当前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拓展专业的改革建议以更好地改进实践教

学，为社会培养复合式创新型人才建立出科学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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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机制。复合型人才，这里指的是具有两个专

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一类是多种专业的

复合；一类是智力和非智力两种因素的复合。“主

干专业+拓展专业”的设置，用通过学生学习拓展

专业课程组知识，培养学生掌握与其主干的专业

知识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可以更大地延伸学

生的就业空间。比如，主干专业为中医药专业，

那么拓展专业可以为药食与健康等，这样培养出

来的学生既能立足于本专业的优势，又能在健

康、保健领域取得成就。

主干专业是高职院校学生培养就业能力的主

要依托，拓展专业可以构建与高职院校学生主干

专业知识与技能密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在

“主干专业+拓展专业”设置中，不一定要求学生

完整地学习拓展专业，具有拓展专业中完整的专

业知识能力，学生可以通过一定课程的学习掌握

拓展专业中的一些重要技能。在“主干专业+拓展

专业”实施过程中，学校要做好各方面的配合工

作，如教师资源的配置、教学服务质量等等，同

时在拓展专业教师与学生之间做好调研工作。但

是在拓展专业的选定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学

生自选的专业一般教学效果比较好，学生也乐意

接受并积极地学习。而一些院校采取绑定的拓展

专业选择方式，这种专业的拓展使得学生积极性

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一些专业相差太大的拓

展专业，学生在知识衔接上不通畅，在学习中容

易出现畏难的情绪。部分学生对拓展专业的认识

比较模式，拓展专业的课程资源也相对来说比较

缺乏，无法给学生提供合适的教材。这就需要拓

展专业的教师根据教学情况要定期召开座谈会，

进行交流与研讨。此外，学校还要让学生对“主

干专业+拓展专业”复合式学习平台给与一定的教

学评价，比如可以就该情况对学生做问卷调查。

二、实行互联网全覆盖，加强校园网建设

互联网时代给高职教学带来了强大冲击，手

机终端设备打破了一些空间和网络的限制，教学

方法的改革成为高职院校的必然趋势，加快高职

院校信息化建设也成为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举措

之一。以前人们利用电脑访问互联网资源，而现

在只要手持移动设备，就可以在任何地点使用网

络，如今公交车都已经使用免费的无线网络，作

为高职院校更应该实现互联网的免费全覆盖。在

互联网的应用上多下功夫，使其更好地发挥作

用。由于高职院校的课程分为专业课、专业基础

课，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更好地开展，更值得讨论。

一般情况下，高职院校的基础课有语文、英

语、计算机、高等数学、思想政治等课程，这些课

程的知识点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的程序来管理题库。

学校可以通过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出难易程度不同

的试题放在题库中，如高级英语、中级英语、初级

英语等，教师在授课结束后可以让学生根据所讲授

的章节进行复习，并进行随机练习。在学期结束

后，学校还可以根据题库里的系统内容对学生进行

抽签考试。学生在这样的学习模式下，可以随时练

习和复习知识点，熟练掌握。教师通过互联网阅卷

也比较客观。

一些难以在现实条件中完成的实验可利用网

络上以视频的形式进行加工和制作，学生可以通

过题库来观察实验。计算机试题库中的题量可大

可小，一般都是以几百道为宜，太少覆盖不了整

个知识面，太多会重复。试题库里专业课题的制

作更要体现出教师的专业性，最好是由本学科的

带头人参与制作与研讨。题库的试题界面一定要

设计新颖、美观，能够有效地吸引学生参与，将

学生的注意从智能手机上吸引过来，让学生多学

习与专业有关的知识技能，少受互联网不良信息

地影响。进入信息新时代，手机、电脑是学生不

能脱离的，作为学校一定要因势利导，利用互联

网的优势给学生创造一个开放、符合年轻人心理

特点的学习环境，从而让学生远离互联网的不良

内容。

在不断加强校园网完善建设的同时，高职院

校也不要忽视计算机应用软件方面建设。高职院

校不要图一时便捷购买一些现成的计算机软件，

一定要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开发出具有自己办学特

色的教学应用软件，尤其是供教师和学生使用的移动

终端应用软件，最大化地发挥校园网的优势和作用。

三、创新课堂形式，实施“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把课堂内与

课堂外的学习内容翻转，学生在家里或者课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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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教师的视频讲授，然后在课堂上与教师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与探讨，从而完成课堂知识的内化与

运用。从理念上来讲，这种课堂形式创新了讲授

方式，教师传授知识的地点不再单纯是教室，而

是可以依据互联网的便利条件，随时随地完成知

识的传授。因为“翻转课堂”，使得学习过程个性

化、有意义。事实上，翻转课堂创新的不只是教

学形式，也绝对不是一个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而

是涉及到更重要的领域，比如教学模式、工作体

制、评价机制等创新。在翻转课堂的实践过程

中，如果没有一整套系统的方案设计，这样的教

学探索未必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翻转课堂被引入中国后，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

讲授，实现了学生的主动参与，提高了教学效率。

但是教学改革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单纯提高效率，还

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是对传统学习观念的挑战。每堂课的讲授，

首先要注重的就是学生认知的层次与教学内容和任

务，通过布置教学任务，学生回到课堂中会带来新

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则要创造一些教

学情境，让学生亲自参与到自主学习活动中来。

二是相对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是一种很大

的进步。课堂的翻转要很好地实现，那么学生课外

的学习时间怎么保证，教师的课时数怎样更好地去

衡量；教师的教学视频适合录制什么风格的内容，

才能更好地诠释学科知识；教学视频是学生学习的

目的，还是支撑学生拓展知识的一个支点？如何借

助教学视频去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活动？翻转课堂直

接将教师的工作场所改变了，教师要怎么适应这种

工作特点，这些看起来都是一系列比较矛盾的教学

行为。

三是对学校的办学形式与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

挑战。各个院校要投入一定的资源，而教师要投入

更多的精力，来提升教学资源的开发，但是相关的

利益却是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这些问题必须是学

校要考虑的。

针对上述问题，高职院校在推进翻转课堂的过

程中，要重新建立教师的工作考核机制与学生的专

业发展机制，积极地引导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重

新建立起一个可以师生共享的教育资源服务体系，

增强高职教育系统的办学活力，帮助高职院校教师

从单纯地知识传授者向创新引导者角色的转变。

四、构建实践教学平台，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教育要积极承担起经济社

会转型过程中满足社会各行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

求，这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因此高职院校必

须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构建新型的实践教学平

台，要审时度势，根据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重

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各个行业人才必须能够

掌握的技能与知识，并设立与完善可以锻炼这些技

术技能的实践教学平台，从而最大化地保障学生的

专业技能与知识能得到实践训练。

一是开设专家或骨干教师工作室。专家和骨干

教师是高职院校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的主要力量，

他们的专业技能与知识修养直接影响到对该专业的

认同，尤其是他们的专业技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

产与效益，是引领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专家

或骨干教师开设工作室，可以进一步帮他们提高自

身专业知识与技能，有利于他们突破和钻研行业的

关键技术，提高他们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同

时这也是提高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

二是建立校内实训室。高职院校学生的专业技

能获得的途径很多，通过校内实训室可以锻炼提高

实践能力，在教师的指导下提高技能。

三是建设虚拟实训工厂。利用计算机技术，建

设虚拟实训工厂，以帮助学校解决一些不好实现的

教学设备，能够节省资金投入，让学生能够利用计

算机软件有针对性、反复性的锻炼与学习，这样有

利于学生对生产技术的掌握，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从而

最大化地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出高技能人才。

此外，高职院校要及时清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

需求的实践教学平台，分清现有的校内实训室能够

满足学生哪方面技能的培养，校外的实训基地能满

足哪些技能的锻炼。

五、结语

高职院校的教学与学生就业在社会中普遍处于

一个弱势的地位，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培养出质量过

硬的复合型人才，是高职院校生存与发展需要探索

的重要问题。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创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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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教育模式，开创出新的教学局面，从而提

高整体的教育水平。但是，互联网时代实现信息

化教学不是单纯地用视频替代传统的PPT，也不是

将一些五花八门的计算机软件堆积。信息化教学

最大的作用就是通过运用信息化，改变传统的教

学方法，设计更合理的课程。高职院校不能盲目

地夸大对信息化资源的依赖，对现有课程可以根

据其特点，尝试进行不同程度的信息化改造，鼓

励教师积极融入信息化教学，优化教学方法，培

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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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Teaching Mode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XU Dong-dong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has obviously changed the wa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has also brought op⁃
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ased on the Internet era background, new normal of educa⁃
tion and teaching is presente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flipped classroom", platform of compound talents cultivation,
etc. The mode of“specialty plus”in cultivating compound talents is explored and practiced oriented by cultivating compound techni⁃
cal skilled talent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et; flipped-classroom; platform of compound talents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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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是我国千百年来一项重要的教育模

式，它主要出现在劳动技术、曲艺、体育和武术

等各个方面，在传承技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严师出高徒”等训条就

是对该制度的严格尊崇。即便在改革开放前后，

“学徒制”依然是我国在各个行业领域的主要传承

方式。因为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极大地拉近了新老

员工的关系，使得原本陌生的路人因为这样一种

师徒关系而亲切地走到了一起。企业让老员工

“与人为师”，是对老员工价值的充分肯定，使老

员工感到无尚的光荣；新员工一上岗，便受到了

来自师傅的关怀和照顾，在心里感到非常亲切和

温暖，对以后工作充满了期望。

一、传统“学徒制”的主要特征

1．“耳提面命、小班传授”：师傅的传授在于

言传身教，现场手把手地教，每个师傅所带的徒

弟数量不多，可以保证传授的质量。

2．“技艺传承与创新”：师傅教给学生的是自

己的看家本领，所以古时候有“教会徒弟、饿死

师傅”的说法，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弱化

了。另外，师傅教给学生的东西是有门派的，只

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教和学，即使“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也是在一个风格门派里，缺乏海纳百

川的容量。

3．“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强调学生自

主学习和锻炼的重要性，师傅主要起引导作用。

4．师徒之前没有太多经济利益的关切，天长

日久地朝夕相处，使得师徒关系亲如父子，增进

了双方之间的感情。

由此可见，“学徒制”的实施对我国的经济社

会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因此而不

断得以传承。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在

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经济效益，而忽视

了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再加上员工之间普遍存在的

竞争关系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学

徒制”的传承理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在小

微企业中，很难再见到这样贴心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背景

1．学生成为了市场经济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主

体：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有了很大的自由度，甚

至有的学生选择课程的自由度也非常大。特别是

在高职院校中，学生扎堆选择某几个热门专业，

使得这个现象尤为突出。

2．社会的发展使得家庭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传统“学徒制”中的各种弊端这时候也不合时

宜。比如，传统“学徒制”中的师傅有绝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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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他不仅可以决定徒弟的学业成果，而且能够

让学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通常情况下，弟

子也知道这是师傅对自己的“恨铁不成钢”，予以

理解和接受。但现代社会强调的是：教师和学生

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学生缴费上

学，应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样，学生受

教育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它

不但要物美价廉，服务态度还要跟上要求。

3．教师的主体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为

了“主导”作用。教师的职责除了传道、授业、

解惑外，还要给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关心和帮助。

所以有些老师感叹：现在除了教学生，还要当

“保姆”。

4．学生接受教育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再单纯通过教师课堂传授这一个途径，而是可

以通过选修课程、网络学习等各种方式进行。

基于以上原因，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教师和

学生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教与学的关系，而

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具有商品属性的服务，所

以“学徒制”的弱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三、实施现代“学徒制”需注意的问题

1．明确现代“学徒制”的内涵和特征

（1）师徒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学生可以选

师傅，师傅也可以选学生，学习过程中，若确实

有需要，也可以解除现有的师徒关系，另行选择

他人。

（2）现代“学徒制”要适应现代产业发展对

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要求。传统的技术技能型人

才的综合素质需要不断提升，进而培养复合技能

型人才和知识技能型的人才。

（3）现代“学徒制”要求师傅不仅仅要传授

基本技术和能力，还要传承优良素质。原来流行

的“一招鲜，吃遍天”的做法，随着现代社会经

济和技术的发展，已经不是“金饭碗”了。师傅

和徒弟都需要不断更新理念，持续学习，才能跟

上时代的步伐。师傅有技术，有经验，但容易固

化；徒弟年轻，有闯劲，善于学习，勇于接受新

鲜事物和思想。所以，师徒可以各取所长，共同

研习，相互促进。

（4）现代“学徒制”的组织实施不仅涉及到

学校和学生，而且还要有企业加入，让学生在真

实的生产环境中学习。现代企业的生产岗位有很

多，不同的岗位会有不同的师傅。因此现代“师

徒制”的实施过程中，师傅可能不止一人，会有

两人、三人，甚至更多人。

2．界定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条件

现代“学徒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传统

的“学徒制”的长处。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

件，能够通过生产现场组织实施，再辅以现代化

的教育教学手段，合理搭配利用，则能取得更好

的效果。这些条件主要有：

（1）师傅的技术能力：现代“师徒制”中的

师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资质与能力，在该技术领

域有一定的专长，能够独立完成生产领域中某些

工作，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2）学生和老师数量的比值一定要低，实施

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以某些工科专业为

例，师傅在生产现场传授技艺，周围最多围拢4个
人才能够听得清、看得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4
个人每人练习一遍，可能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

间就过去了；如果学生数太多，参与指导的师傅

少，实习设备和场地不足，则很难保证良好的培

训效果。因此，“师生比”是决定能否实施“学徒

制”的重要因素。

（3） 由于现代“学徒制”小班授课，接近

“一对一”的教与学，因此经费要有充足的保障；

另外，场地、训练器材、耗材、训练时间等资源

要合理搭配，充分利用，才能满足现代“学徒

制”的教学需要。

3．突出现代“师徒制”中师傅的技术主导作用

现代企业提高自动化程度，组织实施大规模

的批量流水生产，才能够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这使得人们的专注领域越分越细，工作职责也越

来越单一；再加上企业员工的频繁流动，造成了

生产管理的不便，因此，企业希望能够培养“一

专多能”的人才，在需要的时候及时顶岗。但在

实际生产中，作为徒弟的员工很难通过一两个岗

位就可以锻炼成为“复合技能型人才”，因此，徒

弟需要在多个岗位、多个师傅的带领下成长，这

是一种“多元”的学徒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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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新型的“学徒制”不会像传统的

“学徒制”那样关系密切，也不会是与同事的竞争

关系，而是一种“低度联接”的教育模式，是学

校、企业和学生三方协议进行人才培养的一个途

径。从这一点上来说，师傅不具有全方位教育学

生的职责。如果师傅花大量时间去了解学生管理

和教学管理的内容，这将与班主任的工作职责重

叠；而且这不是师傅的特长，必然会分散大量精

力，不符合现代社会明确分工的要求。另外，部

分师傅不擅长进行学生管理工作，有可能使得师

生关系变得紧张，从而造成教学过程中的困境。

基于以上分析，现代“师徒制”中师傅的主

要职责应该在于技术传承，同时辅以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优良的工作作风来感化和引导徒弟。

四、构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途径

1．加强产学结合工作力度，为现代“师徒

制”的开展奠定基础

校企深度合作、产学结合是实现行业、企业

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达到“招生即招工、入

校即入厂、校企联合培养”的主要途径，也是实

施现代“师徒制”的基础。

学校按照不同企业的用人标准，制定多套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授课模式和考核

方法”，使“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

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

习对接”。注重过程管理和达标考核，以初级和中

级专业技术能力的提高为目的，使学生在学期间

就能通过训练上岗，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达到

产学共赢的局面，从而促进学校和企业之间的无

缝对接。因此需要不断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加深

与企业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2．建立校企间紧密联系的新型“学徒制”，

促进师徒关系的深入发展

可以利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

方式，扩大与企业技术人员的密切合作。构建

“技术小组”，合作前期，将企业的师傅以优厚待

遇聘请到讲台，由学校老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指导

学生；后期组织学生到生产现场进行针对性地实

际操作。按照企业的人才标准和培养要求，组织

实施生产过程中的岗位管理，加强师徒之间的技

术交流。另外，通过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或联谊

活动，进一步巩固师徒的友谊，深化融洽的关系。

3．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保障制度和激励措施

“学徒制”的实施，必须构建一系列保障措

施。学校基于自己的管理制度和运行特点，结合

企业的规章制度和生产模式，组建高效的组织机

构，制定适合现代“学徒制”运行的规章制度，

并不断优化和完善。另外，在经费上给予充分保

障，对参与“师徒制”工作的人员允许大胆探

索，在教学工作量、绩效考核、职称评定、优秀

先进表彰等各项配套措施上给予倾斜，以激发广

大教师、企业师傅和学生探索现代“学徒制”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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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中明确指出：现代

学徒制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

合、知行合一的有效途径；是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重

要举措。毫无疑问，现代学徒制已成为推进我国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培养质量

的突破口之一。因此，现代学徒制的本土化实

施，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系统的规划设计，

寻找有效的实施途径与实施策略，才能达到良好

持续的效果。

一、现代学徒制实施策略分析

1．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使学校学习与企业学

习有机融合

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

的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学校与企业合作式的

职业教育制度”。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同时，跟随实

践经验丰富且有较强指导能力的企业师傅，进行

岗位训练，因此，学校学习与企业学习在内容、

层次、进度、深度上的有机融合，是现代学徒制

实施的重点及效果的体现。学生在学校通过课程

学习了专业知识及基本技能，再到企业进行针对

性的实际岗位学习，达到熟练、强化与融会贯通

的目的。这种企业学习与通常的顶岗实习不同，

顶岗实习往往设置在学程的后段，在学生学习完

大部分课程或全部课程后，再进行企业岗位训

练。而现代学徒制是一种“工”与“学”的交替

学习过程，贯穿了专业认识、专业课程学习、专

项训练及综合训练整个学习过程。

实现学校学习与企业学习的有机融合，需从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入手，以提升岗位能力为

目标，综合分析学校学习与企业学习在内容与进

度上的融合。对于具体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培

养，可设置先学校学习再企业强化、先企业引入

再学校系统学习，或是学校与企业交叉进行等学

习模式。推行弹性学制及学分制，设置分方向专

业培养，提高课程的选修度，都是有利于推行现

代学徒制的措施。

2．满足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激发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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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改革的实施效果如何，能否持续实施，

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激发改革参与各方的内生动

力。现代学徒制作为一项重大的人才培养制度改

革，从制度设计、实施过程、成效体现，都应考

虑学校、企业、师傅、学徒参与四方主体的各自

诉求，激发各方的内生动力。

对于企业而言，培养学徒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在缺少政府政策支持与资助的情况下，

其最大的利益驱动是用工的需求。如果明确学徒

是“企业的人”，大部分企业是愿意主动参与的。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要积极推进招生与招工一体化，把招生与

招工一体化视为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基

础，这种措施确定了学徒的双重身份，有效激发

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然而，招生与招工一体化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可以采用对在校生进

行二次招生的方式，由学校与企业合作遴选学徒。

对于学生而言，参与学徒制除了获得师傅的

专业指导外，主要还想获得职场岗位体验，明确

自身职业岗位选择及职业发展目标，并最终能谋

求一个满意的职场岗位。因此，在学生对企业与

就业岗位充分认知的基础上，给予选择企业与岗

位的权利，最大程度满足学生的诉求。

学徒制实施成效如何，企业师傅指导是关键

因素之一。企业师傅的选用，不仅仅考虑他们的

专业能力，更应注重他们的工作态度及带徒的积

极性。师傅带徒的利益出发点，除了获得带徒的

津贴外，主要还是寻求一个良好的工作助手和未

来的合作伙伴。因此，要选择技术好、技能强、

乐为师、素质高的员工为带徒师傅，给予他们选

择徒弟的权利，并注重师徒之间的情感培养。

3．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保障实施顺利推行

目前许多院校试行的现代学徒制缺少系统设

计，实施过程中暴露了学校与企业职责不清及衔

接不够、学徒与师傅管理松散、实施过程走过场

等问题。因此，现代学徒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

在管理制度、经费、人员等方面建立系统的保障

制度，保证学徒制顺利、有序、持续开展。

现代学徒制实施涉及学校、企业、师傅、学

徒四方主体，在学校与企业两个场所进行学习和

生活，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规

范整个实施过程。管理制度涉及学徒制实施组

织、学习过程管理、学习成效评价、人员管理、

经费管理等方面，明确学校、企业、师傅、学徒

各方的职责与义务。

在经费保障方面，涉及了学生的顶岗实习薪

酬、交通及保险费用、师傅带徒津贴以及必要的

管理经费和奖助经费，因此，需要校企协商建立

投入机制，明确经费来源与管理细则，保证学徒

制的持续长效开展。

在人员管理方面，须考虑管理的有效性，师

傅是企业的员工，主要由企业负责选拔、考核、

评价与奖罚，学校只能起辅助监督评价作用。学

徒有双重身份，在校期间为学生，主要由学校管

理与评价，在企业期间为准员工，主要由企业管

理与评价，学校起辅助管理和指导作用。在学徒

制实施成效评价上，须校企联合评价，确定学徒

成绩的组成比例，分工评价。

二、“四方选择、三段结合、双线管理”的现

代学徒制实践探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群自 2011年

开始，实施了多轮现代学徒制，并入选了教育部

首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通过实践及改

进，形成了“四方选择、三段结合、双线管理”

的现代学徒制实施路径。

1．搭建平台，形成校企合作育人体制

2010年6月，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责

任共担、互惠双赢”原则，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与

电动工具行业龙头企业中国皇冠集团战略携手，

联合产业链上的多家企业共同成立“校企利益共

同体”——皇冠学院。皇冠学院采用了学校与企

业“1+Ｎ”办学的合作模式，即“一个专业”与

产业集群的“多家企业”合作。在组织架构上，

皇冠学院建立独立的章程、组织形式、组织原则

和制度体系，由校企双方共同组建“理事会”，实

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具备合作培养人

才的院系功能。依托皇冠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群

具备了实施现代学徒制的平台基础。

皇冠学院在合作育人的经费投入、教学资源

的共建共享等方面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学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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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由“企业员工培训专项增薪10%”和“学校生

均比例投入”构成的学院运行与发展资金，实行

开放式、制度化运作，主要用于学院日常运行、

员工培训、指导师傅津贴、学生实习补贴等。

皇冠学院组建了由企业管理者、技术专家、

业务骨干、学校教师等组成的“讲师团”，在教学

安排、教研活动、科研互动、项目合作、激励提

升等方面形成机制，企业人力资源部制定企业教

师的管理、考核制度，将企业教师承担的教学任

务纳入其本职工作，使其成为企业的一种派出行

为，切实保障企业对人才共育的教学参与。讲师

团中的企业教师大部分也是现代学徒制的指导师

傅，负责学生在企业岗位培训指导。

在“厂中校”建设方面，在皇冠集团建立了

一个 2000平方米的教学车间，编排了菜单式的教

学单元和实训项目，在实境化的环境中对学生职

业能力与职业素养进行系统化培养，为现代学徒

制的企业教学提供了场地与设备的支持。

2．四方选择，建立分散式现代学徒制实施机制

现代学徒制实施形式有二种，一种是与单个

大中型企业合作，利用大中型企业用工需求大、

岗位多的特点，采用集中式的学徒制；一种是与

多家中小微企业合作，采用分散式的学徒制。前

一种形式通过联合招生的“订单班”明确学生是

“企业的人”，后一种通过预约招工的方式来明确

学生的准员工身份。

学校根据专业所需，选择有用人需求并热心

于职业教育，同时具备一定技术、管理优势的企

业为实施现代学徒制合作对象，校企确定预约用

工的合作协议。合作企业根据学校所提供的岗位

要求，选择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指导能力的

技术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为带徒师

傅，明确所提供的实习岗位。学生通过前两学期

的集中式企业实训，了解企业与岗位，并根据学

校公布的合作企业、岗位、师傅信息，根据自身

的就业趋向选择企业与师傅。在第三学期初，学

校将学生学业表现与选择意向提供给企业，并进

行师徒面对面对接，由师傅选择徒弟，学徒与企

业签订就业意向协议，并向师傅提交“拜师贴”，

完成学徒制的实施对接。

通过“四方选择”，使学校找到了合适的企

业，学生找到了满意的预就业单位和师傅，企业

和师傅找到了所需要的准员工和徒弟，满足了各

方的诉求。在相互选择过程中，学校与企业、学

徒与师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了解，为现代学徒制

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与学生就业挂钩并

相互选择的现代学徒制，更适应于中小微企业选

人、用人及合作育人的要求，也更符合我国国情。

3．三段结合，形成学校与企业协同学习实施

策略

“三段结合”是指“对应主干课程的岗位基础

训练、师傅量身定制的专项技能训练、师傅全程

指导的企业顶岗实习”三个阶段，符合岗位能力

培养的规律，在学校和企业进行交替。第一阶段

安排在前四学期及暑期，学生在学习专业主干课

程时，在企业师傅的指导下进行的针对性岗位实

训，以提高对岗位工作的认知度，强化所学到的

专业知识。第二阶段安排在第五学期，由企业师

傅根据岗位能力提升要求布置的专项技能训练，

学徒在师傅指导下完成训练任务，并由师傅评价

学习成绩。第三阶段安排在第六学期，学徒到结

对岗位进行为期五个月的顶岗实习，在师傅的指

导下，接受岗位的全面训练。三个阶段学习内容

体现了“由认知到熟练，由专项到综合，从实战

到顶岗”的递进过程，使学校学习与企业学习在

内容和进度上相互关联。

通过改进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三段结合

的教学组织。在每学期设置了企业实训周，将暑

期设置为工作学期，增加了教学安排的弹性。同

时，校企共同开展课程的二次开发和企业项目的

教学化改造，引入职业、岗位、实践、信息化元

素，设计“学习性岗位”和“学习性工作任务”，

为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提供规范和系统的教学资源

支持。

4．双线管理，建立现代学徒制系统管理制度

双线管理是指学校对教师与学生、企业对师

傅与学徒的两条管理主线。学校管理主线为三个

方面，一是规划学生的学校学习与企业培训的内

容，学校根据现代学徒制的开展，明确在何阶段

开展师徒结对、设置工作学期、设置专门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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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等。二是对学生在师徒结对过程的管理。制

定相关实施制度，组织师徒结对的活动，对师徒

结对的学习训练内容进行核查，对师徒结对形式

进行建议引导，对过程进行跟踪管理等。三是对

学生进行评价考核。在实施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

效果进行阶段性检查考核，在学习结束后对学生

知识与技能进行评价考核等。

企业管理主线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师傅的选用

与指导过程考核。制定师傅选用标准，师带徒管理

与补贴制度，并对师带徒的过程与成效进行考核。

二是对学徒的管理与考核，制定学徒实习的管理规

定，制定学徒薪酬制度，对学徒在企业的实习过程

进行监督，对其技能水平进行评定考核。

“双线管理”使两个管理主体职责更加明确，

并在一些事项上达到协同管理的效果，如校企共

同协商顶岗岗位，共同遴选优秀导师与优秀学

徒，指定专门联系人，建立一种常态化的校企沟

通机制，保证现代学徒制顺利实施。

为明晰实施过程的程序与内容，明确各方的

责任义务，确定人员、经费、场所等管理方法，

我们制定了《“现代学徒制”管理细则》、《实习

导师管理规定》、《师徒结对协议书》 等管理制

度，制定了《师徒结对任务书》、《学徒评价表》、

《拜师卡》等管理量表，形成了系统管理制度。

三、结语

多轮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情况统计结果表明，

参与现代学徒制学生在结对企业的就业稳岗率、

升迁率明显高于其他学生，在校期间他们是各类

学科与技能竞赛的主要力量，毕业后多数已成为

企业的一线骨干，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五年

来的实施效果表明，“四方选择、三段结合、双线

管理”的现代学徒制通过签订预就业协议方式确

定学生是“企业的人”；采用一个专业（群）与多

家企业的“1+N”合作方式实施了分散式现代学徒

制，适应了中小微企业单批用工量少的实际情

况；通过设置三段渐进的学习与训练环节使学校

与企业学习有机结合，使学徒的知识与技能同步

提升，是一种值得其他院校借鉴的现代学徒制实

施模式。

[责任编辑：兰春]

参考文献：

[1]王振洪,成 军.现代学徒制：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范式[J].中国高教研究,2012(8).
[2]赵鹏飞,陈秀虎.“现代学徒制”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12).
[3]赵志群.现代学徒制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重要补充[J].北京社会科学,2014(1).
[4]张启富.我国高职教育试行现代学徒制的理论与实践[J].职业技术教育,2012(11).
[5]杨黎明.关于现代学徒制（四）——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J].职教论坛,2013(15).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Taking Jinhua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ZHANG Yan-ping DAI Xin-ping
(Jinhua Polytechnic, Jinhua 321007,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elements and
strateg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pprenticeship is analyzed. Taking "Four-party choice, three-stage combination, two-way
management" of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in Jinhua Polytechnic as the practice cas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lected
ways of schools, enterprises, apprentices and masters based on the appointment of employment to create disperse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setting up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progressive teaching organization of post basic train⁃
ing, special skills training, and post comprehensive training, which organically combined the school learning with enterprise learning
in the content and progress; establishing systematic evaluation system of apprenticeship management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Key words: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management system

-- 37



高职教育“订单式”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研究

王淑文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410）

摘 要：“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校企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为了使“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得到更

好的发展和改革，使其发挥最大优势，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建设校企合作办学的长效机制。要加强法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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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社会对

于高级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变得非常旺盛，也对高

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

部在 2004年提出高职院校应积极开展“订单式”

人才培养。目前，“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

为一种典型的校企合作教育模式。将企业中的

“订单”概念引入职业教育领域，强调按照企业岗

位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既满足企业的用

人需求，又解决学生就业问题，同时学校的办学

水平也得到提高。为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必须加快顶层设计，以建立校企合作办学的长效

机制，促进校企合作办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笔

者认为我国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建设应该加强以

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法制建设，为“订单式”人才培养提

供法律保障

应加快职教法律建设步伐，为校企合作“订

单”培养提供保障。高职院校做的是教育，追求

的是教育成效，企业是生产部门，追求的是经济

效益，在“订单式”人才培养过程中学校和企业

的矛盾必须处理好，这就需要政府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企业在校企合作“订单”培养中的责

任，同时给予企业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

策；明确学生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岗位上的工伤事

故以及学生的人身安全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高

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为

了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应加大对高职院校实验

实训环境的建设，而且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

来，以保证校企合作、“订单”培养推进过程中的

制度化和法律化。

职业教育是为区域经济建设、发展培养高技

能应用型人才的，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

差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针对职业教育法

等相关法律原则的规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

一步细化，制定出有利于推进校企“订单”培养

的可操作的法规，进一步为校企合作提供可遵循

的法规。

二、整合社会资源，为“订单”培养搭建平台

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主要涉及到学校和

企业的合作，“订单”培养是校企深度合作的表

现，校企合作只有在政府的统筹和支持下，建立

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才能使校企双方达到互

利双赢的目的。需要建立政府为主导、校企为主

体、行业协会为媒介的校企深度合作“订单”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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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发展新机制。成立省（市）级校企合作工作委

员会，由资产监督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中小企

业管理局、教育工作委员会、劳动局等职能部门

组成，形成统筹校企资源、服务区域经济的校企

深度合作“订单”培养的长效机制。该工作委员

会指导学校、行业和企业围绕产业发展和人才培

养的实际需求，共同开发职业岗位能力体系标准

和考核标准，建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发布技

能型人才需求信息和校企人才洽谈会制度，促进

人才需求信息交流，拓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渠

道，扩大“订单式”人才培养的规模，提高“订

单式”人才培养的质量。

充分发挥行业职业教育教学委员会的指导作

用，服务校企合作。目前，在教育部的统筹管理

下，已经建立 56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要简政放权，支持行业履行职责，把适宜

行业组织承担的职责交给行业组织，给予行业职

业教育教学委员会政策支持，强化其服务校企合

作的职能，深化“产学研”融合的“订单”培养

模式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发挥行业协会对职业教育的指导作用。

要鼓励大型国营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组建职

业教育集团，从法人地位、主体定位、税收、信

贷、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保障等方面建立制度体

系，让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调动其参与的

积极性。把主动参与、统筹发展、合作育人作为

集团顶层设计的出发点。建立“集团化”办学的

体制机制，确定“集团化”办学的质量标准和质

量保障体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促

进就业为目标、以满足多主体需求为前提，以利

用多层级资源为载体，以实现多维度发展为抓

手，系统设计集团质量标准，并在质量标准的基

础上，以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以及资源建设为依

托，建设具有区域、行业和专业特色以及质量管

理、监督与反馈机制动态化的职业教育集团质量

保障体系。

三、深化职业院校教学改革，加强内涵建设

1．构建适合岗位需求的课程体系

学校要求教师通过企业调研，和企业领导、

岗位工作人员一起对学生的职业岗位工作任务进

行分析，确定岗位工作者的职业能力、知识构

成。坚持“订单”企业岗位的针对性和社会岗位

群的普适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学生的眼前岗位

的实用性与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专业核心能力与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素质相

结合的原则，以就业为导向，引入行业企业技术

标准，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融专业基础课程、职

业素质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于一体的分层次递进

课程体系。

2．建设校企“双师型”教学团队

改革高职院校的人事分配体制，向一线教师

倾斜，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把教师

的科研、考评和教师的实践能力有机结合，鼓励

教师承接更多的横向课题；利用高校的科研优势

为企业服务，推动区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为教师提供更多下企业实践的机会，尽快提高专

业教师的“双师”素质。积极引进行业的专家、

能手到高校任课，改善专兼职教师的结构比例，

面向全社会进行具有较强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

员与高技能人才的公开招聘，让招聘来的技术人

才担任专业教师或者实习指导教师，推动“双师

型”的教师团队建设。

3．加强“订单”培养的规范化管理

（1）“订单班”的组建要严格筛选。学校组

建“订单班”要兼顾学生、企业、学校三者的利

益，组建“订单班”前学校对企业要严格审查，

精心筛选，一是要注意专业对口，二是要注意企

业的规模与工作性质，把追求就业率转变为追求

就业质量。组建“订单班”的学生也要经过严格

选拔，首先，学生自愿报名，学校和企业经过考

试、面试之后选拔热爱企业工作，品学兼优的学

生进入“订单班”学习；其次，在“订单班”学

习过程中学生的课程成绩、职业素质、岗位实习

成绩都要达到企业和学校的最低标准（及格）才

能到企业就职，否则将被淘汰。

（2）“订单班”的教学管理。学校和企业共同

制定“订单班”的教学计划；校内教师、企业教

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学校、企业共同建设实

验、实训环境；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在校内实训

基地、或企业岗位上实施，专业基础性知识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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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多媒体教室实施；课程考核根据课程性质采取

灵活方式，书面考试和现场操作演示相结合。

（3）督导式顶岗实习管理。成立顶岗实习管理

机构，由校内领导、专业教师、校内管理人员，企

业领导、企业管理人员、岗位指导教师等人员共同

组成。明确校内外教师的职责、任务，校内管理机

构不定期到企业岗位检查学生顶岗实习情况以及校

内教师的指导情况；企业巡查小组随时检查学生岗

位工作情况，校内外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实习情

况，使学生顺利从一名在校生成长为岗位职业人

员。顶岗实习与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有机结合

在一起，结合岗位工作任务、企业工作性质以及所

学专业进行选题，做到真题真做，论文形式灵活多

样，可以是调查报告、项目策划书、产品设计、岗

位技能展示等形式。

综上所述，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模

式不仅需要加强立法，而且还需要充分调动行

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参与的积极性。要建立校企

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必须加强

顶层设计，把握宏观调控，从微观着手。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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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ong Term Mechanism of "Order Form" Talents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ang Shu-wen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Tianjin 300410，China)

Abstract: The "order-form" talents training mod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order-form" talents training mode get better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make it play the biggest advantage, it needs to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and to construct long-term mechanism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order-form" talents training based on top level design i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
tion, integrating social resources and deepen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top-level design; "order-form "talents training; long-term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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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机械制图课教学的重点和目标是教

会学生如何画图和读图，先学画法几何，弄清

点、线、面在各投影面中的关系，后学怎么画零

件图，再学画装配图。大部分学生对机械制图课

的学习比较吃力，感觉枯燥，缺乏学习的兴趣，

教学的效果不是很好。随着三维CAD软件的广泛

应用，机械制图课的教学重点和目标不应再只是

读图和画图，而是转移到如何进行机械零件的三

维建模设计上；不是注重思考零件图中的投影关

系，而是将重点转移到如何进行零件的三维造型

上。使学生从机械制图课的学习中找到乐趣和灵

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激发学生的创新活力。

一、选择适合教学而学生又容易上手的三维

建模软件

选择适宜学生上手的工程建模软件至关重

要。现在三维建模软件众多，如CATIA、PRO/E、
UG NX、SolidWorks等，其中 SolidWorks是全球

公认的最容易学习和最方便使用的三维 CAD 软

件。SolidWorks易学易用的特点使得教师在教学或

者学生学习CAD软件的难度下降，增进学习的兴

趣，从而使得学生对三维建模技术的理解更加深

刻。三维CAD设计更注重于设计方法的思考，而

不是了解CAD软件中的按钮和选项的细节。学校

在利用SolidWorks进行教学时，应将重点集中于教

学目标而不是软件上。另外SolidWorks具有很好的

通用性和可移植性，学生掌握了SolidWorks的使用

后，对将来其它三维建模软件的学习也有很大的

帮助。

二、制定详细周密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掌握 SolidWorks软件二维/3D草图

绘制的基本操作。这一阶段一般只需6学时即可完

成，先让学生掌握必要的软件基本操作，包括二

维草图绘制工具的使用和草图中几何约束的添加

与删除，其中二维草图包括绘制草图的基本命

令、常用快捷键的使用、草图的修复以及如何快

速地绘制草图的技巧。使学生明白二维草图绘制

是三维建模的基础，所有的三维模型，都是由二

维草图经过拉伸、切除、旋转、扫掠、放样等方

法获得的。

第二阶段：掌握零件特征建模的基本方法。

要求学生学会使用零件特征建模所涉及到的常用

建模命令。使学生明白产品的设计都是以零件建

模为基础的，而零件模型则是建立在特征的运用

之上。零件建模就像堆“积木”，先创建一个反映

零件主要形状的基础特征，然后在这个基础特征

上添加其它一些特征，如拉伸、旋转、倒角和圆

角等。使同学们认识到机械产品的设计不是先在

大脑中凭空想象零件图的投影关系，而是专注于

零件的特征进行三维建模。在这个阶段的教学

中，可适当增加教学课时，通过大量典型机械零

件模型实例的建模指导练习，培养学生三维建模

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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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掌握三维建模软件中装配体的基

本操作。要求学生会将单个建立的零件三维模

型，在装配体中根据各零件的配合关系如同轴、

相切、重合等组装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产

品。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设备在总

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干涉和碰撞，教师可以使

用干涉检查命令和用关键零部件透明显示的方

法，精确的控制总装的每一个子零部件的装配位

置，使学生掌握三维模型的基本装配技能，为下

一阶段生成装配图打下基础。

第四阶段：掌握三维建模软件中工程图的生

成方法。在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中，各类技

术人员需要进行交流和沟通，工程图则是经常使

用的工具。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3D设计技

术有了大的发展，但是三维模型并不能将所有设

计参数表达清楚，有些信息如加工要求的尺寸精

度，几何公差和表面粗糙度等，仍然需要借助二

维的工程图将其表达清楚。因此通过三维零件模

型来创建工程图，也是机械制图课教学改革的重

点环节。有人认为，先进行建模再生成机械零件

图，这种做法偏离了机械制图课教学的目标。其

实不然，这恰恰是开阔了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

通过先进行三维建模，弄清零件的内部结构及外

部特征，再通过三维建模软件生成标准、规范正

确的机械零件图是我们机械制图课教学最终目

标。SolidWorks三维建模软件的生成工程图功能非

常强大，自带符合我国国标的绘图模板和标注符

号，还有创建各种辅助视图的工具如“剖面视

图”、“旋转剖视图”、“局部视图”、“断裂视图”

等，学生可经过简单的工程图环境设置，就能快

速生成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的机械零件图。

第五阶段：三维建模和机械制图的融会贯

通。在这个阶段的教学中，先给学生提供建好的

三维零件模型，让学生自己生成规范标准的机械

零件图。重点指导学生如何将一个零件模型用零

件图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譬如零件内部的一些

结构，可以通过半剖或全剖来表达；一些局部细

微的结构可以通过局部放大来表达；某个非正面

方向上的外观轮廓可以用方向视图来表达等，三

维建模软件中的这些方法比仅用机械制图课的知

识来表示更加直观，学生更容易理解。然后给学

生一些标准规范的零件图，让他们在三维建模软

件中建立正确的三维零件模型；也可给学生一些

实物模型，让学生通过测量建立三维模型。经过

这样由三维零件模型到机械零件图绘制，再由机

械零件图到三维模型的建立，由实物模型到三维

数字模型的建立等逆向训练和融会贯通地教学改

革，使学生真正掌握机械制图课的实质和机械绘

图的技能。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是作为专业

老师的必备的一个基本素质，通过这个阶段的教

学，使学生掌握三维建模和机械制图的内在关系。

第六阶段：制定以考查动手能力为主的考核

方法。现阶段大多数高校机械制图课程的考核方

法还是通过纸质的试卷来进行检阅，既然教学模

式已经转变，考核方法也应随之转变。这样对学

生才是一个更加公平有效的考核方式。课程结业

时的考查方法由原来的笔试全部改为上机考试。

一种形式是给学生纸质的正等测图，并标注出尺

寸，让学生在三维建模软件中建立三维模型，考

查学生三维建模软件使用的熟练程度；一种形式

是给学生纸质的零件图，让学生在三维建模软件

中建立三维模型，考查学生对机械零件图的读图

能力；一种形式是给学生三维数字模型，让学生

生成规范正确的机械零件图，考查学生使用三维

建模软件正确绘制机械零件图的能力。通过改变

考核方式，也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增强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三、精心设计课堂教学方式

机械制图课是机械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是为

其它专业课程的学习服务的，专业课教材中一般

都有大量的机械零件图，因此在机械制图课中特

别要注重学生识图和读图能力的培养，加强由二

维机械图逆向生成三维模型的空间想象能力训

练。在本课程的课堂教学方式改革中，不再是单

一的给学生在黑板上画图讲解，而是对一些读图

的重点、难点知识要精心设计，多运用动态的三

维模型进行直观教学，训练学生的空间想象能

力。如立体表面的交线包括相交线、截交线、相

贯线的教学是难点，在截交线的教学中可先建立

各种类型的三维模型，并设计好它们两两相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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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角度，使用SolidWorks的拉伸切除或旋转切

除等功能，就可让学生直观地观察并理解截交线

生成的过程和得到的投影轮廓形状；在相贯线的

教学中，可先建立好两个圆柱体三维模型，并设

计好它们相交的位置，在SolidWorks中，利用参数

驱动功能，通过动态改变它们各自的半径和相交

位置的角度进行演示，可以让学生直观真切地看

到不同半径不同角度相交的两个圆柱体所形成相

贯线的过程及变化规律，以及相贯部分在各正投

影面上用线框图显示的视图现状，如图1所示。

通过充分挖掘SolidWorks的建模和参数驱动功

能在机械制图课教学中的应用，不仅使原来教学

中的难点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使学生学会了更

多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受益匪浅。

四、结语

目前基于三维建模的机械制图课教学改革，

改变了传统机械制图课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也改变了学生学习机械制图的思维方式，由原来

的从三维到二维再到三维的设计思维转变为现在

的直接由三维到二维，使机械制图课回归到设计

本身；改变了机械制图课程的部分教学内容，引

入三维建模知识；改变了机械制图课的考核方

式，由笔试改为机试。通过这些改革探索和实

践，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机械制图课的兴趣，而

且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活力。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

手实践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用创新思维解决问

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就业能力。实践证

明，只有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与时俱进，才能

使机械制图课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上发挥

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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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半径圆柱体相贯线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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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

其目的是通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培养学

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满

足实际工作环境的基本需求。高职院校学生的毕

业设计要与所学专业及岗位需求紧密结合，充分

体现其职业性与岗位性，应由校内专任教师和行

业师傅共同指导，并结合企业的生产实际来选

题，确定任务内容和要求，时间应不少于半年。

然而，目前高职学生的毕业设计现状并不令

人满意，沿用本科院校的做法，毕业设计选题和

论证等环节存在“大”而“虚”的形式主义，不

能体现高职教育特色，更不能实现高职教育人才

培养目标。本文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以下简称

“我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对商务英语专业的

毕业设计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介绍毕业

设计的改革方案，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一、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

1．毕业设计选题

通过对我院商务英语专业 2010届、2011届学

生毕业设计的整理和分析，发现主要的问题在于

很多学生的选题过大过空，脱离现实，范围太

大，对写作领域驾驭困难，写得较肤浅，甚至有

抄袭现象。

2．毕业设计过程

高职院校毕业设计环节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

但此时也正是学生寻找实习岗位、学校推荐就业机

会的时间，部分学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后，因实习

单位的要求，便立即出去顶岗实习，无形之中给毕

业设计指导带来了较多的困难。师生之间无法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和指导，只能通过电话、邮件、QQ
等方式来联系。同时，面临实习和就业的压力，有

的学生无心完成毕业设计，对其采取应付的态度，

也不主动联系指导老师，到了毕业设计进程的后

期，论文东拼西凑，敷衍了事。

3．毕业设计评审阶段

在学生顶岗实习结束返校后，要求学生对所

做的毕业设计进行3-5分钟的口头答辩，评审主要

由指导老师来决定，笔者认为此评价方式过于单

一，不能客观的反映和评估学生在整个毕业设计

过程中的情况。在此形势下，对高职商务英语专

业毕业设计进行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设计改革方案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院商务英语专业从

2012年开始对毕业设计进行了试点改革，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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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商务英语专业近几年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总

结和分析，吸取同类院校毕业设计的改革经验，

征求教学第一线骨干教师的意见，并结合商务英

语专业岗位需求的调研，制定出商务英语专业学

生毕业设计的改革方案，包括具体格式和要求、

配套的运行体制和管理制度。

1．毕业设计选题模块化

通过电话咨询、实地调查、信件征询等形式对

行业专家和商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了解该专业的岗

位需求状况。在此调研基础上，结合我院商务英语

专业所开设的核心课程（基础英语、商务英语翻

译、商务英语口语），制定了与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主要就业岗位相对应的四大毕业设计选题模块，

即：商务情景口语设计、商务翻译实践、社会调研

报告、英语教学设计，毕业设计的选题模块与商务

英语专业岗位需求的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

毕业设计选题模块化的改革措施改变了过去

指导教师各自为营、学生被动安排指导教师的情

况，以往一个教师指导15个学生，可能就是10个
研究方向，指导工作量大。而如今采用分组指

导，根据教师的教研特长和经验将选题分成几大

模块，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方向，选指导教

师，这大大提高了教师指导的专业性和学生的积

极性。

2．毕业设计过程管理科学化

（1）毕业设计工作进程。毕业设计启动工作

提前，充分保障学生完成毕业设计的时间，与往

常相比，本专业将毕业设计选题和导师分配放在

第四学期结束前，与学生的专业实习同步开展。

这样，学生能进行认真的选题和开题。

（2） 毕业设计指导“双师”制。指导“双

师”制指学生毕业设计由“校内教师+行业师傅”

共同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思路在专业实习期间

形成，然后根据各选题模块要求完成毕业设计第

一稿，针对初稿校内专任教师提出修改建议。学

生在顶岗实习期间就初稿存在的问题与行业师傅

进行沟通交流，加以完善，最终形成终稿，返校

后就自己的成果接受校内教师的答辩。

（3）毕业综合实践平台互动。通过毕业综合

实践平台指导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学生定

期上传毕业设计各项文件，教师对其进行批复。

此外，通过该网络信息平台，学生撰写并提交实

习周记，就实习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进行咨询，指

导教师能有效掌握学生在顶岗实习过程中的动态

和信息，从而对毕业设计和顶岗实习起到了监控

作用。

（4）全程管理和阶段性检查。毕业设计的全

程管理和阶段性检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阶段是毕业设计的动员工作，可以将往届的

优秀毕业设计展示给应届学生看，让学生对此有

一个感性的认识，激励学生认真做好此项工作。

第二阶段是在进程中安排选题完成、初稿完成、

顶岗实习期间的修改和完善、终稿及答辩等四个

主要阶段的大检查。第三阶段是优秀毕业设计评

选以及毕业设计工作总结。

3．毕业设计评价方式多元化

对毕业设计的考核不能以最终的论文作为评

价的唯一标准。改革后的毕业设计评价标准和体

系应是多元的、立体的。具体来讲可以由以下几

个方面所组成：在评价方式上由过程性评价和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评价的主体可以由校内专任教

师评价、行业师傅评价、答辩小组评价、学生自

评、小组成员互评相结合；在评价内容上，不仅

仅局限于毕业设计最终完成情况和质量上，还应

将学生在整个撰写过程中的态度、团队合作、敬

业爱岗精神、与校内指导教师和行业师傅沟通交

流的情况等诸因素考虑在内。

综上，毕业设计环节应当针对本专业以商务

文秘、外贸业务员、初级商务翻译以及英语教师

等岗位的就业定位来设置选题模块，并辅以科学

的过程管理制度及多元的评价方式，最终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从而顺利实现学

图1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设计选题模块

岗
位
需
求

外贸业务员

初级商务翻译

商务文秘

英语教师

商务情境口语设计

商务释译实践

社会调研报告

英语教学设计

选
题
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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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毕业与就业的“零过渡”。我院商务英语专业毕

业设计改革方案如下图2所示。

三、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设计改革方案的

实施

总结改革项目实施几年来毕业设计的完成情

况，发现选择社会调研类设计的学生较少，笔者

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校期间学生对于

这种类型的写作接触较少，缺乏专业的训练。然

而商务翻译类、英语教学类、商务情景口语类这

几类应用设计则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并涌现出了

大批的优秀毕业设计。

1．商务翻译类设计

商务资料翻译（笔译）及方法论述属于一种

岗前实践和毕业综合实训，这种毕业设计完全符

合教育部对高职高专学生的要求。在改革实施过

程中，翻译类毕业设计的具体做法是：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结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岗位，

确定一篇不少于 500字的翻译材料（产品说明书、

商务信函、商务名片、公司简介、景点简介、饭

店菜名等），在规定的时间内翻译完毕，翻译之后

还需要完成一个不少于 1000字的方法评述，主要

是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采用何种解决方

法进行分析和总结，学生需要根据所学的翻译理

论知识和翻译技巧来进行评述。

总结几届学生所做的翻译类毕业设计，完成

了诸如《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商务信函

翻译设计》、《宁波新四方中式快餐连锁店餐谱翻

译与设计》、《奉化市中立密封件有限公司产品目

录翻译设计》 等与自身实习工作密切相关的项

目，绝大多数学生能按要求认真阅读、理解原

文，译文比较通顺，能较好地传达原文意义，语

言基本流畅，文字标准。在翻译评述中，学生能

恰当应用翻译理论进行分析，说明清楚。通过答

辩，还了解到学生为完成设计任务，采取了各种

有效的方法，如：在线翻译工具的使用、平行文

本查询等，学生通过完成翻译任务感受到了成功

的喜悦，达到了提高其翻译实践能力的目的。

2．商务英语情景口语设计

此类毕业设计的目的在于锻炼并提高学生的

商务英语口语撰写和表达能力。具体做法是：两

人一组（亦可多人一组），编写商务背景下的英语

短片剧本，并拍摄商务短片。学生应围绕相关主

题自行设计剧本主要角色、情境等。设计内容可

涵盖：机场迎宾、陪同参观、商务宴请、商务谈

判等相关的一系列商务活动。学生最终需要提交

英语短片剧本文稿和商务视频短片。近几届学生

完成了如 《外贸业务情景口语设计——价格磋

商》、《外贸业务情境口语设计—机场送行》等商

务英语情景口语设计，剧本逻辑性强，具有可看

性，达到了预期目的。

3．英语教学设计

近年来，由于商务英语专业女生人数较多，

毕业后到英语培训机构从事英语教学岗位的学生

也日渐增多，考虑到这一就业需求，我们在毕业

设计选题方向设立了英语教学设计这一模块，大

部分学生能按照指导教师要求圆满完成对一个教

学单元、一堂课的教学设计，为日后英语教学奠

定了基础。

三年改革下来，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在实习过程

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能通过毕业设计的完成得以解

决。比如翻译类设计，产品说明书翻译、商务信函

翻译等是学生在外贸公司工作中经常要处理的，学

生通过毕业设计的形式来完成这个项目，其实践能

力和岗位适应能力都能得到提高，从而为实现毕业

与就业的“零过渡”提供有力保障。见表1。

图2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设计改革方案

学生

顾某某
（2012届学生）

毕业设计选题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
有限公司商务信函翻

译设计

就业单位和岗位

三江购物俱乐部有限
公司（商务助理）

表1 部分学生完成的毕业设计项目和就业岗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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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导师制毕业综合实践平台

全程管理＋阶段性检查

校内外教师评价＋学生自评

过程评价＋结果评价

专业技能＋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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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毕业设计是学生从学校跨入社会的桥梁和纽

带，是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前最后一次“真刀真

枪”的实战演练，它能全面反映和检验学生实践

能力与综合素质。近几年我院商务英语专业对于

毕业设计的改革已初见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以前的状况。当然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

一定的问题，如：毕业设计选题与顶岗实习工作

的结合度，过程管理的规范化程度、评价体系的

客观性，这是我们今后深入研究和改革的方向。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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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Graduation Project Reform in Business and Trade Special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QIU Min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graduation desig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as one of the first national model
vocational colleges,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is implementing reform on graduation project. Taking Business English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the essay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reform patter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raduation project situation. It puts forward that
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ion project should stick to the employment requirement and the graduation project is reconstructed accord⁃
ing to the reform scheme of choosing subjects according to modules, scientific process management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usiness and trade specialty; graduation project

学生

董某某
（2013届学生）

李某某
（2014届学生）

姜某某
（2015届学生）

毕业设计选题
奉化市中立密封件有
限公司产品目录翻译

设计

《新概念第一册》Lesson 31 Where isSally教学设计
新概念第二册Lesson14 Do you speakEnglish教学

设计

就业单位和岗位

奉化市中立密封件有
限公司（商务助理）

宁波市少儿英语培训
中心（英语教师）

萧山维恩英语培训
中心（英语教师）

续表1 部分学生完成的毕业设计项目和就业岗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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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模式对我国现代学徒制下高职教育课程模式探索提出了构建思

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该课程模式以学分制课程管理为基础、以三个职业素质课程模块递进式交叉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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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 9号）》等文件

都具有同一个核心，那就是通过“工学结合，校

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

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目前，现代学徒

制正是一种值得探索研究的高职院校提高学生全

面素质的方式和途径。在这些政策性文件的引导

下，我国高职院校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正如火

如荼的开展起来，但暂时还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和进展。与国外相比，在现代学徒制课程模式建

设方面，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我国各行各业正

处在转型升级时期，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与社会

对人才的要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出现“用工

荒”和“就业难”这种供需不平衡的怪像。其主

要原因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职业素质与职业岗

位要求的素质不匹配所致。在现代学徒制背景

下，如何从课程模式的角度找出解决问题的对

策，探讨构建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模

式，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改革和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经典课程模式

德国的“双元制”课程模式是典型的校企深度

融合和工学结合的一种课程模式，课程内容主要由

普通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三个部分组成，理

论知识与职业技能紧密结合，学校和企业都是人才

培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加拿大的CBE课

程模式是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模式，主要由职业目

标、模块大纲、个性化学习和科学的管理四个部分

组成。此课程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以岗位技能为基

础，按照由职业分析和工作分析得来的职业能力本

身的结构方式来建构和实施课程。我国经典的“三

段式”课程模式，将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

础课、专业方向课三类，第一阶段为基础核心课程

培养阶段，第二阶段为专业课程培养阶段，第三阶

段为创业就业课程培养阶段。该类课程模式以学科

为主线构建，其明显的优点是逻辑性强，系统性

强，但课程实施过程中重视理论课程，忽视实践课

程，难以培养学生工作过程中的知识和经验。因

此，只有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职业教育课程模式

的基础上，立足现实，立足国情，构建自己的课程

模式才是合理的选择。

二、课程与课程模式内涵

具体课程以及泛类课程模式的研究必然会涉

及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两个方面。宏观的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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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微观的教学实践在教学过程中一般是通过课

程联系起来的，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好坏与课程功

能目标、课程内容及结构、课程实施等息息相

关，可以说与选用的课程模型，即课程模式是否

正确有很大的关系。

1．课程的概念

目前对课程的定义错综复杂，说法不一，比

较典型的课程定义有“课程即有计划的教学活

动”、“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课程即社会文

化再生产”和“课程即社会改造”等，笔者倾向

赞成“课程是按照一定的社会需要，根据某种文

化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组

织制定的一套有目的、可执行的计划，它规定了

培养目标、具体内容和实施的方法，并且有一套

恰当的评价体系”。

2．课程模式的概念

模式是可供人们分类、参照或复制的一种范

例、一种理论模型、一系列原则性的规定或法

则，它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概括性、描述性、

阐释性和规范性等特性。课程模式的定义纷繁复

杂，众说不一，如“课程模式是指各种课程开发

活动及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课程模式

是指课程开发活动和课程方案、计划、文件中各

个过程环节及组成要素等结构关系的概括性呈示

方式，可以用文字和图表来表述”等等。笔者认

为课程模式是在特定的办学模式、特定的教育理

念和特定的课程理念指导下，根据一定的课程目

标和课程功能来安排课程结构、组织课程内容以

及设计课程实施计划并可供人们参照或复制的课

程模型；其具有特定的课程模式主题、特定的课

程结构和课程功能、特定的课程实施以及某类特

定的教育条件相适应。

三、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模式

1．职业素质

国际职业教育课程正在从过去的训练单一职

业技能向培养胜任多种职业的综合职业素质转

变。职业素质是指劳动者在一定的生理和心理条

件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劳动实践和自我修养等

途径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职业活动中发挥作

用的一种基本品质。对一个职业人而言，职业素

质是个体从事或准备从事某种职业时所具备的相

关知识、技术技能和综合素质的综合体现。个体

能否顺利从事并胜任某一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他或她的职业素质；职业素质越高的人，职

业生涯获取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2．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模式内涵

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模式是以工学

结合为基本原则，立足于学生职业综合素质整体

提升和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学徒制育人机

制下的一种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该课程模式

以学分制课程管理为基础、以三个职业素质课程

模块递进式交叉嵌入为主体、以双职双责导师在

岗辅导、两大实习实训场地交替变更为特征、以

实现两个基本属性有机融合和学生知识、技术技

能、综合职业素质全面提高为最终目标。

3．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模式组成

一种典型的课程模式应该具有特定的模式主

题、特定的课程结构、特定的课程功能目标、课

程实施以及与某类特定的教育条件相适应的支持

模式的外部系统。现代学徒制下的高职教育课程

模式主题是，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模

式，是本课程模式的核心。本模式的功能目标，

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个体

可持续职业发展，知识、技术技能、综合职业素

质三大目标同时实现。该课程模式的课程结构主

要由通用性职业素质课程模块、关键性职业素质

课程模块、迁移性职业素质课程模块三个模块递

进式交叉嵌入，并在不同教学环境下突显出“高

等性”或“职业性”或“高等性”和“职业性”

同时突显。支持该模式的主要外部系统有学分制

课程管理机制、双导师在岗辅导、两大实习实训

场地。如图1所示。

（1）学分制，即职业素质导向课程模式学分

管理制度。学分制的核心是强调学生根据自身需

求来选修课程，因此，在课程安排、教学组织、

学习进度等方面有一定的弹性。学生在整个学习

过程中是以“学分”和“成绩”来计算学生学习

数量和质量。高职教育实行学分管理机制既是对

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响应，也是对改革教学管理

制度、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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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落实。学生在选修

课程时，依据自身的学习基础，在老师的指导

下，根据学校教学资源有针对性的选修课程，只

有这样才能确保学生所修课程的实效性，实行学

分制可以满足学生自我个性化需求。

（2） 通用性职业素质模块，以培养“社会

人”为出发点，旨在培养学生从事任何职业都必须

具备的职业素质而开设的课程所组合而成的课程模

块。通过实践活动和后续关键性职业素质课程以及

迁移性职业素质课程来检验和加深学生对通用性职

业素质的学习程度，要求其紧紧围绕德、智、体、

美、劳等素质来开始课程。总之，通用性职业素质

课程是从事职业工作的基础，在职业素质导向的高

职教育课程模式中处于基础地位；同时，为后续的

关键性职业素质课程和迁移性职业素质课程的学习

奠定基础。通用性职业素质模块占总课时数的

25%，在第一学年应占 15%左右，以后逐年递减，

到第三学年应调整为 5%左右，此课程模块在设计

与实施过程中应突显其“高等性”。

（3）关键性职业素质即职业技术技能素质，

就是从业人员最关键的素质。关键性职业素质课

程模块根据职业岗位分析和工作过程分析，以职

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术技能、综合职业素养等

为内容来建构与实施课程，是学生今后从事具体

职业岗位并区分于其他岗位必修的课程，此课程

模块是专业课程体系的核心，旨在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的“职业人”。此模块以实践为主。关键性

职业素质模块占总课时时数的50%，在第一学年应

占10%左右，以后逐年递增，到第三学年应调整为

20%左右，此课程模块在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应突显

其“职业性”。

（4）迁移性职业素质模块，主要培养学生将

来在职业生涯中能够跨岗位、跨职业、跨行业等

都能很快适应，甚至学生在职业生涯的各种挑战

和困难面前能从容应对。此课程模块包括学生的

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终身学习、自主创新和自

主创业等高层次的职业素质课程，主要以实践为

主，目的为了促进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并充分激发学习者的创造性思考，以及全面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迁移性职业素质模块占总课时

数的 25%，在第一学年应占 5%左右，以后逐年递

增，到第三学年应调整为15%左右，此课程模块在

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应突显其“高等性与职业性”。

（5）职业素质导向课程模式的实施。职业素

质导向课程模式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知识、技术技

能、综合职业素质全面提升的目标。在职业素质

导向课程模式中，不同课程模块内及课程模块间

均应相互融合，以促进学生通用性职业素质、关

键性职业素质以及迁移性职业素质的形成，并最

终达到学生综合职业素质的全面提升与深化。对

于现代学徒制下的职业素质导向课程结构而言，

以“社会人”为基本出发点，培养学生为高素质

技术技能的“职业人”为目标。在教与学的过程

中，学校教师或企业师傅上课不能再像传统教学

模式，简单完成教材和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而

是更多地从关注学生职业素养入手，根据通用

性、关键性、迁移性职业素质的要求、学生实际

情况以及课程内容对实训场地规定，在课程实施

过程中充分实现实习实训场地交替变更、实训导

师双职双责轮岗、实训内容立体交叉融合、职业

素质贯串课程内容、学分制课程管理贯串全程、

校企双主体全程参与。

（6）评价体系。职业素质导向的课程模式评

价内容既包括对知识、技术技能等智能因素评

价，也包括了非智能因素如心理身体素质、学习

能力、态度、情感以及价值观等的评价；评价方

式有自我评价、他人评价、企业评价、学校评价

图1 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模式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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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此评价体系

有利于纠正以单一的书面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学

习效果，有助于对学生知识、技术技能、综合职

业素质的提高。职业素质导向课程模式的成功与

否与学生、企业、学校三者的评价以及课程模式

评价体系反馈密切相关。因此，在职业素质导向

课程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评价

体系及时反馈，并对课程模式做出相应调整，有

利于课程模式的发展与完善。

四、现代学徒制下职业素质导向课程模式的

生成

高职教育课程模式的生成过程可概括为：明

确建模目的->研究典型实例->形成模式主题->确
定课程结构->构建支持系统->模式实施->模式检

验->明确建模目的多重闭合回路。根据上述高职

课程模式生产过程，并结合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

课程模式特点，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课程模式生

成过程如图2所示。

综上所述，现代学徒制下的高职教育课程模

式，即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课程模式，它很好把

通用性、关键性、迁移性三个职业素质课程模块

与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和“职业性”融合在一

起，既符合个体生涯发展理论的价值取向，也响

应了我国实施并推进素质教育的号召。因此，职

业素质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模式是我国现代学徒

制下的高职教育课程模式构建的合理选择。

[责任编辑：张强]

图2 职业素质导向的高职课程模式生成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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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quality oriented curriculum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its guiding function provides construct⁃
ing idea for exploring the curriculum models under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China. This curriculum mode is based on curriculum
management of credit system, taking three progressive and cross embedded professional quality curriculum modules as the main
body, double post double duty supervisor in the post counseling, two large training places alternately change as th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achieve organic fusion of two basic attributes and overall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knowledge, technical skills and com⁃
prehensive professional quality as the ultimat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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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感器课程教学中出现的内容分散、抽象，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学起来困难且枯燥等

问题，提出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和软件辅助的高职传感器课程教学的思路和方法，介绍虚拟仿真技术在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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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感器应用技术是各高等职业院校电类专业

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包括了各类传感器的物理特

性、检测原理和应用电路等相关知识，具有实践

性、应用性强的特点。由于课程内容分散、抽

象，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学起来困难且枯燥，

传统的理论教学方法和实验方法，难以刺激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欲望，教学效果不理想。所以

如何让学生掌握各类传感器的相关知识，并运用

到工程实践中，是对主讲教师在学识、能力、技

巧等诸多方面的考验。

在以往的理论教学中，老师在黑板上一味灌

输知识的教学方式，往往很难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按照传统的教法，往往大半学期过去

了，不少学生只知道各种传感器的名称，但不知

道这些器件如何应用。这是因为教学中缺乏一个

展示的平台，这里的学习也仅仅是学会老师所教

的知识，而更重要的学以致用的能力却存在一定

程度的缺失。在传感器应用技术实践教学中，传

统的教学方法是要求学生在实验台上完成某些验

证性实验，其内容、步骤等都是安排好的，学生

只要按照教师安排的顺序就能顺利完成实验。也

许有学生有新颖的思路，但因受实验设备器件等

限制也无法将想法实现。另外在传统传感器应用

实验时，要耗费大部份时间来分析和构建电路，

然后用相应的仪器进行测量，这样设计耗时较

长、效率较低，而且一旦出错，往往要重新更换

元器件，参数修改也不方便，实验成功率低。这

样更进一步地限制了学生的设计性思维和创新精

神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

提高。

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于教学中是对传统教学的

一个补充，可以完成现实中很多由于各种条件限

制而无法完成的教学内容，从而弥补实际教学中

的缺陷。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软件的功

能越来越强大，能够提供的内容日益丰富。在课

堂和实践教学中充分利用计算机虚拟仿真平台将

传感器应用技术中枯燥抽象的理论教学以仿真动

画、波形、指示灯等形式直观、生动地表现出

来，使课程的教学内容形象化。课堂教学不再局

限于理论讲解，而是与仿真实践紧密结合在一

起，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

所学的知识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

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用仿真软

件完成实验，能让同一时间参加实验的人数大大

增加，以弥补资源不足的缺憾；同时调用虚拟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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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软件做实验操作简单，成功率比实验台实验大

大提高，实验教学效果也会大大提高，也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

因此，根据高职传感器课程教学的特点，在

教学过程中引入虚拟仿真软件，可以把学生的理

论学习、实践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高紧密结合

起来，提高教学效果。

二、虚拟仿真技术和软件

美国是虚拟仿真技术的发源地，同时也是第

一个把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中的国家，

虚拟仿真技术水平比较高，代表了国际的领先水

平。高职院校注重实训教学，将虚拟仿真技术应

用于高职教学中有其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

目前，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于传感器教学中的主要

有美国国家仪器（NI）公司的Multisim和 Labview
软件，以及英国 Lab Center Electronics公司的

Proteus软件。

Multisim是美国国家仪器（NI）公司推出的以

Windows为基础的仿真工具，适用于板级的模拟/
数字电路板的设计工作。它包含了电路原理图的

图形输入、电路硬件描述语言输入方式，具有丰

富的仿真分析能力。目前在各高校教学中普遍使

用Multisim10.0进行电子电路的教学仿真。

LabVIEW是一种程序开发环境，由美国国家仪

器（NI）公司研制开发，类似于C和BASIC开发环

境，LabVIEW使用的是图形化编辑语言G编写程

序，产生的程序是框图的形式。它包含多种多样的

数学运算函数，特别适合进行模拟、仿真、原型设

计等工作；同时也包含许多测试测量和控制模块。

在设计电路系统之前，可以先在计算机上用 Lab⁃
VIEW搭建仿真原型，验证设计的合理性，找到潜

在的问题。在传感器应用系统设计时，如果使用

LabVIEW进行软件模拟，可以达到实际实验同样的

效果，使学生不致失去实践的机会。

Proteus软件是英国Lab Center Electronics公
司出版的EDA工具软件，可以进行电子线路仿真

和设计，以及单片机系统仿真，也是目前世界上

唯一将电路仿真软件、PCB设计软件和虚拟模型仿

真软件三合一的设计平台。利用 Proteus仿真软件

在传感器教学中可以仿真测量控制系统，完成传

感器应用电路的设计、编程等技能的训练。

这三种虚拟仿真软件是传感器教学乃至电类

专业相关课程教学的主流软件，将其应用于教学

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取得事半

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虚拟仿真技术在传感器教学中的应用设计

传感器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非常

适合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方式。在课程教学的准备

设计阶段，先要根据大纲中知识点选取适合的传

感器器件并辅以常用的应用电路构建相应的仿真

模型。将这些电路分别设计成独立的实验单元，

然后进行整个教学计划的安排。在具体的教学实

践中，可利用课程开始之初的理论介绍阶段安排

一定课时学习仿真软件的简单操作方法及仿真建

模过程，更深入的学习需求或是复杂的建模分析

可安排学生课外时间自学完成。这样，后面的实

践环节就可以利用仿真教学完成。电路通过仿真

实现以后，根据课程教学学时计划，可安排电路

物理实现教学环节，也可将这部分内容安排学生

课外完成。

通过教学实践总结，我们将传感器课程中能

应用虚拟仿真辅助教学的部分章节或知识点进行

了归纳，它们分别是：温度传感器，声敏、光敏

传感器，红外传感器，湿敏传感器，气敏传感

器，压电传感器，电感式接近传感器，涡流传感

器和霍尔传感器，涵盖了课程的大部分内容。每

类传感器中选择一个典型器件进行电路仿真教

学，比如，在温度传感器中选择NTC热敏电阻为

例制作一个温度控制开关。Proteus软件和Multisim
软件都提供了热敏电阻的仿真元件库，学生只需

要在这两个软件环境中搭建好仿真电路，点击鼠

标运行电路即可直观的看到电路实现效果。如果

让学生用电子元器件实物焊接完成电路，需要花

费大量宝贵的课堂时间，而且由于学生的焊接技

术参差不齐，电路的成功率也不会高。事实上，

利用虚拟仿真软件建模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传感

器课程的知识点，特别是在讲授一些数字化集成

电路传感器时，要进行电路实物设计是不现实

的，学校往往无法提供完全满足实现电路的元器

件。而利用虚拟仿真教学则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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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设计应用电路，再建立相应的虚拟仿真模型，

利用软件仿真运行和分析的结果来模拟和估算、

分析电路中元器件的参数，就可以快速地实现自

己设计的电路可完成的功能。这种仿真教学设计

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

虚拟仿真教学过程设计按照以下几个步骤进

行：确定本项目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据此准

备相关电路和元器件；根据教学目标建立相应的

电路仿真模型，需要时还应设置元器件仿真参数

和设计程序代码；运行仿真，观察、分析仿真结

果，如电压、电流、信号波形等，找出与设计目

标的差距，不断调整模型，最终达到设计目标；

统计结果，得出仿真结论并提交实训报告。

四、虚拟仿真技术在传感器教学中的应用案例

气敏传感器是一类常用的传感器，常见的气

敏传感器成千上万，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选择有代

表性的MQ-3酒精传感器为例，设计典型应用电路

进行仿真。课程设计制作一个酒精探测仪，采用

酒精气体敏感元件作为探头，由一块集成电路

LM3914对信号进行比较放大，并驱动一排发光二

极管按信号电压高低依次显示。对饮过酒的人，

只要向探头吹一口气，探测仪就能显示出酒精气

体的浓度高低。若把探头靠近酒瓶口，它也能轻

而易举地区分出酒精含量的高低，电路原理图如

图 1所示。MQ-3为国产MQ系列气敏传感器，它

的半导体探头上附有 SnO2，通过与空气中的乙醇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能够灵敏地检测出空气中的

酒精含量，酒精浓度越高其电阻率越低。当空气

中酒精浓度发生变化时，使电路中集成电路

LM3914的 5脚输入电压发生变化，酒精浓度越高

输入的电压越高，从而驱动多数的 LED发光二极

管点亮；反之，酒精浓度越低，LED发光二极管

点亮的个数越少。

在教学中用 Proteus软件和Multisim软件对酒

精探测仪电路进行虚拟仿真设计，发现这两个软

图1 酒精探测仪电路原理图

图2 Proteus仿真电路图

-- 54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1 期 Feb.20,No.1
件中并没有气敏传感器的元件库，所以需要找到

替代元件进行仿真。了解MQ-3气敏传感器的电阻

率随着被测气体浓度的增大而减小的物理特点，

可用一个可变电阻替代MQ-3进行仿真电路的连

接。制作一个酒精浓度检测电路，利用 Proteus绘
制仿真电路图如图2所示，元件参数设置如图3所
示。其中电位器RV1用于替代MQ-3，LM3914是

LED发光二极管驱动芯片，电路运行时关闭电源开

关接通电路，通过改变可变电阻RV1的阻值模拟

酒精浓度的变化，电阻阻值越小表示酒精浓度越

高，酒精浓度越高 LED发光二极管点亮的个数越

多。可变电阻 RV2 用于调节电路的灵敏度，将

RV2 调节到合适位置，使得调节 RV1 时能达到

LED全亮和全灭的效果。

在虚拟仿真软件中完成电路设计实现仿真功

能以后，可安排学生在课外完成电路实物制作，

图3 元器件参数

学生可根据仿真的电路参数选择相应的电子元器

件，这样可减少在实物制作时临时修改元件参数

的麻烦，提高实物制作的成功率。

总而言之，在课堂和实践教学中充分利用计算

机虚拟仿真平台，可以将传感器应用技术中枯燥抽

象的理论教学以仿真动画、波形、指示灯等形式直

观、生动地表现出来，使课程的教学内容形象化，

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中的知识点并学以致

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责任编辑：袁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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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to the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Sensor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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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scattered and abstract contents, lack of systematic and continuity, difficult and boring in the
teaching of sensor course, a method that using the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supporting is proposed for the higher
vocational sensor course teaching.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the sensor course which uses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and a practical teaching case of gas sensor MQ-3 of alcohol detector circuit is provided to explain the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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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BE理论内涵

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又称为成

果导向型教育模式，1981年由Spady首先提出而备

受关注，具有较强影响力，而后流行于美国、加拿

大等地。其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本”，根据不同

学生的特点设置教学目标，采用相应教学方法，让

学生尽可能多理解与运用知识点，最终以学生所获

取的学习成果及核心能力设定评价体系，核准原先

制定的教学目标。简而言之，教学目标、教学活动

（方法）、教学评价是OBE理论在课程改革中的重

点，三者以学生最终所学到的成果及能力为基础，

相互辅助，相互制约，如图1所示。

教学目标的制订为评价体系提供了依据，评

价体系检验学生成果及核心能力是否符合教学目

标，教学方法则分别影响教学目标及评价体系。

高职教育注重学生职业发展成果，强调以学生为

主体，提倡能力本位，与OBE理念不谋而合。因

此，高职酒店专业《康乐服务与管理》课程教学

中引入OBE理念有利于建立教——学——评的良

性循环。

二、《康乐服务与管理》课程性质及内容

《康乐服务与管理》是酒店专业的必修课，在

一些发达国家，康乐行业发展较为成熟。康乐行

业的发展体现人们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提

倡的是一种健康快乐的理念，这也是该门课程与

酒店专业其它课程的不同之处。课程内容分为基

础知识、项目服务和管理经营三个模块，总学时

56学时 （见表 1）。基础知识包含康乐活动的认

知、组织管理，起到入门作用；项目服务是根据

康乐活动功能的分类分为康体健身类、休闲娱乐

类和保健养生类三大类；管理经营是关于酒店康

乐部的相关管理及消费者行为分析的相关知识。

总体来说，该课程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的结合。

三、OBE理论下课程改革目标及评价体系

1．课程目标

OBE理论认为课程目标要能够支撑学生最终

学习成果的产出。在 《康乐服务与管理》 课程

中，学生学习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职业核心能力、

专业的认知能力、行业的素质能力上。职业核心

能力即为客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提供相应康乐项

目的服务执行力；专业的认知能力，即掌握不同

图1 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目标 评价体系

影
响

决
定

设定

核准

学习
成果

教学方法

相
互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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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项目的活动规则、所需设施设备、起源发展

等；行业的素质能力，即规范康乐行业所需的个

人素养，包括与人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根据三大核心能力，设定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

素养目标 （见表 2）。按照目前高职院校班级类

型，分为中外合作班、普高班和高职班。中外合

作班对外语能力要求较高，有外教进行英语教

学，部分甚至全部学生来自于学校自主招生；普

高班，即高中生通过高考自愿或调剂到该专业，

这些学生一般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善于思考，

能够举一反三；高职班，即中职生通过高职统

考，选择与其原先专业相近或类似的专业就读，

这些学生一般动手操作能力较强，有较高的专业

技能，但理论水平普遍欠缺。

实际授课中发现，普高班和高职班均在酒店

实习半年以上，对酒店运作及康乐部管理有一定

了解，在制定教学目标时注重所学实践知识的巩

固，以实践操作过程中所遇问题为案例，进行提

炼与发散，因此，在能力目标与素养目标中略有

偏向。高职班更加注重其职业技能的培养，包括

一线工作岗位职业素养、突发事件中的应急能力

等。中外合作班未曾安排校外实习，更加注重知

识能力的培养，需要其掌握酒店康乐部相关管

理，熟悉各康乐项目服务流程与规范，了解各康

乐项目未来发展趋势。

2．评价体系

OBE理论以学生最后所获得的结果判定课堂

所学内容是否符合预期目标，因此对学生最终学

习成果进行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评价《康乐服

务与管理》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阶段性评价和

结果性评价相结合，在三种评价基础上加上一定

加分项的评价方式（见表3）。

过程性评价贯穿整个学期的始末，它是对学

生学习态度、综合素养的评价，包括出勤、课堂

提问、平时作业三部分，各占 10%。其中“出

勤”指上课不迟到、早退，若旷课一次扣2分，迟

到及早退一次扣 1分；课堂参与度包括课堂提问，

模块

基础
知识

项
目
服
务

管理
经营

总计

内容

康乐部的认知

康体类项目服务与
管理

娱乐类项目服务与
管理

保健类项目服务
与管理

酒店康乐部的经营
与管理

任务

康乐服务与管理概述

酒店康乐部岗位职责、
组织机构

台球服务与管理

游泳池服务与管理

健身房服务与管理

高尔夫球服务与管理

保龄球服务与管理

网球服务与管理

KTV歌舞厅服务与管理

棋牌室服务与管理

酒吧服务与管理

桑拿浴服务与管理

SPA、足浴服务与管理

保健按摩服务与管理

美容美发服务与管理

康乐部消费者行为特征
分析

康乐部的服务质量管理

康乐部的日常管理

学时
安排

2
2
4
4
8
4
4
4
2
4
2
2
2
2
2
2
2
4

56学时

表1 《康乐服务与管理》课程安排 表2 不同班级类型课程目标设定表

班级

中外
合作
班

（自主
招生）

普高班

高职
班

（中职
升高
班）

知识目标

掌握康乐服务中
相关康体娱乐保
健项目活动常识
及酒店康乐部相
关管理，熟悉各项
目服务流程与规
范，了解各项目未
来发展趋势。

熟悉并掌握康乐
服务项目服务流
程与规范，结合饭
店管理相关知识
对酒店康乐部的
经营与管理有相
关认知与理解。

掌握并灵活应用
康乐服务中各项
目的服务流程与
规范，对酒店康乐
部的经营与管理
有一定了解。

能力目标

熟悉康乐部各
项目的操作规
范，掌握和运用
提高酒店康乐
部经营与管理
的基本方法。

掌握康乐部各
项目的操作规
范，并能按照规
范为客人提供
及时、准确的服
务。

掌握康乐部各
项目活动对客
服务操作规范，
掌握运用相关
知识处理酒店
突发事件的能
力。

素养目标

了解团队合作的
重要性，培养良
好的人际沟通能
力、服务礼仪等
职业素质，树立
主 动 服 务 的 意
识。

了解团队合作的
重要性，培养良
好的人际沟通能
力，具备成本和
主 动 服 务 意
识。

了解团队合作的
重要性，具有一
定职业敏感性，
树立主动服务意
识和奉献精神，
具有较强应变能
力。

表3 课程评价体系

过程性评价
（30%）

阶段性评价
（20%）

结果性评价
（50%）

加分项(5%)

出勤(10%)
健身房服务模拟（5%）KTV服务模拟（5%）
高尔夫服务模拟（5%）网球服务模拟（5%）

期末试卷（50%）

适当加分

课堂参与度
（10%）

平时
作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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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相互配合程度，根据课堂表现相应给

分；平时作业即课后布置的个人、小组作业，需

要保质保量完成，根据其完成程度给分，若不交

作业扣1分，扣完为止。阶段性评价指按课程进度

阶段性小组服务模拟，笔者根据本校现有实训室

及模拟难易程度选出健身房服务模拟、KTV服务

模拟、高尔夫服务模拟、网球服务模拟四个项目

进行模拟考核，各占 5%的比例分值。结果性评价

涵盖了课程中较多的知识目标及部分技能目标，

考核学生对各类康乐活动的基础知识、突发事件

的处理能力及相应康乐服务的英语。

四、教学活动的开展与实施

1．依托实训室，加大实践教学比例

《康乐服务与管理》课程讲授主体是各种康

乐活动内容及服务，随着康乐行业的发展，康乐

项目覆盖的活动越来越广泛，台球、健身、游

泳、桑拿等项目已司空见惯，甚至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该门课程贴近生活，具有较强的

实践性和应用性，因此需要将酒店康乐理论和实

践教学相结合。课程的实践教学来源于学生酒店

康乐部实习、学校实训室实训、学生校外体验调

查等多方面，建立“课程实训+企业体验+顶岗实

习”的实践教学体系。由于酒店康乐部实习时间

一般较长，课堂教学时基本采用实训室实训和学

生校外体验调查两类，而后者往往经过多次实践

也无法真正通晓所调研项目的服务及管理，由此

可见，实训室进行项目实训是课堂实践性教学采

用的主要教学手段。因此，执行教学计划，落实

教学大纲时要依托现有的康乐实训室，尽可能延

长实践项目课时，加大实训考核比例，以提高学

生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

2．选择合适“教学重点”，培养学生实际运

用能力

康乐活动的教学内容是比较繁杂的，在现有

课时的束缚下，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且面面精通。

因此，需要根据学校现有条件、校企合作情况、

师资力量、实训室建设等情况选择几个适合自身

发展的“教学点”展开。比如在讲到游泳章节

时，知识方面——掌握游泳知识与技巧，各种泳

姿的优缺点，具备相应救护知识；技能方面——

会蛙泳、仰泳、蝶泳、自由泳四大泳姿，能够指导

不同客人正确游泳，同时能应对客人在游泳池中发

生的各种突发状况。再如讲到健身房时，知识方面

——了解并掌握健身房中跑步机、动感单车、多功

能训练器、椭圆机等的作用、使用方法；技能方面

——能够针对不同的客人提供正确科学的指导意

见，能够处理健身房中的突发事件等。

3．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OBE理念是在教学的各个环节紧密围绕学生

最终学习成果来展开和实施，明确学生在课堂中

教学的主体地位，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学会自主学习，教师在课堂上充当

引导者、安排者、监督者的角色。《康乐服务与管

理》课程的教学方法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

如项目教学法、张贴板法、案例教学法、体验式

式教学等。针对实训室的不足，建议采用“实地

走访+分小组社会调查+对比分析法”的教学方

法，如在调查游泳项目时，每小组选择两个代表

性的地点，一个是五星级酒店游泳池，另一个是

校外游泳池（小区、学校、健身房）分别进行调

查，调查后通过对比分析出两者的客源、服务重

点、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区别，充分发挥学生在教

学中的主体作用。要了解各项目的玩法、基础技

能，所谓“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在讲解每个

项目前用故事展开法讲述项目的起源与发展。项

目的服务模拟可以采用角色扮演法，学生抽签决

定所要扮演的客人类型，实际演示时可自行发

挥，小组服务人员则要根据客人的需求提供相关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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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Recreation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BE

SHEN Zhi-qin
(Zhe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OBE is people-oriented, which emphasizes final learning results of students during every teaching links
and pays attention to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evaluation system. Taking“recreational services and management”course in hotel
management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the OBE theory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reform. Three aspects are analyzed: the teach⁃
ing objective setting,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carrying out teaching activ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OBE; recreation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higher voc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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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后优先进入广东农垦完成信息化相关工

作。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日常运行资金主要来源

于广东农垦各信息化专项项目资金，为了保障中

心的长期稳定运作，建议由企业设立信息化日常

维护专项资金，保证每年下拨，人员劳务报酬则

由校企双方各自负责，同时鼓励协同创新中心对

外承接社会服务项目及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争取

更多经费支持。

[责任编辑：杨理连]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sortium by Joint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and
Enterprise—Taking 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LI Mei CAI Jian-xuan ZHANG Shun-biao
（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Guangzhou 510507, China）

Abstract: The adjust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y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societ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
tion and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mode, the paper expounds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sortium by joint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and enterprise, which is the cooperation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enter⁃
prises and in line with the situation of China. The advantages of this mode are analyzed.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enterprise’s eco⁃
nomic performance, but also improve social service abilit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sortium;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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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间性理论中的主体间性、媒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的原则凸显现代媒体技术与外语教学的密切关

系，为多模态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持。基于多媒体、多环境下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的构建，提出MAP教

学原则模型，描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实施多模态教学的有效措施，以期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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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模态的社会，意义的构建

和信息的传递越来越依赖于多种符号资源的整

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意识到运用多模态进

行教学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并运用一些多模态教

学资源，如运用动画、音频、视频和颜色等非语

言符号来表达意义。在教学中如何有效融合多模

态符号资源已经成为教学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多模

态教学进行研究。Kress ＆Leeuwen （1996）以韩

礼德的功能语法理论为基础，从社会符号学角度

出发，建立了图像分析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

主要分析图像、声音和颜色等在语篇中的作用。

Richard E.Mayer（2010）创建了多媒体学习认知

理论，提出了多媒体设计的原则, 认为“按照人

的心理工作方式设计的多媒体信息比没有按照人

的心理工作方式设计的多媒体信息更可能产生有

意义学习”。顾曰国（2007）区分了多媒体学习和

多模态学习两个概念，构建了一个用于剖析上述

两种学习的模型。朱永生（2008）以国外的多元

读写研究为例，探讨了多模态对我国教学改革的

启示，认为我们急需改变传统的办学理念，应以

“建构主义”取代传统的“训导主义”。这些研究

给我国的外语教学带有诸多有益的启发。但是，

由于我国多模态教学研究起步较晚，尚处在初始

阶段，多模态教学设计还存在一些问题，师生在

多模态的协同与配合，模态的调用、模态互动与

转换等方面仍存在很多困惑，教学效果差强人

意。鉴于此，尝试以间性理论为指导，探讨基于

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的新模式，致

力于提高英语的教学效能，丰富多模态教学的理

论和实践。

一、间性理论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间性（intersexuality）主要指一般意义上的关

系或联系，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研究

视角。间性理论融合了主体间性、文本间性、文

化间性等诸多理论观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
ty）是20世纪西方哲学凸现的一个范畴，反对主客

二分的近代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强调主体与客

体的共在性、平等性和主体间对话沟通、作用融

合及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由于哲学领域的主体

间性转向，主体间性理论为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

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并逐步衍生出一系列基于

主体间性哲学观的理论视角，如：媒体间性（in⁃
termediality）、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等。

主体间性指主体的交互性。它强调主体间的

主观性和能动性，同时也不完全否认主体性，而

是认为主体性应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也就

是说既强调主体互动，又要兼顾学习者的个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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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转变教学观念，尊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师生通过平等性和指导性共

融、差异性和共通性共融、交互性与发展性共融

等机制，构建动态的、健康的师生关系。主体间

性的研究有助于师生更新教与学的观念以及主体

的互动与个性发展。

媒体间性指的是现代媒体的相互关联，也称

媒体相互性。它有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指多媒

体，即不同媒体之间的综合与配合；第二，指多

模态，即同时运用几种不同的感觉模态进行交

流；第三，指具有构件属性的媒体之间互相融

合、互相依赖的关系。新媒介对英语教学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为学习者创造了无处不

在的学习环境和立体化、数字化的“泛在学习”

模式；另一方面，它为教师教学拓展了教学资

源，为课堂教学注入了活力，促进教学角色及其

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它要求教师要与时俱进，积

极探索基于网络环境的多媒体、多模态教学的创

新模式。媒体间性的研究有助于媒体的组合、配

合、融合与创新，有助于改进多媒体、多模态课

堂教学方式。

文化间性，亦称跨文化性，指不同文化间相

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表现出多元文化的协同共

存，交流互动和融合生成等特征，是一种非常复

杂的、既基于语言又超越语言的隐形间性。在英

语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媒介间性，运用媒体创

新，拓展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交流和传播。文化

间性的研究则有助于凸显外语教学的跨文化特

性，有助于构建新型的教与学的文化。

间性理论拓展了外语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的

空间，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研究具有启发作

用。现代信息技术凸显了教学媒体的重要作用，

使传统的教学系统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三要素拓

展为四要素，即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这四

大因素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

体。教学媒体的介入提高了教学系统内部各要素

之间信息交流和转化的效率。

首先，对教师而言，教学媒体成为教师组织

与实施教学的重要工具，媒体技术的适当运用可

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促进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对学生而言，媒体成

为学习认知和交流的工具，学生利用媒体可以有

效地获取资源、信息，发展认知能力并提升认知

水平。主体间性理论表明师生主体之间具有显著

的交互性，学生主体的认知能力与教师的主导作

用息息相关。

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

及，教师和学生的媒体素养都在提高，但其发展

水平具有不平衡性。由于学生接受新媒体信息技

术的速度较快，其信息素养可能比教师要高，在

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发挥潜在的作用，从而影响教

师主体和教学结构的取向。

最后，就教材而言，信息时代下的教材已经

从传统的单一纸质图书演变成兼具文字、声音、

图像于一体的立体化教学资源。随着网络教学平

台的开发与建设，师生主体都参与到教学资源的

建设之中，极大地拓展和优化了教学内容。

综上所述，现代教学系统四要素的相互作用

可以形成“以教为中心”、“以学为中心”、“以媒

体为中心”以及“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等不同的

教学结构。教学系统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

体现了间性理论的思想精髓。

二、间性理论视角下的多模态英语教学模式

设计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多媒体

技术已经走进课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更

是使屏幕替代传统的页面占据交际的主导地位，

图像、动画等成为交际的主媒体。现代网络技术

和多模态话语交际的发展召唤新的教学和学习方

式，教学设计应运而生。为了探索多模态教学模

式，我们以间性理论为指导，参照多媒体有关教

学设计模型，构建了英语教学设计原则模型MAP
（Multimodal Apple Pie, 即“多模态苹果派”）。如

图1所示。

MAP模式指在多媒体（Multimedia）、多模态

（Multimodal） 的教学环境下，以学习者为主体，

图1 “多模态苹果派”示意图

APPLE PIE

Activation Presentation Peer Cooperation Learning Interac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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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PPLE （Activation, Presentation, Peer Coopera⁃
tion, Learning Interaction 和Evaluation）为主要教学

环节，贯彻 PIE （Productive, Instructive, Engaging
即有效性、指导性、参与性）的教学原则，通过

多模态（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以及文

字、图像、图表、声音和动作等多种手段和信息

资源）开展教学，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引导

学生对知识进行深加工和意义建构，从而提高英

语教学的效果。

1．以PIE为指导原则，注重教学的有效性

MAP模式中的 PIE指三个教学原则，即有效

性、指导性、参与性。有效性是教学追求的目

标，指导性和参与性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必要条

件，它们构成互为联系的整体。

有效性指根据多媒体、多模态教学特征，以

主体间性和媒体间性的思想为引领，合理选择并

充分利用多种教学媒体，开展多模态教学活动，

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实践，学生在教师的指导

下主动完成意义的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多媒体、

多模态教学并非就一定意味着有效教学。现代多

媒体技术可以辅助教师实施有效教学，但不能替

代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自主学习的地

位，应警惕大学英语教学娱乐化的现象，缺乏互

动性、参与性的多媒体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

中相当普遍。所以，有效性是大学英语教学设计

中重点，应引起高度重视。

指导性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积极干预的

支架作用。这种支架作用应贯穿教学任务的始

终，体现在提供信息、讲解、示范、纠错以及创

设情境，帮助学生有效利用语言、视觉、听觉、

姿态等多模态手段，完成对所学知识的吸收和内

化，将学生的认知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等

方面。目前，在倡导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时，人们对教师的作用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

以学生为中心就是学生自己学习，否认教师的指

导作用。这种错误的认识必须得到修正。

参与性指教师在教学中恰当地发挥主导作

用，通过多媒体技术多模态地设计多形式、多层

次的教学活动，创造多样化的平等机会，启发、

引导学生多层次、多形式参与教学活动，注重加

大学生的参与度，扩大学生的话语权，确保教学

质量大范围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不仅体现在课堂

教学中，还可以利用网络和移动技术，将教学任

务延伸到课外，鼓励学生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开展

协作式或自主式的学习，并将学习成果通过网络

教学平台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呈现出来，师生共

同分享学习的成果。

2．以APPLE为要素，实施多模态教学

基于MAP原则的APPLE设计就是要发挥网络

多媒体技术的优势，通过多模态进行多层次、多

维度的互动教学，提高语言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的

质和量，达到深度学习，实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

标。这里的APPLE代表教学过程中的五种教学组

织形式，它们相互联系互为支撑，根据教学内容

和学习环境和对象，教学设计在五个方面可以有

所侧重或取舍。但MAP作为教学总体原则，要贯

穿于教学组织形式APPLE设计中。下面简要介绍

APPLE的设计思路和要点。

A（Activation）：导学激发

导学激发是指学生在教师详细的指导和要求

下预习学习材料，进入课堂教学环节前以书面作

业的形式就预习的内容进行提问，摘录若干句

子，选择一些重点词汇并通过查字典给出其用法

的例句，观看视频听录音，跟读课文，并选择感

兴趣的段落进行朗读并录音，以音频形式提交到

班级QQ邮箱。

导学的过程大概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观看

教学光盘，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然后听录音，

跟读单词，开始第一次研读课文，尽量将注意力

集中到课文内容的理解上，边阅读边思考，通过

不断和作者交流去了解作者的思想和观点，激活

已有的认知图式，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新材料建立

链接，完成对新知识的意义建构，为提出高质量

的问题做准备。在理解课文的基本内容后，提出

2-3个与课文的思想内容有关的问题。其次，再次

感知学习材料，要求出声朗读课文或对话，引导

学生依托语境，对课文内容进行观察、分析、感

知和判断，标记想摘录的词语和句子，从中挑选5
个词汇并通过查字典给出有关用法的例句，2个英

文句子并给出译文。最后，选择课文中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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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段落进行录音，提交到班级公共的 QQ邮

箱。教师对学生预习环节中的提出的问题、提交

的作业要及时给予反馈，分析学生学习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寻

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同时教师要运用新的

技术和资源，设计教学方案，结合学生预习的情

况，设计多模态、多层次的教学活动，促进师生

互动，保证教学质量的提升。

P（Presentation）：信息呈现

信息呈现主要指课堂教学中，师生将学习的

成果以多媒体为载体、运用多模态的形式进行展

示和交流。演示的主体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

生个体或学习小组。信息呈现的形式可以是文

字、图片、PPT、音频、视频或流程图等。课堂的

信息呈现可以从检查预习开始，通过提问、对话

等激发学生回忆已预习的学习内容，然后教师以

微课的形式介绍与课文有关的背景知识，帮助学

生加深理解新知识。接着教师根据学生预习的情

况，有代表性地选择部分学生或小组用 PPT再现

课前预习的学习成果，并鼓励没有上台演讲的学

生进行提问、补充，将其表现计入形成性评价

中，最后教师针对学生没有正确理解的难点和知

识要点，借助 PPT进行讲解，并对课文学习进行

总结。整个学习过程是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自

主探索、认真分析、思考和理解文本传递的信

息，并借助 PPT演示等多模态的互动体验过程。

这种多模态的信息呈现方式能调用多种感官协同

处理新信息，减低学生的认知负荷，对所学新知

识留下较深刻的印象，进而强化记忆，实现知识

内化。

P（Peer Cooperation）：同伴协作

同 伴 协 作 指 教 师 通 过 设 计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等多种任务型的活动，和学生共建学

习群体，给学生提供语言实践并开展互相协商学

习的条件和机会。协作学习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

终，对学习资料的收集、假设的提出与验证、学

习成果的评价和最终的意义建构有重要作用。其

学习过程是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共同批

判地考察学习内容中的各种理论、观点、假设，

通过小组开展协商和辩论，提出各自的观点和辩

论的理据，对他人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和

评论，共享学习群体的思维成果。协作学习既可

以发生在课堂教学中，也可以延伸到课前和课后

的学习环节中，拓展了师生的学习和探索空间。

这种协作学习方式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掌握新知

识、新技能，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精神。

L（Learning Interaction）：学习互动

学习互动指通过调用多种模态手段和媒体调

节师生关系，形成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人机互动，以产生教学共振，达到提高教学效果

的教学结构形式。根据不同多媒体教学条件，互

动形式可有所侧重。在多媒体课堂上，以人际互

动为主，人机互动为辅。根据间性理论主体交互

性原则，教师首先应营造轻松民主的课堂氛围，

建立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授课过程中，教

师应保持得体的仪表、亲切的面部表情、幽默风

趣的语言、自然协调的肢体动作，以缓解学生紧

张焦虑的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教

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以体验和交际为主的

互动任务，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将学生引向以

语言使用为目的互动交际活动。当学生较好地完

成了某一交际任务时，教师可以运用语言表扬和

点头、微笑、鼓掌等非语言模态相结合的鼓励方

式，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持续参与互动学习

交际的自信心。

多模态的学习互动也可以运用到课外的沟通

交流和监督指导过程中。其互动模式主要是人机

互动。教师可以利用现代网络媒体手段如网络教

学平台、QQ群、电子邮箱、微信群、手机短信等

发布学习任务，指导学生开展协作式、探究式学

习，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并监控学生完成学习任

务的情况。

E（Evaluation） : 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指学习主体对学习效果做出的鉴定

与价值判断，并对学习目标进行反思和修正的活

动。它包括师生互评、师生自评和生生互评三个

方面的评价。基于网络的多媒体教学环境能使师

生对学习效果进行更加科学的评估。师生互评指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教

师对学生的评价除了终结性的评价外，还应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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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教师可灵活选择多

模态的评价方式，如课堂发言记录、PPT陈述演

讲、小组讨论、网络平台学习记录、书面作业等

学习活动中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学生对教师教

学效果的评价则可通过网上评教系统平台给予评

价。师生自评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评教反馈和学

生对教学接受情况进行反思，扬长避短，及时调

整教学方式；同时学生也要对自己的学习结果和

学习表现进行反思，对照教师的评价，找出学习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修正错误，实现自我提升。

生生互评主要通过学习小组进行，学生要根据自

己在学习小组中的参与度、合作精神以及贡献大

小进行自评，为了尽量做到相对的客观公正，可

以设计自评分表，引导学生进行自评，帮助其形

成分析、批判和判断的能力。

三、结语

本研究以间性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信息技术

环境下现代教学系统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

建了大学英语多模态的教学模式并提出了实施开

展多模态的有效实施步骤。多模态协同的教学模

式能够创设多样化的语言学习情境，提供多维互

动的语言实践机会，更新师生观念，革新教学方

法，将传统“提供答案型”、“训斥或教诲型”的

教学方法转变为“协作式”、“讨论式”的学习方

式，有利于提高大学英语的教学效果。然而，由

于多模态教学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要更多

的实证研究来丰富和完善。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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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Multimodal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exuality Theory

XU Ceng-zhen
(Shenzh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e, Shenzhen 518172,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sexuality theory including intersubjectivity, intermediality and interculturality, reveal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
tween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provides support theoretically for multimodal teaching.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s under the multimedia and multi-environment, MAP teaching modal is put for⁃
ward and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re described with the aim to pursue effective result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 intersexuality theory; English teaching; multimodal; teach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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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以培养技术型、技能型复合人才为目标，其教学必须以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创新

能力为核心，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认知学徒制是一种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

力、探究能力为核心目的教学模式，通过学习情境的创设、教师示范、教师指导、学习共同体的活动以及

独立探究等手段，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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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课堂教学改革是高职教育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知识经济背景下，随着网络和传媒的

普及，课堂教学不再是师生间单向的“讲解－接

受”关系，传统的课堂教学已无法满足当前高职

教学的实际，高职课堂教学改革势在必然。认知

学徒制恰好契合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教学要求，

它将传统的学徒制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以学生

为中心，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和教师的指导下

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基于认知

学徒制的基本理论，分析在高职课堂教学应用认

知学徒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论述基于认知学

徒制的高职课堂学习环境的设计。

一、认知学徒制概述

在学校出现之前，学徒制是最普遍的学习方

式。然而，随着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

型，传统学徒制自身的不足日益彰显。由于传统

学徒制不能满足工业时代机器大生产对人才培养

的要求，正式的学校教育开始了。但是，自从 20
世纪 70年代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学校

教育逐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表现出许多弊端。

为了克服这些弊端，美国认知科学家科斯林和布

朗等学者，从人类学家莱夫等人关于情境学习和

学徒制方面的研究中受到启发，吸收传统学徒制

的示范、指导、支持等核心技术，同时结合学校

教育注重认知能力培养的特点，将传统学徒制概

念升级，于 1989年正式提出认知学徒制理论。认

知学徒制从改造学校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出发，与

传统学徒制方法进行整合，并将计算机技术融入

到传统学徒制的核心观念技术中，以培养学生实

践所需的高阶思维以及解决问题和处理复杂任务

的能力。认知学徒制与英国的现代学徒制、澳大

利亚的新学徒制以及德国的“双元制”有本质的

不同。不论是现代学徒制、新学徒制还是“双元

制”，其本质都是一种教育的社会体制，是职业教

育中的一种培训模式或制度。而认知学徒制，从

宏观上说，是一种教育理论，从微观上看，是一

种教学模式或学习环境。认知学徒制的教学方法

主要有六种，即示范、指导和脚手架设计、清晰

表达、反思和探究。前三种方法旨在帮助学生通

过观察和有指导的实践来获得和整合技能，后三

种方法则是通过学生的理解和升华，将学科知识

与专家策略转化为学生的知识和技能。

认知学徒制关注的主要不是体力技能和加工

过程，而是有关认知与认知技能的学习经验。在

认知学徒制的教学模式中，概念和事实知识是从

问题解决和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获取的。通过创设

-- 65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1 期 Feb.20,No.1
情境，教师将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时的思维过程

外化，而学生在教师或其他同学的帮助下进行观

察、复演和实践，逐渐达到既能完善行动又能改

进潜在思维的目的。作为一种教学模式，认知学

徒制并非要求教师严格遵循其所有的特征来进行

统一的教学设计。同时，认知学徒制有自己适合

的应用领域。它适宜培养学生的高级认知技能，

实现深刻学习，而不适合用来设计记忆任务。

二、高职课堂教学应用认知学徒制的适用性分析

1．高职课堂教学应用认知学徒制的必要性

（1）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

新要求。21世纪是高新技术迅速发展、技术含量

比重提高，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迅速转化

的时代。其突出特点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加速，科技更新日益加快，信息传播高速进行，

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知识更新非常迅速。科学技

术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对人才在专业知

识、技能与综合素质等方面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

要求。它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收集、分析和交流

信息的能力，同时要求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

精神，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具有较强的探究

能力。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

养工作意见》中也明确指出：以培养高等技术应

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求为目标、

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

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毕业生应具有基础理

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宽、素质

高等特点；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体

系和教学内容体系。可见中国的高等职业院校课

堂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根据知识经济时代变

化和要求，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才能培养

出符合本世纪所需要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2）高等职业教育与教学特点的要求。高等

职业教育以培养职业岗位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

标，因此高职教育与教学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的

是使学生获得相应职业领域的应用能力。这就要

求在课堂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的高技术、高技能

型等核心能力或关键能力，特别是学生的创业能

力、创新能力、与人交往合作互动能力、应变能

力、解决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而“记知

性”的知识质量标准是依据“应用性”的最终目

的来设置。认知学徒制侧重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能力，挖掘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以及创造力，同时

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注重自己与教师、其他同伴

互动交流。在认知学徒制中，作为学习对象的知

识与技能是镶嵌在他们实际应用的情景之中的，

在真实的解决问题过程中将枯燥乏味、单一性的

知识系统化、情境化、社会化。这将激发学习者

的自我学习兴趣，让学习者懂得学有所用，明白

知识富含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提高学生的应用能

力。因此，认知学徒制教育模式适应应用性较强

的高职教育教学的要求。

（3）目前高职课堂教学模式的弊端。经过近

几年的努力，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取得一定成

果，但还存在一些有待于改进和突破的问题。首

先，课程目标不明确。课堂教学与人才培养目标

脱节，不能充分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课程设置。其

次，课堂教学设计主要是理论知识的讲授多，学

生实际训练少，教师只关注课堂知识的信息量，

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最后，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大多采用“普通教室+PPT+粉笔”的代

理式教学模式，教师负责的是传、授、解，单项

信息传递，灌输知识，而学生是处在接、受、听

的位置上，是被动的接受者。学生没有主动性，

互动较少，气氛沉闷，学生逃课旷课严重。在这

种情况下，学生通过传统的课堂学习，知道一些

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无从揣摩知识的真实价值和

现实意义，无法实现知识的迁移和满足社会的需

要。因此，高职教育呼唤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

模式的改革。这是把认知学徒制作为备选教学模

式的必要原因之一。

2．高职课堂教学应用认知学徒制的可行性

（1）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普及。任何一种具体

教学模式的运用都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

段作支撑。随着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等现代

技术的高速发展，这些现代化的设施和技术为教

师应用先进的教学模式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和

物质基础。依靠这些现代化技术建立的各种实训

室以各种技术手段模仿在企业现实活动中的真实

场景。教师可通过视频、图片等媒介为学生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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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学习环境。而学生可以置身一个逼真的模

拟情境之中进行人——机互动，乃至人——人互

动。这正符合认知学徒制关于将教学活动置于真

实情境中的要求。

（2）“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在高职课堂教

学中应用认知学徒制，需要教师有丰富的一线工

作经验。早在 2001年，教育部办公厅在《关于加

强高等职业 （高专） 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

中就指出：各高职（高专）院校一方面要通过支

持教师参与产学研结合、专业实践能力培训等措

施，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双师”素质；另一方

面要重视从企事业单位聘请既有工作实践经验，

又有较扎实理论基础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充实教师队伍，以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

质。因此，许多院校十分重视“双师型”教师的

培养和引进，不仅安排专业教师去企业挂职锻

炼，而且聘请企业专家代课并对院校专任教师进

行专业培训。这就使得教师由原来的知识讲授者

向有工作经验的专家教师推进。

三、认知学徒制在高职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1．认知学徒制学习环境设计的基本原则

（1）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认知学徒制的一

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将学习置于真实的情境中，没

有逼真的问题情境，开展认知学徒制无从谈起。

这就要求所设计的任务或问题的环境与知识、技

能被应用的实际环境相紧密联系。在课堂教学

时，教师首先就要思考怎样创设真实的情境，使

该情境和学习者的生活相关联，尽可能在逼真的

的环境体现知识在现实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因

此，在设计学习环境时，要特别强调学习发生的

真实情境性。

（2）凸显专家的重要性。认知学徒制学习环

境非常强调专家或师傅的作用。专家通过自己一

系列的辅导行为，与学习者互动，帮助学习者跨

越“最近发展区”，完成任务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专

长和技能。所以，在设计认知学徒制学习环境

时，要考虑专家的作用、专家要付出的努力，以

及专家示范、指导和搭建脚手架的各种方式等。

（3）认知学徒制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自

身必须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学习心向和较强的学习

动机，通过自己参与和实践中的清晰表达、反思

和探究，去解决问题，获得技能。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虽然提供真实的问题情境，但是发生的

问题情境必须是围绕学生的，让学生体会和感受

到问题的真实性，突出学生的感受和体验。所

以，教师在设计认知学徒制学习环境时，首先要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自己起到作为辅导者

的作用。

（4）强调合作学习。认知学徒制学习环境离

不开同伴之间的合作学习。一方面，合作问题解决

能使他们分享知识和技能，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去掌

握某种知识和相关技能；另一方面，合作学习能消

除他们的焦虑，使他们在学习中更有安全感。

2．认知学徒制教学环境设计模型

（1）示范。认知学徒制中的示范是指教师将

学习的项目全过程、分步骤、条理清晰的展示给

学生，使学生建立起完成任务所需过程的概念模

型。它侧重认知和内部技能的演示，因而需要将

教师的思维和推理过程外显。示范分为两类：一

是行为上的示范，比如通过视频演示工作过程。

另外一种是思维和推理方面的示范，比如教师可

以说出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策略设计。示范的好

处在于把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外显，从而让学生

能够自己动手操作。

（2）指导。指导是指教师引导、支持和监督

学生的工作，以帮助其技能和理解的发展。教师

的指导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操作情况分阶段给予建

设性和个性化的反馈。指导的基本原则是：教师

在最开始给予较多指导，随着学生技能的发展，

教师慢慢退出指导，让同学间互相帮助，最终学

会整个操作过程。教师也可以和学生一对一地见

面，针对他们学习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反馈，然后

在全班对一些共性的问题加以强调。

（3）脚手架设计。脚手架原本指砖瓦工、画

家或矿工在高于地面的地方工作时的临时支撑平

台，在教育上指学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进行高

于自己能力层次的学习时的一种支撑结构。脚手

架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教师必须提供刚好足够的

支撑去鼓励学生的进步，并且当学生熟练后，脚

手架应该拆除。有效的脚手架应提供提示和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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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帮助学生自己去解决问题。比如，由教师和

学生共同选择一个小型项目，完成项目的每一个

步骤都良好地组织并列出提纲，同时给学生布置

若干小型作业，以引出反馈和所需的帮助。

（4）清晰表达。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学生

能够清晰表达某项内容时，他们才真正学会了

它。清晰表达可以将自己的思维过程外显，可以

使大家看到其他同学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便于同

学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例如，让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完成任务，然后在课堂上通过多媒体展示

本小组的方案，这样他们会被迫去向彼此清晰表

达他们的思维。

（5）反思。反思与清晰表达相类似，只不过

反思指向的是过去的任务。反思的目的是让学生

回顾和分析他们个人和小组的表现，以达到理解

和改进。例如，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回顾和分析个

人和小组在学习任务中的表现。教师还可以提出

相关的问题，或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建构自己

的问题。最后，教师要对学习任务做出尽可能全

面客观的评价，提出改进意见，将学生出现的普

遍或严重问题归类，并告知所有同学。

（6）探究。探究是促使学生用类似专家解决

问题的方法去亲自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探究

可以让学生学会制定可实现的目标，学会怎样去

发展和检验假设，最终让学生自己做出发现。

四、结语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对从业人

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全面。复合型和创新性人才

将越来越适应市场需求。面对这种演变趋势，高

职院校必须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以适应时代变迁之需求。通过认知学徒制在高职

课堂教学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本文认为

认知学徒制适合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现

状。而且，在学习环境的设计上，通过学习情境

的创设、教师示范、教师指导、学习共同体的活

动以及独立探究等手段，活化学生所学知识，培

养学生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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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to Higher Voca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YANG Tie-zheng

(Zhejiang Yuying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goa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o train compound talents with techniques and skills, which means the core of
teaching is to train the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ability,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teaching link and promote the stu⁃
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is a kind of teaching mode which takes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expressing
ability and exploring ability as the core objectives. It can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through the establish⁃
ment of the learning situation, the teacher's demonstration, the teacher's guidance, the activity of the learning community and the in⁃
dependent inquiry, etc.
Key words: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higher voca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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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课是推动高职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在高职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简述微课在高职

教育中的优势，从制作微课、课程设计、视频效果和资源建设的角度分析目前面临的困境，以提出相关解

决方案：提高微课设计意识，组织相关培训和加强交流学习，提供专业团队支持，拓展平台的功能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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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课概念

微课的雏形起源于英国纳皮尔大学 Terence
Kee教授的“一分钟演讲”，他认为学习者在特定

的领域应该具备掌握核心概念的能力。随后在

2008年由美国胡安学院的高级教学设计师 David
Penrose提出微课程这一概念，他认为微课是以某

个重要概念为主题内容，通过制作 60秒的视频课

程来反映其精髓的一种课程。

在国内，率先提出微课概念的是广东佛山教

育局的研究员胡铁生，他认为微课是根据课程标

准和教学实际，以短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

在课堂中针对某个知识点，而开展的教与学的活

动过程。微课的核心是微视频，相对于常规课程

而言是一种微小的课程，由短时间的视频和配套

资源组成。

二、微课的作用

1．有利于提高高职学生的学习效率

高职类学生相比较于普通高校学生而言，学

习基础较差，缺少有效的学习方法，课堂上缺乏

良好的学习氛围，学习效率不高，但是他们对新

鲜事物的兴趣却是存在的。微课的核心是微视

频，将原先的课程内容换成视频形式，它的好处

显而易见。视频是声音、图像等多媒体信息的结

合，在描述问题时具有画面感，甚至具备故事

感，学生容易被激发兴趣。在观看微课视频时，

潜移默化地学习了课程知识。这种化被动接受为

主动学习的知识传播方式，更加有利于提高高职

学生的学习效率。

2．有利于学生掌握高职课程的重难点

高职教育是以职业技能培养为主要目标，技

能操作的有关内容是高职课程的核心，但技能课

程和一般课程不同，学生若没有注意观察教师操

作演示，只靠阅读教材，不容易掌握其中的精

髓，因此很容易在此环节出现问题。微课可以将

技能类课程的重难点做成短视频的形式，以符合

高职学生认知能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微课视频的

播放时间一般不超过 10分钟，可以保证学生集中

注意力，也可以通过再次观看视频来保证掌握课

程的重难点，在短暂的学习时间内，达到良好的

效果。

3．有利于差异化的自主学习

在 45分钟课堂上，一般步骤是教师尽量考虑

大多数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程度，对课程进行讲

解、演示来实现教学效果。但实际上每个学生都存

在个体差异，学习能力也不尽相同，有学生在课堂

上无法消化课程内容，也有部分学生掌握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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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此过程中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课上，教师可以采取微课为主，讲解为辅的教

学模式。微课是以课程知识点形式分布的，因此

学生可以利用多媒体，按照各自能力，学习不同

进度的内容。在课后，教师还可以将微课放在网

络中，方便学生自行下载，自主学习，为不同学

习能力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平台。

4．有利于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微课的应用有利于教学的全面提高，首先，

可以提高教学能力，教师在制作微课时，实际上

是对课程知识的再构造，需要将课本的重难点提

取出来，然后以视频制作的角度去重新设计教

学，在这一过程中有助于教学能力的提升；其

次，可以优化课程设计，教师通过微课平台可以

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反馈和意见，通过和微课学习

者的交流，查漏补缺，从而改进课程设计；最

后，可以积累教学经验，在传统课堂中好的课堂

教学很难传播出去，组织教师外出进行听课学

习，又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通过微课平台，教

师之间可以针对教学措施、教学设计交流经验，

从而提高教学品质。

三、微课的困境

1．微课设计出现偏差

由于微课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不

长，教师在微课设计环节的思想依然受到传统大

课程的影响，部分教师对微课的理解出现了一定

的偏差，认为微课就是将 45分钟内容简单的“片

段化”，教师也仅仅是将课程知识点以视频的方式

呈现给学生，只认识到微课“微小简短、突出重

点”的特点，而忽略了微课本身也是一个完整教

学活动，也需要有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过

程等配套环节。在这样的思想下，微课在制作过

程中会被“轻设计、重技术”的观念所主导，更

多的是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角度去设计微课，将

微课作为课堂辅助的“课件”来使用，注重的只

是内容的表现方式，忽视了对课程主题和相关步

骤的设计，使得微课和课程本身缺少联系、相互

脱节。

2．制作步骤复杂、专业性强

微课制作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环节，首

先，确定课堂教学的主题，将课程知识点逐一细

化；其次，对微课进行教学设计，设置课程的各

个环节，编写拍摄微课视频相关脚本，具体到每

个步骤的设计；再次，对设计的微课进行录制或

者拍摄工作，并对制作好的视频进行后期编辑和

优化；最后，设置与微课内容配套的学习单元，

包括知识引导、学习课件、课后作业、评价反馈

等等。

微课是以视频为载体的多媒体信息，这就对

制作者的信息技术水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求

教师能掌握本课程开发需要的计算机软件技术，

最常用的软件有PPT、Camtasia Studio、电子画板

等等，能够与学生开展网络教学和交流活动，能

够开发微课配套的相关资源，对于缺乏这类信息

素质的一般教师而言，无疑增加了制作的难度。

3．视频呈现简单化

微课开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微课在课堂教学中的效果如何并没有一个具

体统计，但作者通过查阅资料和交流观察，发现

实际的教学效果并没有所想那样有效。

一方面，在制作微课过程中，由于教师受到

技术原因的限制，多数还是采取简单的录屏方

式，甚至有些微课的制作就是将课堂过程录像，

再通过后期截取片段的方式处理。另一方面，在

对知识点的讲解中，教师往往采取简单的文字描

述加画外音的形式表达，对其中可以制作出效果

的内容，往往束手无策。这样的微课只是将教师

讲课换成信息化表达，本质上和普通课程并没有

太大不同，长此以往，学生对此类微课自然缺乏

兴趣，在课堂中的教学效果必然不尽如人意。

4．过于追求数量上的资源建设

传统的课程存在更新缓慢、理论与实际脱节

等各种缺陷，课程改革急需要一种“资源粒度

小、时间短、重点突出”的新资源，在此前提

下，微课孕育而生，相应的资源建设也在加速进

行，在数量上呈现爆发的趋势，但是明显缺少能

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高质量微课。许多微课虽然

突出了视频的重要作用，在教学中也起到一定的

效果，但是在其表现形式上仍然是对传统课程的

切片加工，教学内容实质上并没有真正拓展，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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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主题涣散，呈现出与课程无关的信息量过大，

在课堂中教师依旧属于主导地位，没能体现微课

“自主性、互动性”等一系列特征，在课程表达中

也没能突出其短小精悍的特有属性，在资源建设

的过程中，过分追求数量上的“外形”，而忽略了

质量上的“内在”。

四、相关解决策略思考

1．提高微课设计意识

微课是完整的教学活动，也有其课程标准和

教学要求，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

微课为教学服务的本质，提高对微课整体结构的

思考。

首先，要树立“以生为本”的设计观念，这

是微课制作的前提条件，需要充分考虑高职学生

的行为特点、学习需求、关心热点等要素，设计

出符合高职学生学习习惯和兴趣所向的微课形

式，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位置。

其次，要以贴合课程特点为设计基础，微课

要具备为课程服务的功能，在设计中必须要能反

映课程的重难点，能清晰地体现课程脉络，符合

实际应用环境，注重微课和课本的联系，使得学

生能在最短时间内掌握课程核心内容。

最后，要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为设计指向，

高职院校以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为目标，在微课的

设计中应该摒弃过多不相关联的理论内容，突出

课程实际应用的特点，注意体现相关行业的应用

需求，为高职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帮助。

2．组织相关培训和加强交流学习

微课的开发和制作涉及学习的内容较多，短

时间的粗浅学习很难掌握其中的要点，因此只有

通过长期的交流培训，才能不落后于微课的发展

步伐。

第一，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各级培训，在培训

的形式上可以选派教师代表参加校外培训，比

如，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各省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都会有微课项目的培训班；也可以将微课

专家请进学校，为在校教师进行系统培训；或者

利用网络平台，组织教师学习微课方面的课程，

再通过专家评价的方式检测教师学习效果。

第二，可以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各类微课竞

赛，不断提升教师的信息化素质，比如参加信息

化资源建设、微课比赛等，以达到“以赛促练”

的效果。参加比赛一方面可以去外界开拓视野，

在微课制作过程中寻找差距，改革其中的弊端；

另一方面可以促使教师积极的研究微课各个环

节，提高教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可以组织教师积极参与各类科研活

动，申报各级课题，在科研中不断思考和提高对

微课的认识，不断学习和探索微课知识的盲点，

学校自身也可以设立相应的基金项目，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验收，积极鼓励教师参与其中。

3．提供专业团队支持

一堂高质量的微课，最核心的要素是能完整

的表达出课程精髓，并能充分引起学生的兴趣。

为了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运用到许多计算

机技术，除了常规的录屏软件外，甚至还需要使

用到PS、3DMark、动画、电视编辑技术等等，而

教师再花费大量时间去深入学习相关技术显然不

切实际，导致最终粗糙的表达了课程，在效果上

大打折扣。

教师制作微课的优势在于了解本课程内容，

在微课制作中应该处于一个导演的位置，必要的

任务是做好微课程设计，而在不熟悉的技术领

域，应该通过专业的技术支持来完成。学校可以

将校内具备制作微课技术的各领域教师组成团

队，在这个团队里应当有微课设计者、计算机技

术人员、精通美化设计的工程师等等，或者可以

利用微课平台，在区域内召集成员，形成团队，

为微课制作提供技术支撑。例如，美国的TED-Ed
就是一种由团队制作成的微课系统，制作者提供

课程结构和设计，后期有技术团队负责将课程制

作成不同的动画形式，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

体现了优秀微课的品质。

4．拓展平台的功能和内容

微课的出现突破了传统课程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限制，使得学生可以在其他时间和地点通过微

课平台进行学习，但目前我国的微课平台的功能

不够全面，微课体系相对分散，要解决目前微课

的困难关键要充分发挥微课平台的作用。

首先，平台上的微课在内容上虽然制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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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但只是对课程某个知识点的开发，没能形成

系统的课程结构，在国内的微课网上很难看到课

程的分类分级，学生在微课平台上也很难系统的

学习一门课程。因此教师在对微课程的资源建设

过程中，应当将课程的每部分内容有效串联，形

成体系，让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掌握课程。

其次，微课的最终目标是为教学服务，因此

微课程的开发和使用要立足长远，其平台不但要

具备课程教学的基本功能，还要具备记录学生学

习轨迹的拓展功能，实时记录学生的学习效果、

学习进度，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汇总分析，做

到能够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欠缺

什么、需要什么，从而使得教师能更好的开展教

学改革。

最后，高品质的微课是经过认真策划和专业

制作而成，若仅限于发布在校园网上，必然降低

了微课资源的利用率，平台要对这些微课进行有

效管理，应具备及时发布和共享于全国高职院校

的功能，一方面可以有效的避免相同课程的重复

制作，共享优质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互通有无，

在微课的设计和技巧上相互学习，对教学改革也

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五、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微课以其特有

“微”属性不断变革着现代职业教育，不但给高职

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手段，更是给高职发展带来良

好的机遇。但是在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依然有

些问题亟需解决，在以后工作中，只有不断加强

顶层设计、交流学习、团队培养，不断完善微课

平台的功能，才能让其更好地服务于高职教育。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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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and Solving Strateg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Micro-lesson
WU He-sheng

(Jiangsu Justice Police Vocational School, Zhenjiang 212000, China)
Abstract: Micro-less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igher vocational teach⁃
ing. Through describing the advantages of micro-less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dilem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king micro-lesson, curriculum design, video effects, and resources construc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ated solving scheme:
enhancing micro-lesson design consciousness, organizing related training,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offering professional team
support and expanding the function and content of the platform.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micro-lesson; dilemma; resources construction; micro-lesson design; platform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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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大数据时代慕课平台实施外贸英语函电的分层教学是因材施教、激发学生潜能的有效教

学手段。在分层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应按照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原则、动态性原则及个性化原则，设立分层

教学目标、开展个性化课前导学，组织分层教学内容、设计分层作业和构建多维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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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是从 2011年开始兴起的一种网络教育模

式，它通过网络平台为学习者提供在线互动学习

的资源。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2013高等职

业教育MOOC（慕课）课程建设及教学创新研讨

会”在上海的举行，我国高职院校逐步开展慕课

课程建设工作。慕课引发的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

式，“翻转课堂”，这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模

式，既充分利用网络在线教学优势，又强化面对

面课堂互动、进行知识传授与探索，将成为推进

高职教学改革、改善高职教学质量、创新高职人

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契机。目前，我国高职外贸英

语函电课程采用的还是传统的班级授课教学模

式，用统一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学习内容，

考核方式应对英语基础差异悬殊的高职学生，严

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因此，在当今慕课时代，如

何通过慕课平台来实施高职外贸英语函电的分层

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是值得教师关注的。

一、分层教学在外贸英语函电教学中的作用

1．分层教学可以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外贸英语函电是高职应用英语专业的职业能

力核心课，然而，该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

齐，个体差异悬殊。笔者对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13
级应用英语专业已学完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的 79
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在学习动机、

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见表 1。

问题

百分比

学习目的

通过
考试

19%

就业

57%

兴趣

7.6%

其他

16.4%

喜欢的课堂活动（多选）

全班
活动

50.6%

小组
活动

25.3%

结对
活动

58.2%

个人
活动

38%

学习习惯

主动预
复习

19%

完成指
定作业

69.6%

应付
了事

11.4%

完成任务情况

较好
完成

40.5%

基本
完成

44.3%

完成
部分

11.4%

不能
完成

3.8%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高职应用英语专业的学

生学习该课程的目的各不相同，从而表现不同的

学习动机。从他们喜欢的课堂活动和学习习惯可

以发现，有的学生喜欢依赖教师，按照教师的指

令学习，有些学生喜欢独立、主动地学习，有些

则喜欢合作学习。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表明，其

学习能力也各有千秋，只有40.5%的学生能较好完

成任务。对于这样一群个体差异明显的学生，教

师进行分层教学，可以做到因材施教，照顾学生

的个别差异。

2．分层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动机主要为

表1 学习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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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动机，为就业和考试而学，而不是为了兴趣

学习。外在的学习动机只能暂时促进他们的学

习，一旦达不到学习目标，学生就会丧失学习的

欲望。教师要吸引和保持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注意

力，就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语言学

习，语言输入是至关重要的。根据Krashen的语言

输入假说，如果学习者目前的学习能力为 i, 那么

教师在课堂上应该为学生提供“可理解性输入（i+
1）”，这样才能发生有意义的学习。如果语言输

入远远超出学生的现有水平（即 i+2），他们就会觉

得学习困难，缺乏趣味性。而如果语言输入太接

近现有水平（即 i+0） , 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学习缺

乏挑战性，从而丧失兴趣。因此，对于一群个体

差异明显的学生，教师要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

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设计不同层次的课堂活

动，为学生提供略高于他们水平的语言输入，以

此吸引学习兴趣。而分层教学正是行之有效的教

学方法。

二、基于慕课平台的外贸英语函电分层教学

的原则

慕课以学习者为中心，关注及时和个性化的

“互动”、“反馈”。在慕课平台上，学生从学习兴

趣和个人需求出发，制定合理的学习方案，选择

适合的学习材料，自主开展学习，这与外贸英语

函电分层教学的出发点相一致。因此，基于慕课

平台的外贸英语函电分层教学应遵循以下原则。

1．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原则

线上教师所设计制作的学习资源集“内容、

练习、反馈、讨论、评估于一体”，根据分层教学

目标并结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分别给学生布

置不同的自主学习任务。线下也同时根据学生的

自主学习任务以及其他学习资料，开展不同层次

的学习活动，所有的学习任务，依靠小组合作完

成。线上和线下教学内容的整合、课堂活动的融

合，有效地实现分层教学的目标。

2．动态性原则

反馈和讨论是慕课的两个重要环节，教师要

及时关注学生在慕课平台上反馈的信息和课堂活

动开展情况，并适时调整分层标准和方法、考核

评价标准和方法。同时，教师把有关学生学习行

为和学习效果的信息反馈给学生，引导学生对自

己的学习活动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及时调整学习

方式，从而使学生一直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学习

环境之中，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发挥潜能，

超越其“最近发展区”。

3．个性化原则

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的人，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结合其个人

需求和能力，指导他们制订基于慕课平台的个性

化学习方案。同时提供适合其个性化发展的补充

学习资源，以利于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扩展训

练。此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将自主学习的意识

贯穿于线上和线下的学习中，使其能根据各自的

学习目标，参与在线和课堂互动，对各自的学习

进行自我监控和管理，并及时与教师交流学习中

遇到的困难，便于教师进行个性化指导。

三、基于慕课平台的外贸英语函电分层教学

的实施

1．分层教学的整体框架

根据慕课和分层教学的特点，笔者拟从教学

目标、课前导学、教学内容、作业、评价等方面

构建基于慕课平台的外贸英语函电分层教学的整

体框架，如图1所示。

2．教学实施
图1 分层数学框架

构建多维评价体系

多样化评价形式

层次化评价标准

基础题

提高题

拓展题

设计分层作业

组织分层教学内容

线上

线下：

教师自制资料（不同层次）

补充资料（不同层次）

课堂教学活动（不同层次）

开展个性化课前导学

设立分层教学目标

基础性目标（C层）

提高性目标（B层）

拓展性目标（A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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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立分层教学目标。在设立教学目标之

前，教师应进行调查，了解学生的就业方向、外

贸知识基础、英语基础和自主学习能力等，据

此，将学生分为ABC三个层次。如：A层的学生，

外贸基础知识扎实，英语基础相对较好，自主学

习能力较强，学习积极性高，对毕业后所期望的

就业方向倾向于外贸行业的岗位。B层的学生英语

基础和外贸基础知识掌握一般，有一定的学习自

觉性和接受能力，对毕业后所期望的就业方向选

择为外贸或相关行业的岗位。C层学生，英语和外

贸基础知识都比较薄弱，学习自觉性差，自主学

习能力不强，对毕业后的就业没有明确的方向。

课程学习进行一段时间后，教师根据测试考核成

绩、课堂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学生反馈的信息，适

当调整分层标准和方法，进而调整学生的层次。

在对学生合理分层之后，教师根据课程标

准，制订课程整体教学设计，对不同层次的学生

设立不同的教学目标，分别为：拓展性、提高性

和基础性目标。对于A层的学生，教师选择拓展性

目标，着重培养其外贸英语函电的综合操作能

力。要求其能灵活运用外贸英语函电写作方法和

技巧，撰写合理、得体的函电。对于B层学生，教

师选择提高性目标，注重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和

外贸英语函电的撰写能力。要求其能运用外贸英

语函电写作技巧和方法，撰写基本合理、正确的

函电。而对于C层的学生，则选择基础性的目标，

重点培养其对外贸英语函电的学习兴趣，激发其

潜能。要求他们力争掌握外贸英语函电的常用短

语、句型结构和写作方法，并能模拟套写外贸英

语函电。

（2）开展个性化课前导学。基于分层的教学

目标，教师应指导学生制订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内容包括学习目标、学习方式和评价标准等。这

样有利于学生了解自身的学习要求，并能根据学

习目标，自主选取学习内容，调整学习进度。

（3）组织分层教学内容。不同层次的学生有

不同的学习目标，这就要求教师设计不同层次的

教学内容。基于慕课平台的分层教学，教师不仅

在课堂上布置不同的教学活动，线上的教学内容

也需根据学生的分层，设置不同的要求。

线上的教学内容包括教师自制的教学视频、

教学课件、文字资料和从其他网站下载的课件、

视频等补充资料。由于外贸英语函电实操性强，

所以教学视频不需太长，以 5-10分钟为宜，内容

包括学习目标、主要的知识点、写作技巧等。教

学课件的内容以外贸英语函电的模板、写作格

式、范文解析、常用短语和句型以及写作中的注

意事项为主。文字资料以设定情景的自主学习任

务为主。针对学生的层次，教师对线上学习设置

不同的要求。如A层的学生基础好，只要求其观看

视频和课件1-2遍，即能根据范文，模拟套写一封

比较合理的外贸英语函电；B层学生需要观看 2-3
遍，模拟套写一封基本合理的函电；而C层学生则

需观看3-4遍，模拟套写一封有基本格式的外贸英

语函电。但每个层次的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

方案进行调整，以完成自主学习任务达到自身学

习目标为准。同时，对于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学

生可以在慕课平台上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向教

师提问。此外，不同层次的学生，可根据各自的

学习方案，选择不同的补充资料拓展自己的学习

思路。

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主要是通过解决大部分学

生线上所提的疑难问题，促进学生的知识内化。

教师将学生线上交流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师生

共同解决。然后，根据学生自主学习任务完成情

况，并结合教学目标设计不同层次的课堂教学活

动。如A层的学生要依据外贸英语函电写作特点包

括语气、语言和行文态度和写作格式，分组相互

检查和修改组员撰写的函电，并提出合理的修改

意见。B层学生要根据外贸英语函电的语气、基本

的语言特征和写作格式，分组相互检查和修改组

员撰写的函电，提出基本合理的修改意见。而C层

的学生则需根据外贸英语函电基本语言特征和格

式，分组相互检查组员的函电习作，在老师的帮

助下，提出修改意见。在学生分组活动时，教师

密切注意学生的学习状况，对需要帮助的学生，

及时提供指导意见。最后，教师对各组完成的情

况进行及时反馈，并引导学生自我反思。

（4）设计分层作业。作业可以巩固学生所学

知识，提高学生技能，所以合理设计分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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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层教学来说是很重要的。基于慕课平台设计

外贸英语函电的分层作业，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

分作业。线上作业以课前自主学习和和课后拓展

作业为主，线下作业以随堂作业为主。教师根据

分层教学的三个目标，分别设计三个层次的作

业：基础题、提高题和拓展题。基础题主要是针

对外贸英语函电中的专门术语和常用句型，设计

选择题、翻译题和信函填空题。提高题是根据设

定的情景撰写外贸英语函电，而拓展题则给定项

目任务，要求学生通过撰写函电完成任务。A层学

生要完成三个层次的作业，B层的学生要完成基础

题和提高题，而C层的学生只需完成基础题。但B
层和C层的学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方案，选择一

些更高层次的作业，以作为日后调整，进入更高

层次的参考依据，以此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5）构建多维评价体系。对学生的评价考核

应根据慕课和分层教学的特点，构建一种多维的

考核评价体系。首先，评价形式多样化。不能把

考试作为考核评价的主要方式，应采用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个人与小组结合、形成性与终结性评

价相结合的模式。不仅要对学生课堂任务的完成

情况进行评价考核，还要把学生线上自主学习任

务的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范围。根据线上学习记

录、课堂活动记录和作业完成记录，学生先进行

个人自评和小组互评，然后教师再进行评价反

馈。这些对学习过程的评价，为形成性评价提供

有效的依据。其次，评价标准层次化。对不同层

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于A层学生，不

仅有纵向标准，鼓励他们不断进步，还要有横向

标准，促进同学间的良性竞争。对B层学生，采用

纵向标准，主要对他们学习中的进步进行鼓励，

但也要适当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而对C层学生的

任何点滴进步都要鼓励，使他们体会进步和成

功，树立信心，激发学习兴趣。

基于慕课平台的外贸英语函电分层教学，通

过线上线下教学的结合，实现慕课与传统课堂教

学的融合。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他们自主学习能力，还能够照顾学生的个体差

异，因材施教。总之，这是在大数据时代改革外

贸英语函电教学，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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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ified Teaching Practice of Business English Correspondence Based on MOOC Platform
BAO Jian-jun

(Qu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Quzhou 3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ified teaching of Business English Correspondence based on MOOC platform is an effec⁃
tive means to teach according to students’aptitude and stimulate their potential at the age of big data. In performing the stratified
teaching, graded teaching objectives should be set up, individualized guidance is to be given and teaching contents, assignments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designed by different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online and of⁃
fline studies, the dynamic principle and the personalized principle.
Key words: MOOC;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Correspondence; stratifi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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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网络在线学习、微课程学习等成为比较受高职学生欢迎的一种学

习方式。在分析高职英语拓展课程开设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实践经验，提出高职英语拓

展课程微课程资源的建设框架，为微课程在高职英语拓展课程教学中的运用提供设计和发展思路，解决英

语拓展课程的开课、师资、个性化学习需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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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共享教育理念盛行的大数据时代，

可汗学院、TED、新东方微课堂等网络“微”教学

的兴起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随

着 2013年首届微课大赛的成功举办，许多教学管

理者和一线教师积极探索微课程应用于教学改革

创新的可行性，微课程资源建设已成为很多高校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重点和热点。文结合近两

年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微课程建设的经验，探讨高

职英语拓展课微课程资源开发和应用的问题。

一、基于微课程的高职英语拓展课程资源建

设的必要性

1．英语学习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2015）提到支持

职校学生“根据职业发展需要，自主选择课程，

自主安排学习进度”，学生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

能力的培养日益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之

一。高职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前已难以满足现

今高职学生的学业与就业的需要，规范统一的基

础英语教学正向多元化教学发展，其中最为突出

的是以培养职业能力、提高素养为主的行业英语

课程和拓展类选修课程。高职院校的英语课程不

仅要“着眼于培养学生满足特定职业角色的要

求，更要帮助他们建立终身职业发展的知识和技

能基础”。因此，建设具有实用性、发展性和整体

性特点的外语类拓展课程群，才能满足学生多元

化的英语学习需求，满足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

的需要。

2．课时和师资力量有限

高职院校一般学制三年，由于高职教育的特

殊性，高职院校尤其注重专业课程建设，在各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整体学时规划除了许多核心

专业课程之外，还要安排大量的顶岗实习、社会

实践等课程，高职公共英语课作为一门必修的公

共基础课程，其课时由于整体课时被压缩，大多

数都只能开设一年时间，学生进一步选择英语学

习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虽然很多高职院校以选修

课的形式开设了部分英语拓展课程，但高职院校

英语教师教学工作量大，师资力量不足，开课数

量有限，课程设置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语言学习

需求。以浙江金融职业学校为例，英语课程仅存

在于前二学期，而且由于课时安排、师资力量等

原因，选修课的开设只能满足一小部分学生的需

求。而基于微课程的拓展选修课程的学习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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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点的限制小，可为学生提供一个按需发展

的英语学习环境。

3．教育信息化发展成熟

随着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成熟，教育部

启动实施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视频公开

课”、“微课大赛”等活动，大大促进了高校在网

络教学平台、数字化教学资源库等方面的建设，

很多高职院校积累了大量的微课、精品共享资源

课等优质教学资源，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建设日

趋完善，利用率也越来越高。而且，新媒体时代

带来了传播语境的碎片化、课程的微型化，微

课、翻转课堂频频出现在教改创新中，泛在学

习、碎片化学习、移动学习等新的学习理念被人

们接受而逐渐普及，传统资源建设也逐渐向开发

学生自主学习用微课程资源的新资源观转变，网

络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已经成为了高职院校教学改

革的重点内容之一。结合高职学生的素质特点以

及移动社交工具在学生中的广泛运用，开展基于

微课程的英语拓展课程资源建设，对于提高学生

的英语学习兴趣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未来

英语课程资源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二、微课程概述及理论基础

微课程发源于美国。早在60年代，阿依华大学

附属学校就以资源建设、学生兴趣等为出发点，开

发了围绕主题模块设计的微型课 （mini-course），

在培训领域发挥巨大作用。90年代，McGrew教授

采用 60秒课程来普及自己的专业知识，初步奠定

了微课程的雏形。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推出了

“以课程为单位，包含微型教学视频，课程计划、

评估工具等数字化资源在内的微视频课程实施

OCW计划”。2007年，可汗开创了用电子黑板讲解

不同科目内容，并解答问题的网络微视频课，效

果显著，深受欢迎，对如今大家热议的微课程产

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可汗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可汗

学院。2008年，戴维·彭罗斯首创了在线学习的微

课程（micro-lecture）模式，利用教学微视频“传

递核心概念”，并将教学视频与课程任务上传到网

络课程管理系统，引导学生根据自己利用网络的

需求，学习网上的微课程并完成任务，实现自身

知识的建构。随后，慕课（MOOCs）诞生，并快

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MOOCs一般具有“完整的

课程结构”包括教学微视频、课件、测试题等学

习素材，同时还设计“课程话题讨论、师生答疑

动手操作等活动。”国外微课程资源的建设相对成

熟和完善，很多资源已经应用到日常教学中去，

并取得一定成效。

在国内，爱陶在 1985年提出了微型课程的概

念。田秋华（2009）对微型课程的内涵在实践的

基础上进行了解析，认为微型课程是：“基于学校

资源、教师能力与学生兴趣，以主题模块组织起

来的相对独立与完整的小规模课程，是校本课程

的重要形式”。随着移动通讯及网络信息化的发

展，微课程的实践和研究日益丰富，焦建利、黎

加厚、胡铁生等都对此进行了研究。黎加厚提出

了微课程的评价标准以及微课设计的 17条建议。

胡铁生率先在基础教育领域倡导网络微课程，所

引领建设的面向基础教育的“佛山微课程平台”

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随着各类微课

大赛的推动，在高等教育领域，各类微课资源网

站也不断涌现，这些优秀的微课资源对微课程的

建设有着很好的推动和借鉴作用。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者的认知过程可

以通过情境借助网络媒体结构等外在工具，参加

系列支架式的学习实践活动并进行知识建构。联

通主义学习观提出了“关系中学”和“分布式认

知”的观念。微课程是通过协作学习及社会化网

络，实现学习者知识的建构和创新的，因此，建

构主义和联通主义理论对微课程的开发和应用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微课程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和

学习方式，内容相对短而精，强调知识的碎片

化、形式多样化，强调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可以

让学生随时随地以在线或移动学习的方式进行学

习，容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高职英语拓展课

以微课程的方式通过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将英语语

言文化知识和技能以“情境化方式”展现，并且

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学习路径，满足学生多元的英

语学习需求，可以较好的弥补传统拓展选修课课

堂教学中的不足。戴维·彭罗斯认为微课程“提供

了一个知识挖掘的框架和平台，学生可根据自身

的学习情况自主地挖掘所需的知识点，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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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学习，只要在相应的作业与讨论的支持

下，就能够与传统的长时间授课取得相同的效

果”。因此，探索基于微课程的高职英语课程资源

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基于微课程的高职英语拓展课程设计与

实践

1．开展学情调查，研究基于微课程的英语拓

展课内容和设置

就英语课程而言，由于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学习

需求差异很大，而且微课程作为一种新的教和学的

方式，在应用到教学时，首先需要了解学生对于网

络微课程的学习满意度、基于新媒体技术的接受程

度。在设计课程时，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学情调查，

针对受众的需求，设计合适的课程主题。

通过问卷星对本校的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

查，同时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调查内容涉及

对微课程的了解和学习意向、对微课的使用情

况、微课程的设置和类型的兴趣以及预期的教学

效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

比较喜爱这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很多同学反映传

统课堂的选修课时间固定，人数多，更愿意自由

选择时间、地点来学习。70.1%的同学非常乐意接

受这种网络微课程形式的英语选修课学习方式。

在微课程内容设置上，需求居前三位的分别是英

语考级类、英语文化类、职业交际英语类的微课

程。课程视频能接受的时间长度在 15分钟左右，

他们更偏爱微电影式的教学视频。

结合调查结果及学校的信息化条件以及教师

的特长，对目标受众的学习特征分析以及具体专

业目标岗位语言应用类技能要求，我们将拓展选

修课课程进行模块化设置，初步从考级类英语、

文化类及职业交际英语类课程入手，以课程为主

线，以各种类型的任务为导向，以兴趣为引导，

将零碎的知识点、技能点、文化点纳入应用语

境，设计一系列项目式、情景化微视频，并为不

同层次和需求的学生设计不同的学习任务、提供

合适的教辅资源和测试题目。除此以外，当前网

络上的优质微课程资源很多，比如新东方微课

堂、Ted等，考虑到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可以结

合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把这些微课程直接链接

过来，教师根据这些课程设计任务单，转变为本

校学分课，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教师网上答

疑，期末教师组织考核，学生通过考核给予相应

的学分。

2．根据课程内容特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

面做好微课程的设计

微课程吸不吸引学生，能否起到提高学生英

语水平和职业素质的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微课

程的设计。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在建设拓展课

程的微课资源的时候应遵循以下原则，从宏观和

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教学设计：（1）给学生提供

基于学情的、有针对性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指导；

（2） 以任务为导向、以兴趣为引导，及时反馈；

（3）设计灵活的学习方式，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

宏观教学设计包含整个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

和课程内容的实现途径设计，使其具有目标、任

务、方法、资源、作业、互动与反思、考核等在

内的微型课程体系，课程持续时间设计为与传统

课程教学周期一样。而微观教学设计则是单元内

容的教学设计，包括单元教学内容、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等的设计。课程微观设计不仅发布学习

资源，还要设计任务驱动、问题导向的“任务

单”，包括课程目标、作业、研讨等，帮助学生认

清学习目标，实现高效自主学习。在作为学生自

主学习的支架的微课视频的制作上，不仅要传递

课程的核心概念，还要帮助学生完成“任务单”

给出的任务。在微课视频的类型上要结合具体的

课程内容选择不同的制作方法，每个微课视频时

长10-15分钟，对于知识性比较强的课程，比如考

级类、语法类课程，我们采用ppt或手写板以录屏

的方式来制作。对于文化类的课程，我们采用讲

课式录制方式，按照模块化进行授课拍摄，经过

后期剪辑转换，形成微课程。职场交际类英语课

程情境化比较强，选取相关经典主题模块，主题

内容的选择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

深度，能够体现对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

养，以课程内容情景剧形式来呈现，教学的侧重

点放在情景口语技能的训练上，借鉴微电影拍摄

模式，撰写脚本，选择学生演员、场地进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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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微视频经过技术人员后期剪辑制作，同时认

真开发学习单，合理安排学习活动，最终形成微

课程。每个微课程做到逻辑连贯，主题突出。

3．创建良好的微课程学习平台，做好微课程

学习的监控与管理

微课程作为移动互联环境下，包含目标任

务、微课视频、作业测试、互动评价等要素为一

体的在线教学系统，最主要的目的是满足学生多

元和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适应性学习环境。在

师资和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开发和利用微课形式

的高职英语拓展课程，学校应从技术到政策上给

予支持，同时建立相应的管理和监控机制，从课

程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方式、课程内容和评价

等方面评估微课程开设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使基

于微课程的拓展课程朝着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

从而解决拓展课程的开课、师资、需求个性化等

问题。

我院由信息网络技术中心和教务处等部门组

建支持团队，依托已有的自主学习平台，规划和

建设了微课程教学系统，沿袭网络教学的方式，

借鉴可汗学院的做法，给每个选课的学生建立账

号，通过学校的自主学习平台设置，对学生自主

学习过程中的数据档案以及模块化的课程内容进

行相应的记录，跟踪和监督学生学习进程，推送

学习资源，提醒学习任务，通过系统设置让自

测、计分作业与学习资源无缝衔接，学习者完成

任务就可以获得相应成绩和学分；同时在英语拓

展微课程资源平台上，注重师生和生生交互，做

到多向传播，形成良好的英语语言学习交流环

境。学生可以在自己安排的任何时间、地点学

习，还可以根据自身学习水平来设定合理的学习

目标，调整学习内容。除了给学生微课程学习学

分认定之外，学校教务处等相关部门还制定政

策，给拓展课微课程开课教师根据他们的工作量

以及在线答疑辅导时间设定相应的课时津贴。教

师付出的劳动得到认可，教学创新的积极性也得

到很大的提高。

四、结语

在移动互联及教育微课潮流背景下，新型学

习理念正改变着我们的学习方式，引领未来教育

的新潮流。英语拓展类微课程资源的建设给高职

院校英语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广大的空间，基于微

课程的英语拓展课程建设真正为学生提供自主学

习需要的资源和方法指导。教师可以通过微课程

因材施教，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和学习习惯

分层次、分类别进行系统学习，改变以往此类选

修课受师资、选修人数、时间、地点限制等状

况，满足学生英语学习需求，并对教学方式的创

新、资源建设模式的转换、教育的革新与发展起

到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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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xtensive Course Resourc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Based on Micro-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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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online learning and micro-learning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
ular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extensive cours⁃
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is summarized and the constructing framework of micro-course resources
is put forward, which provides a thinking of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course applied to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extensive
course teaching. It solves the problems caused by insufficiencies of courses and teachers, as well as individual learning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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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芳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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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崭新的学习平台。通过分析微信的教学功能，探讨在微信平台下，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模式在大学英语读

写课中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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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背景与依据

科技的发展、技术的革新为教育带来了新的机

遇。传统、被动的学习模式逐渐被新的学习模式打

破。随着移动设备的兴起，微信给当代大学生提供

了网络环境下一个崭新的学习平台，其及时通信，

支持多人语音对讲、发送视频、图片与文字等功能

可应用于教育，特别是应用于大学英语学习。因

此，基于微信的个性化、便携式“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所接受，从而充分利用

微信在学生和老师之间架设的桥梁，突破英语学习

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利用翻转课堂模式有效地促

进大学英语的教与学，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和英语课堂教学的效率。

1．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行

大班授课。在该教学环境下，学生课前很少预

习，课堂上则由教师“唱独角戏”、满堂灌，学生

只是被动地听讲，大部分学生很少主动参与课堂

教学，只是被动的接受老师的提问。大班授课的

教学模式造成了学生读写能力弱，听说能力更

弱，大大影响了高校英语教学质量。鉴于这种课

堂教学的情形，教学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教学模式的革新

与补充。

2．翻转课堂与大学英语学习

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 Classroom”或“In⁃
verted Classroom”，是指通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

教学时间、教学过程，将教学的重心从教师转移

到学生。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同，在“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后要完成知识的学

习，而课堂则变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

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解惑、汇报讨论、

知识运用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随着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的不断实践，它以学

生为中心、增强师生互动的特点越来越受人瞩

目。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一直在不断改革，外

语教学的重点逐渐从最初的单纯知识教授转移到

对语言的应用能力上，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上能

够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语言交流的机会。因此，

翻转课堂这一新的教学模式非常适合英语学习的

学科特点。

3．微信和大学英语教学资源的整合

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了大学

公共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

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

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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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文化综合素养……”。应

用能力是学生所掌握的语言在实际应用中的展现

（output），而这种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大量

的语言知识的输入（input）。这种语言知识的输入

应该是浸入式的（immersion），学生最大程度地接

触目标语言会产生最大程度的学习效果。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能够接触

到海量的目标语言信息。英语听、说、读、写等

方面的语言素材能够被教师和学生通过微信所获

得。而微信的使用，使得在校大学生能够在轻

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英语，在突破传统的、单

一的课堂教学方面具有明显的助学优势。

二、微信平台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1．微信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提供的支持功能

无论是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中遇到困难，还

是没能对课堂上的知识完全理解，都可以利用微

信平台提供的视频、语音、文本交互和群聊方

式，向老师和同学请教和交流，共同协作学习、

解决问题，并可分享各自的学习经验及成果。教

师则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将开发的微课程视

频等学习资源推送至学生微信端，供学生自主学

习和检索。学生可实现随时随地的学习，并可与

教师进行实时交流。下图是微信移动学习的支持

功能（如图1所示）。

2.微信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如图 2所示为微信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此模式的构建对于使用微信创新教学模式，

发挥其教育功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模式包含前

期准备、翻转课堂学习的开展以及反馈评价等三

个核心要素。

三、微信支持下的大学英语读写课程的翻转

课堂教学

1. 案例设计

下面以新视野大学英语Ⅲ（第三版），Unit 5，
section A—Will you be a worker or a laborer?为例，结

合微信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介绍学习活动

的开展情况（见表1）。

在课前学习阶段，教师通过微信将本课相关

的学习资源发给学生，供学生自主学习。通过学

习，使学生了解到：不管你选择什么工作，都必

须面对这个根本问题：“你想做一名劳役者还是工

图1 微信移动学习的支持功能

图2 微信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阶段

课 前 学 习(通过微信
发 布 微 视
频 及 预 习
的 相 关 内
容)

课 堂 学 习(依据反馈
信息, 采用
交 流 、讨
论、协作等
方式)
课 后 提 升(通过写作
学习，不仅
巩 固 了 本
单 元 的 语
言点，同时
所 涉 及 到
的 文 化 背
景 有 所 了
解。)

学习目标与学习策略

Teaching Aims: 1. To know the meaning andusage of some important words, phrases;2.To differentiate the meaning between work⁃er and laborer;3. To learn about the writing skill“develop acomparison essay”and the text structure;4. To read the whole passage & underlinesome difficult sentences.
学习形式：自主学习为主，交流答疑为辅
学习媒体：微信

学习目标: 1. To explain some more importantwords and phrases & some difficult sentences;2.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on page 129according to text A.
学习形式：讲授、小组讨论

Teaching Aims:：1.To master some importantwords & phrases in text A;2. To do the exercises from page 129 to 132;3.By differentiating among work, labor, andplay, to make that interest and enjoyment inwork are important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indi⁃viduals and society;4. To write a composition with the structure
“develop a comparison essay”;
学习形式：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小组讨论
学习媒体：微信

表1 设计方案

微信平台 微信的基本功能

语音支持 视频/图片 文字 自动回复 订阅学习支持

学习应用

学习效果

学习资料的搜集 学习资料的检索 学习内容分布 资料共享

师生/生生互动

信息反馈

教师

课堂教学

学习资料
课前准备

发布推送

微信平台

依据反馈信息，制定教学方案

整理收获
总结评价

自主学习

反馈问题

协作学习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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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学生因此可以了解本课的内容主线，为接

下来的自主学习打下基础。在此阶段，教师通过

微信收集学生自主学习时反馈到的问题，为下一

步有针对性地设计课堂教学提供了依据。我们大

概归纳了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①哪些词

和词组是重要的？②在worker和 laborer之间是否有

共同点？③课文结构与写作技巧是如何联系起来

的？④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否查阅不认识的单

词？对学生的个别问题，教师可利用微信对学生

进行单一辅导。

在讨论结束之后，以照片或者视频的形式记

录下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教师和学生都

可以参与到点评中，通过这种及时的交流互动，

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同时，评价与反馈

更有利于教师改善教学内容。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

的，所以在课堂学习阶段，教师有针对性的对所

收集的问题进行讲解；采用讲授、学生小组讨论

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要

注意的是，教师更多的是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

者。教师的目标是让学生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

真正理解课程的内容。

在课后提升阶段，教师利用微信提出议题，

组织学生讨论。通过讨论，学生拓展了知识，并

分享了自己或他人的学习成果和经验，培养了学

生协作学习的能力。

2. 效果分析

课后，就本单元的学习情况调查了三个班160
名学生，具体的反馈调查见表2。

根据调查结果，学生喜欢观看视频与课堂互

动这种生动轻松的教学活动，但是语言文化知识

的输入与内化，以及应用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时

间、精力与耐心，初始阶段学生可能会有所抵

触，他们更喜欢的是简单的完成预习及练习。事

实上，作为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翻转课堂的各

个阶段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对语言知识和文

化的记忆理解，知识的应用便无从谈起；如果没

有平时知识的积累与教学活动的精心准备，课堂

的互动交流便会成为空中楼阁。

四、结语

基于微信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大学

英语读写课程中利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师生之

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学习。而且能够培

养学生的自主思考和协作能力，提高学生参与教

学的意识。微信移动性的特点为学生的课外学

习，突破了时间、地点的限制。而当遇到问题

时，又可以利用微信多渠道地进行信息交流、讨

论，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但是在微信的教育功

能应用于教学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很实际的

问题。比如：一些自控能力比较差的学生，会以

学习为名趁机上网聊天、玩游戏、干与学习无关

的事。因此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认

真研读教学内容，制作既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

兴趣又有内涵的教学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将微信与翻转课堂有机融

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责任编辑：刘莉]

1.你认为这种教
学方式怎么样？

A.方式新颖，能
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锻炼学生自
主 学 习 能 力 。
（12%）

B.方式新颖，有
些兴趣，可以锻
炼自主学习能
力。（77%）

C.不新颖，对学
习没有帮助，为
学生上网的提供
了 正 当 理 由 。
（11%）

2. 这 种 学 习
方式加强了
自己与同学
之间的交流
吗？

A.加强(43%)

B.一般 (47%)

C.没有(10%)

3.这种学习方
式增强了师
生之间的沟
通与交流吗？

A.加强（7%）

B.一般
（25%）

C.没有（67%）

4.在以后的学
习中，是否愿
意采用这种教
学方式？

A.非常愿意
（12%）

B.愿意（50%）

C.不愿意
（38%）

表2 反馈问题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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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to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Course
ZHANG Fang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echnologic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eChat has become a popular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ter⁃
action, and become a new learning platform for modern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twork study environment, as well. By analyzing
the teaching function of WeCha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to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course under the WeCha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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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hared Resources in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DING Gui-zhi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Tianjin 300410，China)
Abstract: Most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e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hared resources are learner-fac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digi⁃
tal learning resources,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open resourced video classes, instead of shared resources for teaching pro⁃
fessionals and courses creators. The construction of shared resources in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serve both learners
and resources creators. The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dustry
standard, occupation standard, technical standard, and the resources of regional vocational college layout are resources that should be
constructed urgently in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hared resources. These resources are also the indispensable contents that better
serve regional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shared resources; resource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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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时了解区域内专业人才培养布局，以帮助找

准自己的定位，形成错位人才培养，为达到人才

供需平衡提供参考依据；对学生来说，可以作为

了解职业院校或专业，或是多渠道获取教育资源

的方便途径。

[责任编辑：杨理连]

(上接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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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ＭATLAB的自动烫金机连杆机构运动的
数值分析

柴三中 仇久安 解 润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410）

摘 要：烫印机构是自动烫金机的核心部件，其工作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烫金机的烫金速度、烫印精

度、稳定性和可靠性，有必要采用环路矢量法建立烫印机构运动的数学模型，采用数值分析法对非线性方

程组进行求解，利用Matlab编程软件编制烫印机构的运动学计算程序，绘出主要构件位移仿真曲线图，并

对三种机构类型位移曲线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烫金机；烫印机构；运动学；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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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肘杆烫印机构是自动平压平烫金机的核心

部件，不同的烫印机构类型直接决定了烫金机的

保压时间的长短和烫印压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着

烫印产品质量的优劣。该文采用环路矢量法分别

对烫印机构三种类型进行运动分析，并建立数学

计算模型，利用MATLAB编程软件进行科学计算

和运动仿真，并描绘出了烫金机烫印机构位移仿

真图形。

一、烫金机烫印的机构运动分析

如图 1所示为烫金机中的施压机构的示意图，

该机构由多个杆件组成的复杂连杆机构即由运动

平台、曲柄、两个连杆、滑块、两个上肘杆、两

个下肘杆组成，其中构件AOB为曲柄，是施压机

构的动力部件；ＡC与BD为连杆；CE、DF为上肘

杆；CG、DH为下肘杆；GH为上下运动的施压平

台，当运动平台上升到上限位置时与装在压力平

台上的烫金版的相互挤压并发生弹性变形就产生

了烫印所需要的压力。

烫金机的施压机构是既有移动副又有转动副

的复杂三级连杆对称机构，是自由度单一的闭环

机构，下面用环路法对其进行运动建模分析。首

先把平面烫印机构机架上的各铰链点以及移动构

件上的极限位置点连接起来，形成传递动力的闭

合环路，然后，针对各个独立的环路列出包含铰

链点位置的位移关系式。对于由m个部件组成的

机构，可以列出 m2 个封闭环路方程，形式如下：

∑hj =0 （1）
式中：矢量hj代表各部件上移动副的位移和转

动副之间的连线，移动副到的转动副垂直距离

等，求和时 j应包括组成封闭形的所有部件。将矢

量方程式向 x轴和 y轴方向投影，可获得m个运动

方程式：

图1 烫金机烫印机构
1.曲柄 2.连杆 3.肘杆 4.动平台 5.导向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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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多个连杆组成的烫印机构的所有运动部件以及

机架按连接先后的顺序构成闭合环路。该机构有6个闭合

环路，即 E-C-A-B-D-F-E、E-C-G-Q-H-D-F-E、
E-C-A-O-N-E、F-D-B-O-N-F、E-C-G-Q-N-E、
F-D-H-K-N-F。其中有2个非独立环路，4个独立环

路。在进行运动分析时选取后4个闭合环路，并列出

对应的位移关系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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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G水平方向位移: xG = h1 cos α1 + h6 cos α5 （7）
点G竖直方向位移: yG = h1 sin aα1 + h6 sin α5 （8）
点H水平方向位移: xH = h2 cos α2 + h7 cos α7 （9）
点H竖直方向位移: yH = h2 sin α2 + h7 sin α7 （10）

由于复杂连杆施压机构的位移方程组是非线

性方程组，在上面的位移方程组中有7个运动转角

和一个运动平台滑动位移，共8个未知数值，要解

决由多个连杆组成烫印机构的位移问题，必须列

出8个位移方程，由于是非线性方程组，不能直接

求解，采用数值分析方法中的牛顿一拉夫荪解法

来解决分析双肘杆烫印机构的求解问题。

二、烫金机烫印机构运动学仿真

以图1为仿真模型，利用MATLAB软件进行编

程计算和仿真，能得到烫印机构G、H两点在水平

方向和竖直位移变化曲线，烫印机构三种类型G、

H两点位移变化曲线如下：

类型一：EF＞AC+AB+BD时

类型二：EF＝AC+AB+BD时

类型三：EF＜AC+AB+BD时

图2（a）：G、H点水平方向位移图像

图2（b）：G、H点竖直方向位移图像

图3（a）：G、H点水平方向位移图像

图3（b）：G、H点竖直方向位移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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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仿真分析

通过对烫金机烫印机构的三种类型位移仿真

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G、H两点在水平方向位移最大偏移量三

种机构类型对比后关系如下：类型一＞类型二＞

类型三。

2．从运动仿真可以看出当 EF＞AC+AB+BD
时，G、H两点不能到达最高点，即不过死点；当

EF＝AC+AB+BD时，G、H两点能到达最高点，即

运动平台在最高点时，肘杆与EF平面垂直，通过

死点一次；当EF＜AC+AB+BD时，G、H两点通过

最高点两次，即运动平台两次过死点。

3．烫印机构G、H两点在上下运动过程中不

是一直处在在同一水平高度，仅当G、H两点上升

到上限位置和下降到下限位置附近时两点才处在

同一水平高度，两点在上下运动时在上升运动过

程中H点始终在上面，G点在下面，在向下运动时

G点始终在上面，H点在下面。即运动平台在一个

运行周期内不是始终在垂直于水平面方向做“直

上直下”的往复运动，而是“左右摆动，上下起

伏”地完成一个循环运动，当运动平台上升到最

高点时与装在压力平台上的烫印版平行挤压完成

烫金；“左右摇动，上下起伏”程度类型一最大，

类型二次之，而类型三最小，且类型三保压时间

较长，这对烫金工艺的意义重大。

总之，烫金机烫印结构的运动分析表明，可

以通过各杆件的几何尺寸调整来实现所需的保压

时间，从而满足烫金工艺要求。

[责任编辑：李茹]

图4（a）：G、H点水平方向位移图像

图4（b）：G、H点竖直方向位移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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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Values of Connecting Rod Component Motion Based on Matlab Application in Design of

Automatic Bronzing Machine
CHAI San-zhong QIU Jiuan XIE Run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Hot stamping component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automatic bronzing machine, whose good or bad performance directly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speed,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bronzing machin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stamping mechanism motion adopting the method of vector loop. The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solve nonlinear equa⁃
tions, Matlab software is used to compile kinematics calculation program, the main component simulation curves of displacement is
drawn, and three types of mechanisms and their displacement curves are analyzed.
Key words: bronzing machine; hot stamping component; kinematics;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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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标志设计的趋势研究

白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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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时代的标志设计呈现出新的趋势，总体看来由复杂向简约发展；由具象向抽象发展；色

彩由单一向丰富发展；由平面化向立体化发展；由矢量化向点阵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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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标志赖以展现的载体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极大

地促进了这一进程。我们司空见惯的传统纸媒逐

步被数字媒体所替代，与此同时，载体的改变也

为标志的形式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数字媒体

的核心表现手段，尤其是色彩与光影，对标志的

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文化科技背景下的

标志设计呈现出以下几点新的发展趋势。

一、由复杂向简约发展

标志是视觉传达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

在经济领域是品牌的代表，大量品牌形象充斥着

人们的视觉，要在众多的品牌中产生视觉效应，

就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有效传达。复杂的

标志图形信息含量多，需要受众分辨、选择、记

忆的内容就多；而简约的标志图形信息准确，可

以在短时间内做到有效传达，适应了当今时代的

节奏和需求。越来越多的标志趋向于简约化，许

多品牌也更新了自己的标志，在原基础上对标志

做了不同程度的简约化处理。

图 1是Monster的标志，原用了两种颜色，具

象的眼睛图形，标志字的笔画粗细变化多样……

而在新的标志中采用了单色无装饰线字体，复杂

到简约的设计趋势一览无余，标志的识别性也更

强了。

图2是家喻户晓的雀巢咖啡标志，原先采用了

雀巢的具象图形，标志字体采用中等粗细的笔画，

略带装饰角，描边的样式也用一种复古的意味来诠

释品牌悠久的传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品

牌形象的逐步成熟，雀巢公司改变了其标志风格，

摒弃了具象的鸟巢图形，只采用暗红色和白色作为

标志的标准色，字体笔画逐渐变粗，将复杂的具象

图形化繁为简，增强了标志的识别度；最新的标志

在笔画的细节上做了大胆的处理，保留了文字的基

本型，笔画的装饰角去掉，并且笔画拐角处做了圆

角处理；颜色采用了更加抢眼的大红色，更进一步

作出了简约化的变化。

二、由具象向抽象发展

在标志设计中，具象图形所描绘的形象元素

是作为视觉中心来重点强调的，其他的图形和文
图1 更新前（左）和更新后（右）的monster标志

图2 更新前（左）、更新后（中）、最新更新后（右）

的雀巢咖啡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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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素则起到了陪衬和烘托作用。而在抽象图形

标志里，所描绘的形象元素之间是平等关系，是

相辅相成的。数字时代，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

会其他领域，合作和发展已成为社会领域中被广

泛认可的主旋律，人们的意识中已经形成了互惠

互利合作共赢的概念，而对具象标志那种以某一

中心为主体的概念则逐步式微，由此不难理解标

志设计从具象向抽象发展的趋势。

另外，具象标志偏重写实，传达的理念比较

直接，概念的指向性比较单一；而抽象标志主要

强调各图形元素之间的相辅相成和共同作用，通

过对事物的图形和色彩等本质性符号的描述，进

一步变化和融合，偏重于表达理念的本质，概念

的指向性比较宽泛，给人的想像空间较大。当今

社会经济文化均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很多

传统产业逐步向文化、信息等高科技产业跨界，

从表达的概念上，需要某些标志放弃具象的形式

表达，改用抽象形式，以求概念的宽泛性传递。

图 3 是 COOPER HEWITT 设计博物馆的标

志，更新之前采用了具象的太阳图案，寓意像太

阳一样光芒四射，为人类带来温暖和改变人类生

活的能量等等，标志字体采用罗马体，看上去非

常低调。随着新标志的出炉，博物馆的形象有了

更大的改观，标志采用了无装饰线体，整体采用

黑色，体现了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视觉传

达简洁有效。

Hotwire是一家国际知名的旅行网站，原来的

标志和新标志之间变化不是很大，如图4所示，但

是可以明显看出，原来标志象征旅行的飞机具象

图案在新标志中不见了，标志的主题也由原来的

具体实惠的“飞行交通，舒适的睡眠，快乐的驾

驶，便宜的价格”转变成了偏重体验的“酒店服

务，购物，快乐”的抽象概念，并且整体字体笔

画变细，文字的易辨识度更高。

三、由色彩单一向色彩多样丰富发展

传统标志设计，由于受传播载体和技术手段

的限制，要求标志要平涂颜色，不能使用渐变、

虚化等处理，色彩的运用也尽量单一化。

近些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媒

体迅速走进人们的生活，标志赖以展现的载体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我们只能靠传统平面、

纸媒等展现，而现在，人人都有至少一部移动终

端，电子屏幕变成了平面媒体的新载体。互联网

的飞速发展也加速了这一进程。与此同时，载体

的改变也为标志的展现形式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

间。数字媒体的核心表现手段，尤其是色彩与光

影，对标志的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之前不同的是，之前的标志需要 CMYK色

彩模式，以便印刷复制能尽量提高其色彩还原

度。现在的数字媒体则需要RGB色彩模式，RGB
色彩模式可表达的范围要比 CMYK 色彩模式广

泛。另外，数字复制就意味着不再受三色上限的

限制，标志可以采用更多颜色的渐变，层次更丰

富的肌理。

Feed the children是一家国际儿童福利公益

组织，如图 5所示，之前的标志采用了单一的蓝

色，具象的图像剪影描绘了一个饱受饥饿肆虐的

儿童形象，以期传达出解决儿童饥饿问题的组织

目的。随着该组织业务范围拓展，新标志采用了

五种颜色，分别代表了该组织的五种福利项目：

健康和水、食物和营养、疾病救助、教育以及海

外生活计划。从色彩上传达了组织品牌的变化，

当然，标志的字体也有了新的变化。

四、由平面化矢量化向立体化点阵化方向发展

本世纪之前，绝大部分的学院派将标志设计

归为平面设计范畴，因为标志设计的典型特征是

图3 更新前（左）和更新后（右）的

COOPER HEWITT设计博物馆的标志

图4 更新前（左）和更新后（右）的Hotwire网站标志

图5 更新前（左）和更新后（右）的Feed the children公益组织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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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平面媒体上的。但是本世纪以来，越来越

多的专业人士将其归为视觉传达领域，并逐步达

成共识。越来越多的标志以立体装置的形式展

现，人们也越来越趋向于用立体感受来表达标志。

著名的 Adobe 公司旗下的旗舰级产品 photo⁃
shop和 illustrator是众所周知的设计软件，在 cs3的
版本后也都加入了 3D立体功能，以适应业内的立

体化表达趋向。

WEATHER UNDERGROUND是国外一家知名

的气象节目频道，2012年设计的标志如图 6所示，

采用了混维图形的创意手法，在字母W和U的连

接处通过渐变的独特处理，营造了立体化的三维

错觉空间。

在标志设计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打破禁忌

的发展：采用点阵图来作为标志或者标志的局

部。之前由于受到复制和传播技术的限制，标志

中几乎不可能用点阵图，标志放大到一定程度

时，点阵图会出现马赛克效果，标志复制时还会

因为复制手段的不同发生失真。采用现实照片位

图作为标志或者标志的一部分的现象已经越来越

普遍，只要标志中采用的位图分辨率足够大，能

满足各种数字媒体的展示，标志中采用位图完全

不是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用点阵图作为标

志，或者用点阵图像的一部分作为标志的主体，

通过图形的真实性结合图形的艺术性，共同形成

一种独特的新颖效果，看起来还会有些超现实的

感受。图 7就是一组典型的运用点阵图像设计的

标志。

另外，随着整个数字媒体的生态环境逐步完

善和发展，标志设计的趋势中还延续了一些传统

的手法，如矛盾空间、风格上的复古等等，在此

就不着重探讨了。

总体来看，数字时代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大背

景决定了标志设计的新取向，当代设计师应该结

合具体的设计实践，选择合适的表现手法。总

之，有效的设计才是恰当的设计。

[责任编辑：邢清华]

图6 WEATHER UNDERGROUND气象节目频道标志

图7 运用点阵图像设计的标志

Research on the Trends of Logo Design at the Present Age
BAI li-bo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Logo design at the digital age has a new trend. It generally develops from complexity to simplicity, concretization to ab⁃
straction, single color to rich colors, complanation to three-dimension, and vectorization to raster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age; logo design;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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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大数据进一步掌握客户的相关信息

资源，企业能够确切的针对客户的需求进行设

计，也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实时掌握

客户最新信息数据并做出回应，满足庞大的市场

需求。针对大数据下的客户资源进行精确化管

理，企业能够从中挖掘出更多商业价值；但大数

据涌入较快企业无法及时处理时，数据又会给企

业在管理方面带来负担。对于如何才能快速精确

地针对新客户信息质量进行管理是目前各大企业

和理论界研究学者们需要解决的难题。

一、“成熟度模型”理论基础

美国的一家软件工程研究所开发设计出了一

款较为成熟的模型，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国外

很多研究学者针对信息质量管理成熟度模型

（IQMM）展开深入的研究，包括著名的研究学者

严秀霞等人，针对企业客户信息质量管理方面提

出了五个等级的信息质量成熟度，并进一步建立

出相应的数据模型。研究学者恩格里斯和宋立荣

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关于信息质量管理

（IQM）成熟度的相关概念，针对 IQM成熟度阐述

每一个等级的特点，成熟度以及相关的信息关系

数据等。

二、客户关系管理（CRM）信息质量管理等

级模型

企业客户信息质量可以理解为企业客户的各

种数据的完整性以及有效程度。分析大数据可以

了解到客户信息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销售人员在

销售过程中所带来的内部资源以及社会媒体所带

来的外部资源。CRM系统能够进一步对客户的信

息进行分析处理，并且对销售计划以及经销手段

有一定的营销。

针对CRM数据模型，对企业客户信息质量成

熟度构建出数据模型，具体的结构如图1所示。

数据模型的级别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

从低到高的一个排序，当中包括无序级别、简单

级别、规范级别、持续优化级别。级别的衡量指

图1 关于客户信息质量管理成熟度的数据模型

IQ管理规划

IQ标准化和评价工作信息生
产过程控制

IQ管理制度和流程完善
规范级

持续优化级

IQ创新管理
IQ缺陷持续预防

IQ管理流程重组信息生产过程

简单级

无序级

IQ管理基本制度确立

IQ管理流程制定基本设施
的建立 IQ管理人员调整

IQ管理流程制定基本设施

-- 91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1 期 Feb.20,No.1
标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当中包括个人

因素、组织因素以及技术因素。

第一级称之为无序级别。由于企业对于社会

而言较封闭，针对客户信息的管理意识不强，难

以实时了解市场发展动向。企业内部客户信息管

理容易出现混乱状态。系统管理人员对岗位职责

以及信息数据的认知度不强，相应的专业技术也

没有完全掌控，经常出现数据不能及时处理的现

象。因此在该等级上CRM系统信息的各方面特性

都难以得到保障。

第二级处于简单级别。这一级别的企业对于

大数据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了解到客

户数据对于企业发展而言的重要性。对此，企业

安排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对客户信息数据进行严谨

地管理，并且对相关专业技术和知识做出培训。

初步构建起企业客户信息管理制度，实现工作的

规范化，提高了信息质量管理的执行能力。由于

对客户信息质量管理执行力方面要求较高，因此

如果执行力上出现问题，那么相应系统的质量方

面所出现的问题也得不到实时解决。

第三级处于规范级别。企业在这一级别上能

够对CRM系统实现规范化管理，能够进一步构建

出针对性的质量管理标准。从企业所从事活动的

情况上可以分析出信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系

统必须要进行实时的更新，通过科学的技术方

式，进一步对企业客户关系信息质量管理进行有

效控制。需要为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制

度，才能够对企业信息质量管理的执行力度进一

步强化。企业内部的客户关系质量管理工作人员

如果对工作的执行力度较高，对工作有着一定的

积极性，那么对于客户信息的了解程度就会较

高，对于不完整的信息漏洞也能够及时进行弥

补，更好地促进企业CRM系统下的数据信息和外

部多重客户信息资源进行融合。

第四级处于持续优化级别。为了保障企业客

户信息管理中降低信息错误现象，企业针对CRM
系统展开全面的信息质量管理，并对质量管理方

面的指标进行落实，成立反馈小组专门针对反馈

意见进行处理，进一步促进信息质量管理制度不

断完善。通过检测系统以及相关信息管理技术来

对信息的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管，并做出及时的应

对方案，更好地对信息质量出现的缺陷进行及时

的弥补。企业通过对收益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衡

量，进一步识别出信息管理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

善的信息，实现数据优化，提高企业信息质量管

理的绩效。具体的每一个等级跨越过程见表1。从

中可以了解出企业关于客户信息质量管理水平的

高低。为了进一步促进企业对客户关系信息质量

方面的管理，企业需要针对CRM系统进行全面的

了解，才能够对信息做出判断，更好的了解自身

企业目前的等级情况，以便于企业能够及时采取

合适的措施，当中 IQM数据模型的各种活动都需

要企业特别留意。

三、CRM系统信息质量管理评价

通过对信息数据结构的了解，进一步建立衡

量企业内客户关系管理成熟度指标，对CRM系统

关于成熟度作出评价。

表1 关于企业信息质量管理方面的成熟度数据模型

成熟度层
级跨越

无序级别
到简单级
别

简单级别
到规范级
别

规范级别
到持续优
化级别

关键域

企业内部信息
管理体制；企业
信息目录管理；
企业信息各个
环节的管理；企
业信息质量方
面的管理以及
企业内部人员
的配置

企业信息质量
衡量数据化；企
业内部信息质
量衡量指标；完
善企业内部信
息管理制度；针
对大数据对企
业内部人员展
开培训

企业内部信息
生产过程的改
进以及优化；企
业内部信息管
理环节上的优
化；企业内部信
息缺陷的优化

关键活动

针对企业内部 CRM信息系统的
建立，逐一对客户的信息数据进
行记录；对信息数据进行专人管
理并对管理专员的职责进行划
分；对信息质量管理定下明确的
目标；

对信息化数据进行定量处理（例
如，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下，对企
业内部客户数据资源进行统一
处理，通过非结构数据存储加工
以及数据的集成，进一步实现多
个数据资源的同步，更好的对企
业内部客户资源数据进行管理；
企业 CRM系统下的数据能够和
外部多种渠道的数据进行结合；
对企业内部信息质量管理制度
进行落实

通过分析大数据，进一步了解企
业内部客户数据并进行持续优
化；通过对数据质量的监督管理
以及绩效评价等方式进行信息
数据重组；针对战略方案、人力
资源、信息管理环节以及相应信
息技术进行集成；对信息质量管
理的流程做出定期的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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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质量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企业CRM信息系统的相关概念以及前面

信息质量管理结构，可以了解影响企业CRM系统

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内部职员因素、企业组织

因素以及企业内部技术因素，三大因素都分别对

企业内部客户信息数据的处理造成一定的影响，

并且对于信息质量的提升也有所影响。根据企业

CRM系统信息质量成熟度评价指标可以进一步对

数据进行分析以及处理。具体数据见表 2。A所表

示的是一级指标层，代表的是信息质量管理成熟

度的最高级别，B所表示的是二层指标层，也称之

为类别指标层，C所表示的是三层指标，也可以称

之为关键过程指标层。

（二）信息质量管理评价实施

当企业在使用CRM系统时，可以通过模糊综

合评价的方式来针对企业系统信息管理质量的成

熟度做出合理的评价。

1．通过数据对模糊评价矩阵进行建立

（1）落实企业CRM系统信息质量成熟度的评

价指标数据

CRM系统信息质量管理成熟度模型的具体数

据指标可以分为三个层别，分别为A层、B层、C
层，具体的数据如下所示：

A=｛B1，B2，B3，B4，B5｝
Bi=｛Ci1，Ci2，∙∙∙，Cij｝
i=1，2，3，4，5；j=1，2，3，4。
用权重w1、w2、w3、w4、w5能够对类别指标

进行衡量。

（2）建立类别指标模糊评判矩阵

评语集为 v={v1,v2,v3,v4}={无序级，简单级，

规范级，优化级}，某个列别数据矩阵为Ri：

Ri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r11 r12 r13 r14
r21 r22 r23 r24
r31 r32 r33 r34
r41 r42 r43 r44

i=1,2,3,4,5
R1、R2、R3、R4、R5所表示的内容分别为

IQ管理流程、过程管控、系统开发管理、供应管

理和人员行为管理等类别指标数据，对第一个评

价等级进行规划，并作出等级的划分，其他的 r值
根据第一个数据类推下去。

2．针对各层数据不同计算权重

通过传统的计算方式来对不同层别的指标权

重进行计算，其步骤为：

（1）对B层指标矩阵进行监理，通过多名研究

学者的分析，进一步了解并对矩阵进行对比，根

据矩阵的数据进行判断，并作出检测，最后对平

均数值进行计算，并建立类别指标矩阵：M=(mik)nxn
（2）通过对B层指标数据分析计算权重对矩阵

进行判断以及计算，最终得到B层指标权。

W={w1，w2，w3，w4，w5，}。
（3）进一步对数据进行检测

通过对矩阵进行数据检测，当检测出来的结

果较高时，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λmax，具体的检测

公式如下所示：

CR= λmax - nn - 1 · 1RI
当CR≤0.1，通过一致性检测。

（4）通过相关数据对C层指标权重进行建立

通过研究学者的数据分析最终对过程域指标

进行判分，根据程度的重要性可以划分为 1到 5

CRMA
系统信

息质量

管理成

熟度A

二级指标

IQ管理流程B1
（w1）

过程管控B2（w2）

系统开发管理B3
（w3）

系统供应商管理B4
（w4）

人员行为管理B5
（w5）

三级指标

IQ发展规划C11（w11）
IQ管理规范性C12（w12）

IQ管理流程再造C13（w13）
IQ缺陷预防机制C14（w14）
信息生产过程管控C21（w21）

IQ控制C22（w22）
IQ标准化C23（w23）
IQ评价C24（w24）

数据仓库的物理设计C31（w31）
系统安全控制C32（w32）

数据集成C33（w33）
系统功能完善C34（w34）

定期维护C41（w41）
及时响应C42（w42）

技术支持和确保C43（w43）
价值认同C44（w44）

系统使用意愿和能力C51（w51）
IQ责任意识C52（w52）
IQ教育培训C53（w53）
IQ维护激励C54（w54）

表2 企业CRM系统信息质量要素的数据指标

以及评价数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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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最终将分数进行总结并计算出平均值，具体

的公式如下：
-xj =

∑
a-1

n
xa

n
具体的关键过程域指标权重公式如下所示：

wim= 1

∑
j-1

m -xj

-xj

m=1,2,3,4
（5）对B、C两层的指标权重进行输出

3．进一步对成熟度总结性评价值进行计算

（1）对评价向量进行落实

通过对单因素数据进行判断，进一步对Bi进
行判断，具体的公式如下：

Bi=Wi·Ri(wi1wi2wi3wi4)·
æ

è

ç

ç

ç
çç
ç

ö

ø

÷

÷

÷
÷÷
÷

r11 r12 r13 r14
r21 r22 r23 r24
r31 r32 r33 r34
r41 r42 r43 r44

＝（bi1 bi2 bi3 bi4）

以下为多因素模糊价值向量公式：

B=W·Ｒ＝（w1w2w3w4w5）·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B1
B2
B3
B4

=（b1b2b3b4b5）

（2）针对系统成熟度的总结性价值进行计算

A=B·LT

从中可以了解到，A代表的是CRM系统信息质

量管理成熟度的总结性评价值，B代表的是模糊总

结性评价的向量，L可以代表为成熟度等级的矩阵。

四、案例分析

通过五家不同企业对CRM系统的使用情况进

行分析，选取各大企业不同的信息质量管理数据

来进行检测，进一步通过相关指标来进行衡量。

专家小组通过对相关指标做出评价之后对企业信

息系统管理程度进行等级评价。企业系统信息质

量成熟度做出评价体系的权重，具体的结果汇总

见表3。
通过对类别层指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对指

标进行判断，并得出矩阵当中最大的特征根λmax
为 5.0796，并且通过一致性的检测得到的结果是

CR=0.0173≤0.1，基本达标，指标的权重{0.3189，
0.2454，0.3224，0.0769，0.1345}并且数据有效。

通过上述确定评价向量公式可以将相关因素的评

价量进行逐一计算，具体的量如下所示：

企 业 IQ 管 理 流 程 B1=W1 × R1=（０.7228，
0.3610，0.2018，0.1244）

企业信息管理过程管控 B2=W2×R2=（0.1956，
0.4268，0.2000，0.1736）

企业内部系统开发管理 B3=W3×R3=（0.2744，
0.2703，0.2467，0.2046）

表3 CRM系统信息质量成熟度的相关评价指标
以及权重方面的测量数据表

CRM
系
统
信
息
质
量
管
理
成
熟
度A

二级
指标

企业内
部 IQ管
理流程B1(0.3107)

企业信
息质量
管理过
程管控B2(0.2454)

企业内
部系统
开发管B3(0.2234)

企业内
部系统
供应商
管理B4(0.0756)

企业内
部职员
行为管

理(0.1343)

三级指标

企业内部 IQ发展规划C11（0.1270）
企业内部 IQ管理规范

性C12（0.1726）
企业内部 IQ管理流程
再造C13（0.3447）

企业内部 IQ缺陷预防
机制C14（0.3464）

企业信息生产过程管
控C21（0.2555）

企业内部 IQ控制C22
（0.2435）

企业内部 IQ标准化C23（0.2335）
企业内部 IQ评价C24

（0.2265）
企业数据仓库的物理
设计C31（0.3235）
系统安全控制C32

（0.1655）
企业数据集成C33

（0.2302）
系统功能完善C34

（0.1468）
企业系统定期维护C41（0.2385）

企业所作出的及时响
应C42（0.2465）

相关技术支持和确保C44（0.3095）
确切价值C44（0.1735）

系统使用C51
（0.2118）

企业内部 IQ责任意识C52（0.2743）
企业内部 IQ教育培训C53（0.1584）
企业内部 IQ维护激励C54（0.2633）

无序
级

0.2
0.3
0.1
0.5
0.3
0.1
0.1
0.3
0.5
0.1
0.3
0.2
0.2
0.2
0.2
0.1
0.5
0.2
0.2
0.3

简单
级

0.3
0.2
0.3
0.3
0.4
0.5
0.4
0.2
0.4
0.1
0.4
0.2
0.3
0.2
0.3
0.3
0.1
0.4
0.1
0.3

规范
级

0.1
0.3
0.5
0.2
0.3
0.2
0.3
0.2
0.1
0.2
0.3
0.3
0.4
0.6
0.3
0.3
0.2
0.5
0.1
0.2

优化
级

0.4
0.1
0
0.2
0.2
0.1
0.1
0.4
0.1
0.3
0.2
0.5
0.1
0
0.2
0.1
0.2
0.1
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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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内 部 系 统 供 应 商 管 理 B4=W4 × R4=

（0.2030，0.2945，0.3801，0.1244）
企业内部职员行为管理 B5=W5×R5=（0.2345，

0.2233，0.2377，0.2366）
从以上数据可以了解到企业 IQ管理在每一个

环节的监管控制、系统开发的管理等方面平均成

熟度低于3，从数据上可以了解到该数据所处的级

别范围在简单级别到规范级别之间的范围。处于

该阶段上的管理水平程度仍有待提高。

从数据中可以了解到企业内部信息质量管理

成熟度方面的总结：A=B×LT=2.33，从中可以了解

到企业内部的信息质量管理系统目前的水平仍处

于[2，3]这一区间当中。目前企业已经实现了客户

关系信息质量管理方面制度的建立，逐渐开始面

向 IQ标准以及各种信息化全面管理的方向发展，

根据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当前内部的信息

质量管理上的程度仍有待提高。

五、结论

文章主要通过对企业信息数据质量成熟度进

行全面分析并作出总结性评价，通过对企业信息

数据的深入分析，得出企业在信息质量管理已经

到达一定程度后难以突破，并针对该问题提出相

关突破管理手段的技术。

[责任编辑：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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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mainly researches internal quality management theory of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management of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customer information quality, enterprises can classify
customers’levels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maturity, establish data model of corresponding level, tak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sid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and technical factors as original data, in order to further summarize evaluation system of
customer rel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from data model, and to provide more forc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cus⁃
tomer rel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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