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34

Copyright © 2022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 Desig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DSD 2021)

63

 

 

Consider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ual-teacher 
Facu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high Plan 
Zhang Xue1,a*，Yang Mingyuan2,b，Tang Wei3,c，Guo Wenling4,d 

1Department of Foreign-related service, Beijing Polytechnic, Beij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Foreign-related service, Beijing Polytechnic, Bei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Foreign-related service, Beijing Polytechnic, Beijing, China 
4Department of Foreign-related service, Beijing Polytechnic, Beijing, China 
a* 13121377716@163.com 
b1213942733@qq.com 
c tanggwei6196@126.com 
dttgg44@sina.com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high plan", the problems faced b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teacher" teachers are analyzed. Tak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we use the SWO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ts current "dual-teacher"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ual-teacher" 
teachers, so as to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dual-teacher team with high professionalism. 
It also puts forward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ual-teacher" faculty, providing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building a dual-teacher team with high 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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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双高计划”背景下，探究高职院校在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以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为例，用 SWOT 模型分析其目前“双师型”建设面对的优势和劣势状况，并提出对于“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的想法和建议，为建设高职业素养的 双师队伍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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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2019 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国

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的

启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双高计划”，建设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同时，教育部等

四部门发布了《关于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 型”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职教师资

12 条”)，提出深化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打造高

水平“双师型” 教师队伍。国家政策给予了高职院

校极大支持，也要求教师队伍能力的提高。高职院校

迎来了空前的机遇，同时也伴随挑战。根据教育部

2019 年发布的数据，我国高职专职教师 49.8 万人， 

“双师型”教师有 19.14 万人。且“双师型”教师数

量在持续增 长。但是在大量的文献中都提到，“双

师型”教师队伍规模不足，其一，高职院校的大部分

教师在企业实践方面不足，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工作经

历，这与企业制定的要求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其二，

目前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师资队伍中大多数是

由校内专任教师 组成，缺少真正的技术骨干、行业

专家。”(隋秀梅，高芳，唐敏，2020)。其三，“双

师型”教师没有时间接受企业的培训，培训费用也不

充足。 (孙建冬，2019)。如果教师只有理论知识，

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那么在教学的时候就很可能 

教出的内容与企业实际情况脱节。  

2.“双师型”教师定义和作用 

对于“双师型”教师的理解可以反映出院校对于

学生培养的方式和走向，这影响着教师团队的建设和

教改。但目前对于“双 师型”教师没有统一的定义，

在大量文献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双师型”教师概念

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初期的“双师”是教师和工程师

的结合体，在职业教育范围内。“双师”被认为需要

有专业技术能力，以及教育教学的能力。许多学校根

据自身情况 ，定义“双师”概念。根据吴脊的文献，

“双师型”教师不仅需要高校教师资格，同时需要至

少一年的理、实教学经验，这样有利于开展学生进行

实训活动，除此之外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职业技能和素

养。 (吴脊，2019)。温丙帅，孙建波梳理了学者对

于“双师 ”内涵的研究，并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

双资格、双证书、双职称;第二类:双素质;第三类双

证、双能;第四类:个体+整体。(温丙帅，孙建波，2019)。 

高素养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仅对于加

速高职教育“三教”改革有重要影响，也影响着教育

教学活动的开展组织，以及学校办学质量水平。同时

它也推进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间接影响了区域产业

和经济。“双师型”教师具有双重属性，既有教师专

业执教能力，又有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这样更利于

培养高素质人才，让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快速转型和

产业升级。(李冠源 ，2021)。因此， 培养“双师型”

教师是新经济常态下我国要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也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方向。 

3.基于 SWOT 模型的“双师型”教师培训分析-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本文以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为例，立足于现实

条件，分析其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3.1 “双师型”教师培养的内部优势
(Strengths)  

电科院内专职教师有 597 人, 其中有高级职称

的占 38%;专职教师中中青年教师占比占 60%。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占 37%;硕士学位教师占 20%;本科学历教

师占 65%, 其中“双师型”教师占 80%以上。专任教

师里学历普遍较高，而且还有多个骨干教师，学校内

部“双师型”教师培养环境优越。 学校重点培养骨

干教师，让其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设计并开展了 

“大师工作室”, “三百活动”、 “企业兼职教师

工作站”等推动双师师资队伍建设改革。鼓励教师进

行脱产/半脱产模式下企业，增强与企业黏度，增加

教师企业经验。(李娜，2014)。 

3.2“双师型”教师培养的内部劣势
(Weaknesses)  

就师资占比看，中青年教师占比 60%，师资力量

年轻化。年轻教师虽然适应能力较强，积极性较高，

但是理论知识掌握丰富，工作经验不足，理论与企业

经验不能并驾齐驱。从另一方面来说，老教师有一定

的企业经验，也有相应的技能证书，但他们使用多为

传统的教学模式，对于新的知识和教学模式可能会有

一些陌生。 

3.3“双师型”教师培养外部机会
(Opportunities)分析 

学校坐落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区域汇

集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汽车、新能源智能汽车，生

物技术和大健康机器人，装备制造等产业。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为学校培训“双师型”教师提供便利条

件。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一体化的情况下，

亦庄经济开发区反而在提升自身的产业能级。此外， 

北京经开区与学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校地协同、

产教融合和专业优化等方面加强合作。包括优化专业

对接产业布局，开展科技协同创新合作，推动学习型

亦庄新城建设。同时，学校历年来与许多企业密切合

作，例如，光明网战略合作，汽车工程学院与北京奔

驰合作办学，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校企合作，

建立 ABB 机器人培训中心，生物工程学院与美国哈希

（HACH）公司合作成立“水质测试实验室等。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是我校培养“双师”的机会。企业与学

校合作建立实训基地，教师可以以全职或兼职的形式

去企业相应的岗位进行学习,为教师增强其职业技能

创造了机会。同时，学校聘用企业的技术专家和领导

到学校中讲课，可以与学校教师形成优势互补。 (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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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古翠凤，2015)。同时，我校为“1+X”多个证书

试点院校。  

3.4 “双师型”教师培养外部威胁(Threats)
分析 

由于职业教育的不同属性,对高职院校“双师型”

教师培训中设立的标准还不完善。,对于“双师型”

认证的标准还不是很清晰,因此在职称评定和考核时

缺乏统一的标准。(钟迪，金碧辉， 2019)。例如，

对 1+X 培训证书及考评员是否能纳入认证“双师”资

格还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行业知识更新快，教师的

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难以跟上步伐。 

4.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途径 

基于以上对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双师型”师

资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的 SWOT 分析，可以设

计出如下 SO 策略、WO 策略、ST 策略和 WT 策略等。 

（一）SO 策略 

在产业融合，校企合作和学校政策支持下，深化

校企合作。除了建设校内优质培训环境和基地，学校

还应考虑为“双师型”教师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

企业与高职院校在师资培育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学校

中对于大国工匠、技能大师、行业企业领军人才的引

进力度”。（李梦卿，余静， 2021）。依托经开区，与

亦庄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搭建教师专

业发展与社会服务平台。 

（二）WO 策略 

学校要在了解自身不足的基础上，大力寻找外部

机会。通过与企业合作，打造更多适合教师发展的培

训基地，加强老师行业实践经历。同时为教师提供学

历提升机会和平台。并给予教师成长的激励制度，增

强教师向”双师“转变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励制度

包括提升“双师”教师工资，职称评聘优先等。通过

激励措施，让教师积极参与到学校建设发展中。 

发挥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的教练式领导力。通

过建立“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构建专业学

习共同体。让教师之间的相互协作，发挥教师的专长

与优势，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使教师影响教师

团队发挥积极得作用。”（王吉康,徐继存，2021）。 

（三）ST 策略 

“目前高职院校还没有完善的符合 “双师型”

教师的发展标准的评价体系，教师的培养整体统筹性

不足， 教师在不同职业阶段所需要的有针对性的培

训不完善。”学校应加快“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

并且纳入到考核中。“职教师资 12 条”指出“构建

以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为主体、产教融合的多元培养培

训格局”，“聚焦 1+X 证书制度开展教师全员培训。”

可以通过 1+X 证书制度，完善“双师”认定标准及人

才培训体系。  

（四）WT 策略 

重视自身劣势和外部威胁，积极拓展“双师型”

教师培训的路径。发挥教师团队的作用，将劣势扭转

为优势。积极与企业沟通联系，充分利用学校和区域

企业平台创造有利机会，充分利用学校和区域企业平

台创造有利机会，将外部威胁变成改革的动力和能量，

挖掘双师型“师资建设特色路径和方法。 

5.结论： 

高职院校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对于高职

人才培养机制的构建和高质量职业教育转型来说至

关重要。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学校、企业、教师共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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