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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demand of domestic skilled worker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talent demand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industry in China were analyzed, 
taking the major of new energy vehicles technique in Chongqing creation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he reformation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were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necess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ation, the innovation for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reformation for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the reformation of the teacher’s training and practical effect, then the measures for 
future improvement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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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分析了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及

其人才需求，以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为例，探讨了新能源汽车专业实践教

学的改革，包括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教学平台改革、师资培养改

革及实践成效，提出今后改进的措施。 

1．引言 

广义上讲，凡是选用新型动力装置，完全或主要选用非石油燃料的汽车都属于新能源汽

车，其显著特征是环保、节能及可再生。在我国，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

为动力来源，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1]。本文所述新能源汽车属狭义范畴，主要包含纯

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以及燃料电池汽车。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领域急需大批不仅掌握传统汽车专业技术，

同时还掌握“三电（电池、电驱、电控）”技术的技能型人才。目前，该类技能型人才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作为新能源汽车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关键

环节，即实践教学改革已成为职业院校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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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其人才需求 

2.1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2.1.1 国家发展战略 

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提出了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具体产业化目标。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2.1.2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统计 

经过十多年的研发和应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了从原材料供应、动力电池、驱

动电机、系统控制与整车控制等关键零部件研发生产，到整车设计装配，以及充电设施的配

套建设等完整的产业链。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呈螺旋式上升。 

国内2016年至2019年6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2]统计见表1所示。 

表1  国内2016年至2019年6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统计表 

年份 新能源汽车产量 同比增长% 新能源汽车销量 同比增长% 
2016 年 51.7 万辆 51.7 50.7 万辆 53.2 
2017 年 79.4 万辆 53.8  77.7 万辆 53.3 
2018 年 127 万辆 59.9 125.6万辆 61.7 

2019 年 1～6 月 61.4 万辆 48.5 61.7万辆 49.6 

从表 1可见，我国新能源汽车从 2016 年至 2019 年 6 月，基本保持 50%的年增长率。 

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290 万辆，占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53%。 

2.1.3 推广政策和机遇 
在各级政府限行限购、双积分等政策的联合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正步入“黄金

时代”。随着国内上汽集团、比亚迪等各大车企的激烈竞争与新兴造车企业的不断涌入，相

比厂家大手笔投资建厂，互联网资本造车、网约车平台打造共享经济之外，新能源汽车后市

场的开发挖掘潜力无限。新能源汽车“风口”强劲，但新能源车企的配套服务、经销商、售

后维保体系处于布局加速阶段，对于站在车企背后的汽车后市场企业来说，无疑是发展新方

向、新机遇。 

2.2  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需求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快速增长。具有传统汽车知识的人才

已不能完全适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需求；拥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人才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汽

车行业[1]。新能源汽车技术需要既有车辆方面的专业技术，也要懂电池、电机、电控方面的

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3]。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装配、检测、调试、试乘等各个流程中涉及

到许多新规范、新标准、新技术、新工艺等，而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方面的人才社会上没

有现成的；4S 店中对新能源汽车故障的诊断与排除、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和维护的人才都非常

稀缺，导致大量简单故障需要返厂或厂方派员处置，降低了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效率[3]。 

因此，培养新能源汽车技术技能型人才迫在眉睫。 

3．实践教学改革 

职业教育的职责是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

业精神，能够从事某一领域技术等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既

然培养的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就离不开实践教学。因此，实践教学在职业教育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实践教学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必然途径。 

按照 2019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 20 条”）

要求，从 2019 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以

下称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4]。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以贯彻落实“职教 20 条”为契机，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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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指导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

业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行了剖析和重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1  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 

3.1.1 现行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学校对教师队伍的学历、专业和职称结构要求较多，而对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要

求较少；其次是部分教师对实践教学的认识水平参差不齐；缺乏企业实际工作的经历和实践

教学的能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推进，其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均出现重大变化，都

需要大量技术过硬、岗位熟练的技术型、技能型人才[5]。汽车产业的科技进步促使汽车职业

教育机构务必跟踪汽车产业技术的改变，寻求用人单位对人才质量和数量的需求，与用人单

位加强联动，根据企业岗位需求，联合开发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大纲、联合开展教学实施

和效果评价，促进学校和企业共同成长。 

3.1.2 实践教学改革的目标 

原有的实践教学模式已不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需求。实践教学改革就是要让用人

企业全方位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实现学校学习与企业生产无缝对接，为企业培养实用的技

能型人才[5]。通过与企业进行协同育人，提高学校专业与行业发展的贴切度，提高学生实践

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用人单位对学生的满意度。实践教学改革适应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需

要，因此，实践教学的改革非常必要。 

3.2  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实施“订单班、校中企、校企交互、现代学徒制”等模式，与用人单

位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三位一体”（教师、企业和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校

内实训+工学交替+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的实践教学模式，探索形成“校企协同、学训一体、

岗位成才”的新能源汽车专业实践教学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3.2.1 “订单式”协同育人模式 

2017 年，学校与华晨鑫源汽车签订基于“订单式”协同育人模式的“华晨鑫源-斯威班”

校企合作协议并实质合作办班。校企双方共同组成《专业建设委员会》，坚持职业标准和人

才培养标准相对接，探索实施案例教学融“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模式。 

通过专业教学改革推进并完成专业建设改革，践以“按岗设课、因岗施教、设岗实训、

顶岗实习、顶岗工作、对岗就业”的实践教学理念。 

3.2.2 “现代学徒制”协同育人模式 

2018 年 8 月，学校获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专业，与重庆众泰汽车签订

“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协议。2018 年 9 月，与众泰汽车签订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众泰汽车

班”校企合作协议并实质合作办班。校企双方采取基于“工学结合的‘四段式’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从学生的能力要求入手，建立了专业群基础课程平台、核心课程模块化的

课程体系。利用“双师资”“双资源”优势，开展课程教学内容设计和课程教学。在教学过

程中以企业项目和项目需要的知识来构建教学内容，探索校企双方评价的考核体系，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强化职业技能素养的培养。共同培养“众泰”品牌汽车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才。 

3.3  实践教学平台改革 

学校汽车类专业校内实训基地下设四个实训中心，包括新能源汽车实训中心、汽车制造

与装配实训中心、汽车检测与维修实训中心及汽车营销与服务实训中心。 

3.3.1 校内实训基地 

新能源汽车实训中心配置了三辆纯电动汽车、一辆北汽 EV160 教具车和全套示教台（包

括高压安全功能台、电池管理系统功能台、电机控制系统功能台、电动转向系统培训台、电

动制动系统培训台、动力电池展示箱、电子工具箱、线束维修工具）、充电设施；目前满足

纯电动汽车快充、慢充、电池、电机、电控、检测维修等实践教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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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校外实习基地 

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是落实校企协同育人的实践教学的重要保障。为满足学生具备企业岗

位能力的要求，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新能源汽车专业团队主动积极寻求与新能源车企的合

作。已与多家新能源车企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共建校外实习基地。 

2018 年获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双基地建设项目立项；与重庆众泰汽车签订”双基地“建

设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校外实习基地，丰富实习内涵。 

3.4  师资培养改革 

按照“职教 20 条”要求，从 2020 年起，职业院校、技能型本科高校教师的入职资质和

企业实践时间和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务必遵照执行。 

3.4.1 校内专职教师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双师型”教师应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实

践教学经历。前两个条件较容易具备，第三个条件则难以满足。学院教师通过到华晨鑫源企

业锻炼，了解汽车生产的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提高了教师的实践技能，丰富了课程教学内

容。通过校企合作，促进了师资队伍不断优化。通过聘任具有汽车产业实践经历的教师、加

强校内教师的实践能力培养、改革实训教师考核标准等，满足双师型教师的企业经历要求。 
3.4.2 企业兼职教师 

校企协同育人是解决实践教学师资不足的一个有效手段。通过设立专项经费，直接从企

业聘请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实践教学教师，组建校企实训课程教学团队，与校内专职教

师共同承担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校企双方教师都承担实践教学课程。 

3.5  改革成效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通过与重庆众泰汽车、华晨鑫源等车企组建“订单班”、“现代学徒

制班”等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持续三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成效。首先，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和动手能力明显提高，连续三年在重庆市级汽车技能大赛中获得奖项；其次，学生毕业直

接到实习企业上岗就业。实践教学的改革和应用，取得较好的效果并深受企业和学生认同。 

近三年，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毕业生有 102 名进入华晨鑫源，10 多名学生成为华晨鑫源储

备干部，部分毕业生成为华晨鑫源的车间骨干，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4．结束语 

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在数量上的缺口和在能力上的不足，迫切需要

加快技能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的改革；特别需要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导入。重庆科创职业学

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为顺应产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在校企协同育人、实践教学改

革等方面，作了相应的改革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后期应密切关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的一系列政策，关注1+X证书制度，关注学分银行等改革方针，更好地培养出满足新能源汽车

产业用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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