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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not only enable students to obtain internship 

positions in enterprises, but also enrich their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process. Therefo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pe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alent training models should be carried out,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models should be changed, the creation of 

teacher teams should be improved, the role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hould be brought into pla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echatronics Technical students can strengthen their own practical and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own comprehensive level, enhancing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progress of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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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现代学徒制应用在高职院校中，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企业的实习岗位，还可以丰富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操

作过程。所以，在高职院校中应该对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适当的改革发展，实行校企合作，改变专业考核模式，

完善师资队团队的创建工作，发挥出现代学徒制的作用，让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学生可以强化自身的实践操

作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水平，增强竞争力，推动学校专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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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学徒制概述 

高职院校主要采用学徒制作为技术人才的培养

模式，这是一种借鉴国外的、先进的、创新的教学培

养方式。学徒制是否与我国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相互适应，也是一个需要深度探索的问题。只是我们

使用的教学模式并不能直接照搬国外，而是要根据我

国的实际状况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使其为我所用。 

西方国家是最早使用现代学徒制作为人才培养

模式的，最近几年才真正的应用于我国的高等院校。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互结合是现代学徒制的特点，

这种教学模式被企业和学校共同推进。应用这样的教

学模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还能让学生学以致用。实际操作就是指学生在企业进

行实践，在专业人士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依靠

自己动手操作来掌握相关的操作技能，把课本理论知

识转化为自己的技能，提高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另

外，这段学徒经验也可以作为社会工作经验，有助于

更好的就业。这几年来，我国在个别的省市应用现代

学徒制，挑选出几个试点对这种教学模式进行试验，

希望这种教学模式与我国的人才培养目标相互适应，

适合我国高职院校，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技术人才。

而对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来说，理论与实际的相互

结合也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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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徒制对于机电一体化专业的重要性 

2.1 使学生在实践中理解理论知识 

高职院校是一个培养技术型人才的场所，不仅要

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还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但

现阶段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技术型特征正在逐渐消失，

它们更注重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能力，不再注重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现阶段大学生的课程是以理论

知识为主，考试内容也以理论知识为主，这导致学生

越不越不注重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这些现象并不利

于高职院校的发展。高职院校是一个培养技术型人才

的场所，相较于普通院校来说，高职院校的优势就是

可以更好地培育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在毕业后可

以快速的适应工作岗位，但如果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足，

学生将不会有一个良好的就业前景。步入 21 世纪以

后，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改革，高职院校不仅要提高学

生的专业素养，还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主要是以实践为主要任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学生若知识了解理论知识而

实践能力差是无法在本专业工作岗位上任职的。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学生可以在机械设备的维修，调试

等岗位上工作，是技术应用型的人才。因此，需要有

效的运用现代学徒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使实践技术熟练于心。特

别是专业化的技术都会操作才可以顺利的进入实习

岗位，找到满意的工作 

2.2 将实践任务放入教师，实现教学和实践一
体化发展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是工科学科的一类，工科学

科体现出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对

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说，通过参与实践活

动的方式来锻炼自身实践能力使非常有必要的。对于

高职院校中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讲，一定要

掌握操作技能，只有掌握操作技能，才可以在市场上

体现出更强的竞争优势。然而，学徒制的应用给高职

院校的学生带来了参加实践的机会，学生可以在企业

或工厂内进行实践，并且在过程中积攒有价值的实践

经验。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在实际践

行自己在专业课程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并掌握理论知识，也能够学到一定的基本操作

技能，在学习过程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环。相较于传

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学徒制在培养高职院校学生

方面更加具有优势，同时也更有利于工科专业学生进

行专业课程的学习。不过，学生在企业或工厂中参与

的实践活动，并不能替代学校模拟实践的重要作用，

学校开展的模拟实践活动对学生来讲是非常有价值

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2.3 学徒制提升学生的适应性 

当今很多应届生在工作中会遇到实践经验不足

的情况，虽然掌握了必要的理论知识，但在工作实际

应用中感到难以胜任。有很大原因归结于高校的教学

模式：目前很多院校采用的教学模式仍是传统性的，

课上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师生之间互

动性差，为学生安排的实践机会也不多，在这样的教

学模式中学生无法真正实践。另外，一些学生理所当

然的认为届时工作会安排培训，到时在积累实践经验。

这种想法是片面的、狭隘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学生

在大学中就积累了工作经验，在择业时就已领先。尤

其是在招聘机电一体化专业等工科专业毕业生时，此

类学生会更受青睐。所以，学徒制就很好得缓解了以

上问题。学徒制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让学生真正了

解企业的用人需求。如此，学生就会意识到自己与其

差距，提前做好心理和行动准备，并用心把握实践机

会，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在以后真正就业时也不会感

到难以胜任了。 

3. 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实践

探索研究 

3.1 学徒制下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学徒制，顾名思义，由师傅带徒弟进行技术学习

的制度。而现代学徒制是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校内

理论教师和校外技术师傅联合传授，对学生以技能培

养为主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学徒制和普通的大

专班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不同，现代学徒制注

重理论结合实践，强调技能的传承。现代学徒制由学

校和企业合作培养现代化专业人才，校企制定全面、

规范的企业课程标准以及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由此

可见，现代学徒制是校企深度合作的现实表现。对于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而言，学校主要将该工科专业的

教育划分为三大阶段：①第一阶段，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学生在该阶段主要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充分学习

本专业的知识内容，构建较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

在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上，学校为学生设置短期的基

础技能培训，在该期间，学校将邀请校外的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家为学生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初步了解机

电一体化技术的就业现状、就业需要和相关企业的环

境。②在第二个阶段，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比重逐渐

下降，专业技能实践学习的比重逐渐上升，学校安排

长期的专业技能实践培训，在此期间，学生需要熟练

掌握专业技能和工作岗位要求。③第三个阶段为实习

阶段，经过大量的理论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学生正

式进入实践阶段，学校为学生联系企业或者工厂，学

生直接以学徒身份进入企业或工厂的相关岗位，当然，

实习阶段的培养方式要尊重学生意愿。在第三阶段，

学生在企业或工厂中会有指导自己工作的师傅，带领

学生快速熟悉工作内容，让学生传承工作技能、锻炼

坚强意志、培养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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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的三个现代学徒制培养阶段，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业的学生将在完善的专业理论知识体系中

逐步锻炼、提升自己的专业基础能力和专项能力以及

综合能力。学生可以在企业或工厂中学习师傅的工作

方式和工作技能，在观察的基础上自己动手操作，真

切认识和体会自己的专业能力。 

3.2 学校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培养专业人才 

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离不开企业的支持

与配合，学校需要和企业合作，企业为学生提供良好

的实践场所和充分的实习条件。然而，学校和企业如

果不深度合作，只是简单的进行单次合作，等下一批

学生即将需要实习场所时，学校再为学生重新联系可

供实习的企业，这必将带来大量的损耗，同时也为学

生的实习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学校要与企业达成

共识，共同培养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学校与企业相

互信任，通过努力，实现长期且稳定的深度合作。在

长期的深度合作中，企业会更加熟悉学校的专业内部

情况和学校学生的知识水平与实际能力，企业将安排

更加合适的技术工作人员为学生的“师傅”，师傅采用

针对性方式带领学生进行实习实践活动。 

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丰富学生的实习

工作经验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和企业深度合

作，按照共同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

培养。学校重点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理论体

系和锻炼学生的专业基本能力，企业则负责培养学生

的专业工作技能以及职业综合能力。对于学校而言，

校企合作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有利于提高学

校专业教学的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率；对于企业而言，

校企合作有利于企业提前熟悉学校专业的学生，由于

学生在企业实习过较长时期，熟悉企业的工作流程，

引入学校毕业的专业人才，有利于企业节省培训的时

间和经费，可快速吸纳为上岗的工作人员。 

3.3 校企共同协定考核模式 

近年来，大部分高职院校采用笔试的方式对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进行考核，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

业的培养核心在于要求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实

践能力尤为重要，单一的笔试考核方式无法全面的考

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因此，

将实践能力的考核内容纳入传统机电一体化技术考

核体系中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对于学生的实践能力

考核，学校要与企业达成合作，有企业负责学生的专

业实践技能水平的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企业可以将

以下方面对学生实践能力进行综合评价：①学生的实

习出勤情况②工作操作熟练程度③操作的正确率④

实习的学习认真程度⑤与“师傅”的学习态度等，将几

个方面进行科学比例的加权方式算入学生的总分。由

此可让学生在企业实习阶段更加努力刻苦的学习专

业技能，更加重视实习阶段的学习。 

 

3.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目前，现代学徒制的教学模式需要大量的专业教

师，学校对教师的要求会有所提高。学校在培养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技能时，需要具有丰

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带领学生学习，对学生进行专业的、

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学校可以与企业合作，引入企业

的专业技术人才，由其兼职学校教师，前往高校为学

生进行专门培训。当然，在合作企业引入的专家教师

熟悉企业的内部实习流程，有利于提前为学生步入企

业实习打好基础。所以，建议高校组建校内教师和校

外技术专家共同组合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师资队

伍。 

4. 结论： 

在现代学徒制下，学校要积极寻求与企业的深入

合作，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机会以提升专业技术实

践能力。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应重视锻炼专业技

能和培养实践能力，珍惜学校和企业提供的实习机会，

利用良好的实习场所和实习条件，努力学习企业工作

岗位的相关需求和工作流程，熟练掌握专业操作。学

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共同探索针对性的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完善的学生专业综合能力考核评价体系，

合作组建专业的师资队伍，充分发挥学徒制的制度优

势，促进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锻炼专业操作能力，

提升专业实践能力，增强竞争力，学校和企业在学徒

制下也能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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