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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teacher into the enterprise practice problems, needs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knowledge, make 

enterprise and school training from professional master training module, v0ehicle master, let the teachers to improve 

themselves, develop their own school, making training pla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eachers, enterprises develop training 

program,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chanism, standardize enterprise and school teachers practice 

standards, and strive to create better teachers, cultivate talents, eventually in the promotion of other speci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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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教师进企业实践活动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学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提出让企业与学校从专业模块大师培训，

车型大师培训方式，让教师提升自己，拓展自己，学校根据教师需求制定培训计划，企业制定培训方案，借助互联网+

完成，建立机制、规范企业和学校教师的实践活动准则，着力打造双师，更好培养技能型人才，最终在其他专业推广。 

关键词：实践活动，存在问题，现状分析，具体措施 

 

1．概述 

组织职业院校教师去企业实践活动，是培养提升专业

课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手段，让教学课堂、工作岗位零距

离对接，老师像学生一样，以企业行为为导向学习，以企

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为学习任务，提升自身教学

能力[1]。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为社会输送的

技能型人才质量，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打造一支符

合现代职教体系的师资队伍，有着重要的意义[2]。拟通

过汽车专业教育进行分析。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维修技术含量提升，高技

能型人才需求骤增。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打造出“双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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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积极拓展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教师能力强可以根据企业工作场景，突出实现专业

课教学和企业生产对接。 

德国是在世界上教育搞得最好的国家，对教师的准入

制度最严，老师必须要取得文凭，要有几年实践，通过考

核取得证书。我国现在“双师型”教师培育，可以联合相

关的生产企业，让企业参与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接纳职业

院校教师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学习实际操

作技能、工艺过程。职业岗位能力对人才知识和能力需求。

掌握企业生产、服务、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技能，采集专

业教学、学生实习实训所需的各种技术资料等[3]。 

2．教师到企业实践活动中的存在问题 

2.1．制度不完善，企业参与意识不强 

教师进企业实践活动，缺少相应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没有针对教师量化考核标准，进行质量监控。缺少相关的

法律条文，来约束双方，在德国、奥地利、芬兰等教育发

达国家，都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4]。 

教育部门没有能力约束企业，没有政策保证，企业必

须接受教师实践活动，企业没有配套政策和实施措施，企

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抵触培养教师，参与意愿不足[5]。 

2.2．缺少财政支持，经费保障渠道不畅通 

专业教师进入汽车企业，需要配备专业技术力量来授

课和管理，涉及汽车零部件损坏，耗材使用，提供教师实

习装备和防护用品等。影响企业效益，补偿渠道不畅通，

缺少长效机制。通过对政府开支报表显示对企业这块虽然

有专项资金但落实到位效果比较差。在德国的企业不但要

承担教师的沟通与学习任务，学生的双元制学习也要付给

工资的。 

2.3．缺少考核机制，合作双方互相迁就问题 

通过省内外157家职业院校到67家企业实践活动的调

研，问卷调查，主要问题：实践活动中，没有考核机制，

没有硬性指标，“双师型”教师紧缺，教师进步欲望不强。

实践培训效果不好；企业担心技术外泄、影响生产，担心

教师安全问题；双方不能融合问题，双方要求不严。教师

因为企业态度、实践时间、学习待遇等情绪影响，企业因

为教师不是员工，技术有所保留，要求不高，造成双方相

互迁就。 

2.4．企业缺少培训经验，难以完成培训效果 

企业没有专门的培训机构，不会制定培训计划，培训

经验不足；教师进入企业，培训随意性很大，不能按照教

师教学的需求，安排实践。企业培训力量不足；由于企业

师傅缺少培训技巧，不能把自己的技术知识完全表达清

楚，特别是教师让尽快掌握相关技巧的传授方面，难以达

到培训效果[6]。 

 

3．教师进企业实践活动中问题的对策 

3.1．汽车专业相关院校做好专项培训计划，加强针对性 

汽车专业教师先根据自己知识，针对自己的薄弱环

节，提出具体需求，学校进行汇总，上交政府相关部门，

像职业院校教师能力发展中心，再由相关专业人员与企业

沟通，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好相应的准备，做出预案

和测算，制定方案可以朝两个方向努力。 

3.1.1．专业品牌内训师计划 

全面接受品牌的专业知识培训，掌握相关车型维修资

料，维修手册、维修方法，维修要点，维修特点。成为相

关车型专家，并结合自己教师的授课技巧，成为宝马内训

师、大众内训师、奥迪内训师、现代内训师、丰田内训师

等等，实习结束后接受专业厂家考核，发放类似的证书，

这种模式可以督促教师在实践中，必须认真学习专业知

识，也有激情。必须达到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的融入企业。如果机制合理的话，企业可以节省人员，

教师以后长期的担任，企业的内训师，定期接受生产厂家

的培训，然后再给厂家员工培训。 

3.1.2．专业模块大师计划 

即把汽车分为发动机模块、底盘模块、自动变速器模

块、电器模块、电控模块、空调模块、附属电器模块、钣

金模块、涂装模块、内饰装调模块、培训结束时接受人社

部门的鉴定中心考核，发放相关工种的技师证书，成为领

域专家，轻松解决相关问题。成立大师工作室，服务于社

会，专门解决疑难杂症。 

3.2．督促企业提供培训方案、落实措施、积累经验 

3.2.1．内训师的培训方案 

首先熟悉阶段，相关车辆结构，零部件的位置、电路

图的解读、维修手册的认知技巧。其次运用阶段，老师作

为售后顾问助理（不影响企业生产)来解决问题，教师作

为售后顾问助理，了解汽车故障现象设想的解决方案，送

到车间后，技术总监做出处理，相互比对。达到岗位能力

后，进行下个阶段学习。即生产汽车厂家的技术培训，及

时掌握产品更新，技术变革等专业知识，真正成为品牌内

训师。 

3.2.2．专业模块大师的培训方案 

寻找相关企业培训，后续继续教育要随时更新。专修

企业对自己的专业知识，肯定是要保留的。因为专项修理

主要是一些厂家甚至4S店，解决不掉的问题送到这里来修，

都是属于疑难杂症类，来这些地方培训，其实主要是看别

人如何操作，如何解决问题的，企业只会给你一些表象的

东西和培训，真正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自己悟出来。自己

要收集一些资料，为维修做准备，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 

改善培训途径，利用政府出面和汽车生产厂家联系，

去制造厂供货商做售后服务的部门培训像变速器模块，让

汽车厂家直接联系变速器厂家，让他们制作详细培训计划

提供资料。来解决维修企业的技术保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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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完善发展培训模式，协助教师选择 

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选派方式，进入企

业实践。培训模式有顶岗挂职模式、调查研究、服务开发

模式、职业研究模式、第二职业模式。顶岗挂职适合对象

是青年教师，直接派去企业当作企业员工，像汽车维修与

检测专业的教师，可以从事机修工、售后服务顾问、维修

电工等；调查研究方式，比较适合学院系部领导、学科带

头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进入企业了解企业专业需

要，建立岗位群，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服

务研发模式，把高水平的教师，组成专业团队，给企业员

工培训，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与企业专家一起研发，转化

科研成果，进行技术工艺革新，教师必须了解行业的前沿

动态，新技术，新发展。教师得到提高的同时，也解决了

企业的实际问题。第二职业模式，是通过与企业合作，掌

握新技术后，在保证教学质量的时候，去企业兼职，或者

利用空闲时间开创与专业有关的实体公司等，像汽车专业

教师可以鼓励去企业应聘技术总监职务，在学校申请1-2

年的特殊时期政策。学校也可以鼓励专业教师开办小维修

企业，让学生一起参与创业，作为科研项目加以孵化[7]。 

3.4．打造互联网+职业院校进企业实践活动平台 

借助网络平台，给学校教师注册权限，利用政策吸引

企业参与进来，打造属于企业自己的网站，企业可以推广

产品，打造经营理念，发布岗位需求，生产淡旺季，何时

能接受教师进企业的实践时间，自己的企业分布网点等，

教师根据自己专业特长，时间特点，学校政策等，实现在

网上与企业预约，时间可以化整为零，培训实践可以具体

选择，像自动变速箱、空调实践的选择，企业在维修时发

布消息，教师及时进行联系预约，快速到现场，针对性学

习。教师发布学习需求，企业有机会在维修，联系教师，

建立互动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建造专业实习实践

平台。 

3.5．组织考核，明确责任 

组织考核：建立考核方式，严格执行。服从企业管理，

企业要代管，制定政策保障。作为企业工作人员要求，申

请学徒、师傅、甚至技术总监位置。学校企业制定的考核

要求外，可以结合内训师、模块大师等考核。 

明确责任：活动要取得收效，健康发展，发挥自己责

任感，才能把事情做好，才能提升自己，才能发挥自己的

潜力。真正发挥企业实践的作用，也让自己的吃苦更有价

值[8]。政府出面建立制度，学校、企业、教师在实践中

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德国等职业教育较好国家，都有一整

套技术，在企业学校之间，实行联动机制，补偿政策，实

行产学研结合体制。 

3.6．立足实践活动本身，做好延伸工作 

3.6.1．经验交流加强纵向横向学习 

教师去企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都会有些收获，例如

汽车专业假设选定内训师这种模式，有学到了大众系列技

能，有学到奔驰系列的技术等，学校组织专题讲座或报告

的形式，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按照模块大师法培训，有

学空调模块，有学变速器模块等，也相互交流，可以事半

功倍。一次学习，多次得益，学校可以制定外出学习交流

制度。 

3.6.2．加强联动机制 

教师进企业实践活动，建立联动机制，教师可以随时

去现场探讨一些疑难问题，给予理论上面的支持，抽象的

问题，需要故障机理来分析的问题，发挥教师优势；但动

手检修，部件具体地方，装配技巧不及企业师傅熟练。有

机联动结合，教师得到实习的机会，积累了维修案例，让

自己的课堂更加充实，同时这个判断问题的思路教给学

生，就是一堂生动教学课。 

3.6.3．拓宽形式建立校中厂 

职业院校可以利用专业优势，技术优势、政策优势、

甚至政府力量引厂入校，建立校中厂，学校为厂家提供场

地、人员、后勤保障。车企为学校提供教学车辆、技术培

训，资料支持，让汽车制造厂家的技术技师来对教师和学

生，面对面培训，手把手培训，真正做到学生毕业后即技

师，学生毕业后即可进入相关企业，为企业服务，而且在

这个领域也变成专家、独挡一面，加快成长步伐，教师也

可以兼做厂家的实战型的内训师，同时极大的提高自己，

能更好的上好课，打造成真正实践理论一体化的双师教师

[9]。 

4．进企业实习实践对职业教育效果 

4.1．教师专业水平需求与实践活动对教学能力的提升 

以汽车后市场，维修故障诊断为例。在实习活动中能

否展开深度思考，根据故障机理，设计方案，组织语言和

相关教学程序进行教学。 

像一辆索纳塔8，行驶3万公里，“发动机开锅”即发

动机水温过高。在保养期内车辆故障，可以学习索赔员的

索赔技巧，工艺流程等。教学中分析温度过高的故障机理，

散热不良，产热过多。散热不良原因，无小循环，冷却液

过少，散热器表面脏污，冷却液风扇不转、或转速低、水

泵工作不良等。产热过多是发动机的工作过程有问题，导

致可燃混合气在气缸内燃烧做的功（燃烧所释放的能量）

不能完全转化成机械能，而转化成热能，造成冷却液温度

过高。混合气的配比，过浓、过稀，点火的过早、过晚，

空调等负荷过大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引导启发，

提升学生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逐步提升教师授课技

巧和实践能力，产生不同授课效果。 

对参与与没有参与实践活动老师授课老师授课情况

调查表，如表1 

表1 参与实践的老师与没参与实践的老师教学效果比较。 

学生、同行评价 

教师企业实践 

课堂

气氛 

课堂

效果 

实践教

学能力 

教师学

术水平 

参与 活跃 很好 强 高 

没参与 一般 一般 不熟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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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教师进企业实践对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 

教师进入企业后，熟悉汽车专业岗位需求，企业主要

工作过程，了解企业工作行为导向，通过汽车修理厂、汽

车制造厂家、汽车产业衍生企业的实践活动细分企业工作

任务。设置专业领域，达到国家标准，企业标准等。岗位

主要是销售，学习销售知识、技巧、流程，与客户沟通的

礼仪和方式[10]；售后服务，岗位主要是维修接待，根据

报修情况分析，确定维修方案；去修理车间做维修工人，

或技术总监，要老师认真领悟，掌握岗位的技能，有针对

性的学习，提升职业能力。上海五菱和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过程中分成两组，分别是老师进企业实践和没有

企业实践的教学效果对240名学生分成两组各120名调查，

如表2。

表2 参与企业实践活动教师教学效果学生状况分析表。 

学生能力 

教师企业实践 
适应企业能力 领导岗位人数 就业流失率 一级技术岗位人数 问题返修率 学生创业情况 

参与 80% 40 5% 30 0.05% 15% 

没参与 30% 6 65% 5 2% 3% 

 

5．结论 

通过教师企业活动中的问题与对策的分析研究，从教

学效果看，无论是把教师培训成内训师，还是模块大师，

对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达到预期教学效果，让学生受益。

内训师能针对特定车型，直接传授厂家的关键技术，学生

提升也快，模块大师能精修各种车型的特定知识，学生专

业很精，而且设备投入不大，容易自己创业。根据自己专

业特点，分析专业情况，制定专业实践计划，制定措施和

方案。教师水平提升，教学能力提高，有助于学生成长，

建立实践活动机制，充分发挥与利用国情，加上教师自己

的努力与思考，逐步与国际接轨，利用国外成熟的经验，

与现成的理论，教师进入企业实践活动提升教师能力。[10]

教师队伍素养就会提高，学生技能就会提高，适应社会能

力就会加强，职业教育就会更好的发展，更好的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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