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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round the personnel training process costs and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of the difference, an analysis of the game betwee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y enterprise, by defining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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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学视角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耦合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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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围绕人才培养过程成本和供需双方差异，在职业教育和行业企业之间形成的博弈进行了分析，通过界

定校企合作耦合效应内涵，采用系统理论方法，阐述了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耦合效应中的对策和效能的发挥，从

而为政校企深度合作，建立长效机制提供了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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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到：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适应技术进步

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培养数以亿计

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校企合作不仅是职业教

育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助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的重要途径。现阶段职业教育校

企合作分为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以教育、科研技术人员

在合作中孵化科研成果，创造经济效益的合作模式；另一

种是以培养复合型、发展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

目标，实现教育育人的合作模式。两种模式的主要载体是

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在融合对接中形成增力，相互作用、

彼此影响，推动和提升双方的发展。 

2.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校企合作耦合分析 

从职业教育校企科研合作模式来看，已经形成了较为

成熟的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合作成本主要通过利益双

驱动方式集中在双方的智力投资和技术回报方面，没有更

多的冲突和矛盾；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模式来看，在

培养周期、内容、投入等多方面存在着模糊界限，形成双

方隐性博弈，消弱校企合作，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2.1 人才培养过程成本 

教育部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

提出:“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

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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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定位于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这类人员大多分布在

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和新技术产业等职业领域技术操作岗

位，这些岗位已经成功转型新技术新工艺，对关键设备操

作和生产工艺流程要求比较高，带来了岗前培训成本问题。

一方面，职业院校是以通识教育和基本职业技能培训为主，

如数控、维修电工、PLC、服务技能等，但具体到某一行业

企业，如汽车模具行业、装配行业，光伏行业等的设备和

工艺，就需要企业依据生产工艺和设备情况具体完成相对

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企业以生产利益最大化为

目标，生产工艺和设备全方面围绕订单任务和项目运营服

务，淘汰下的生产线也要用于转型升级或是进行资产置换，

对职业院校学生进行系统进行岗前培训的设备投入几乎为

零。因此，校企合作进入到尴尬阶段：如果企业将岗前培

训移入职业院校，就需投入专项设备和资金，而企业因追

求投入产出率而不愿意付出。 

2.2 供需双方隐性博弈 

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分别是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和需求

方，双方在人才的诉求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一方面，职业

院校以人才培养最优化为目标，强调技术、注重技能、关

注创新、兼顾人文、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企业以人员投

入产出比最优化为目标，忠于职守、信心百倍、技能成熟、

快速适应、高度执行、善于合作、追求卓越。一方是要培

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另一方是要能快速上岗的具有职

业修养的成熟员工，而学生成为一名岗位熟练工，需要通

过在岗位实践中与具体工艺和机器设备，以及生产过程接

触，同时要和团队的技术交流才能提升认知和熟练操作。

这一过程还包括工作责任、安全要求、质量控制、提高效

率、行为规范等，这些职业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个周期，才

能培养出一名符合行业企业要求的熟练工。校企人才供求

差异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一方面有人没岗，另一方

面有岗没人，尤其是高技术设备、高等级自造也的技术技

能人才严重缺乏。因此，在人才供求过程中，形成了职业

院校与企业隐性博弈，按照利己策略，就会导致负和博弈，

合作失败。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折射出校企双方在人才

培养过程成本分摊、供求过程人才诉求满足等方面存在着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耦合现象，解决好这个

问题是激发校企合作主体积极性和形成长效机制的关键，

而教育和产业又是社会分工的两个系统，没有必然的约束

机制和制度建设，是不可能达成合作的，这恐怕也是困扰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向纵深开展的一个难题。 

3.从心理学角度界定校企合作耦合效应内涵 

3.1 耦合效应的产生 

耦合效应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诸要素之间或诸系统

之间发生相关联系的）子系统通过中介环节的关联和相互

作用时,既有作用与反作用方式,又有吸引和排而形成更大

系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复合材料力学中称为耦合效应。

应用在群体心理学中，耦合效应也称互动效应，联动效应，

人们把群体中两个或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

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的现象，称之为耦合效应。 

3.2 校企合作耦合效应内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10）提出了“要求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

参与的办学体制。”这里明确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应该是政

府、行业、企业和院校四方联动，也同时确认了这四方主

体也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耦合效应产生的四个关联子系

统，只有子系统都相互作用和影响，才能激发能更大的能

量。 

因此，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耦合效应内涵界定为，政府

发挥统筹协调、法律保障、政策撬动作用；行业发挥创新

机制、建立制度、典型推动作用；企业发挥吸纳人才、培

训技能、资金支持作用；学校发挥订单培养、技术服务、

资源共享作用；四个子系统共同运作，彼此影响、互惠互

利、相互促进，进而产生增力，就会形成校企合作的耦合

效应。 

4.从系统学角度应用校企合作耦合效应 

4.1 校企合作耦合效应的逻辑起点——职业院校 

职业院校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职业院校

承担着培养适应生产、管理和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的任务，因此它是校企合作耦合效应产生和发挥效能

过程中最先运作的子系统。 

4.1.1 制度建设 

职业院校要做好校企合作顶层设计，在人才培养、教

学改革、科研管理、人事分配、聘期考核、素质教育、校

园文化、实训项目、就业分配等诸多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构建校企合作工作规范流程，明确校企合作校、院两级管

理网络、任务分工、工作职责、工作目标和奖励资金，做

到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 

 

1027

http://www.baike.com/sowiki/%E5%AD%90%E7%B3%BB%E7%BB%9F?prd=content_doc_search


4.1.2 组织机构建设 

职业院校积极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以专业群为基础

的二级学院混合所有制、招工与招生相结合的现代学徒制，

建立董事会或理事会，制定章程，明确目标和任务，最大

限度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设立校企合作专门机构，配

置相应编制，加强校企合作研究和管理，深化校企合作深

度和广度发展。 

4.1.3 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与专业建设 

职业院校依据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

要，及时开展调研分析，瞄准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

求，调整、修订、论证人才培养方案；瞄准职业岗位要求，

开展“教学做一体”课程建设；瞄准职业技能提升要求，

开发职业技能培训包建设。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更加贴近

行业要求。 

4.1.4 实训基地建设 

职业院校针对不同专业群人才培养任务，开发建设具

有不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特色的实训基地项目，形成

诸如以“课证融合，准技师”、“基于教学工厂理念” “旺

入淡出，工学交替” “训赛结合、生产性”等主题鲜明，

特色凸显的实训中心，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实训与比赛相

结合，仿真与实战相结合，成为引企入校的优势资源。 

4.1.5“双教”能力、“双师”型师资建设 

职业院校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开展师资培训，

通过到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组团培训方式，或是

邀请国际上知名专家到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法培训等方式，

转换教师理念；定期与地区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合作开展教

师专业技能培训、鉴定开合工作，提升教师既教动脑又教

动手的“双教”能力；定期开展教师到企业实习锻炼活动，

让教师在参与企业生产性活动中提升实践能力，强化“双

师型”师资建设。 

4.2 校企合作耦合效应的载体——行业企业 

行业企业是技术技能人才发挥作用的载体。人才、技

术、设备是构成企业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人才是最

核心要素，尤其实体性产业更是离不开技术技能人才的保

障和支撑。因此，它是发挥校企合作耦合作用效能最大化

的子系统，它的运行与否，直接关联着校企合作的质量和

水平。 

4.2.1 制度建设 

做好顶层设计，以行业为依托，建立行业对接职业院

校专业群、服务企业技术服中心、素质教育基地、就业信

息平台等涉及订单培养、员工培训、技术服务、文化交流、

人员互派、素质提升等多方面的实施办法和具体举措，有

的方面甚至上升为约定俗成和合作协议，强化行业企业与

院校的对话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完善利益驱动机制，推

动项目实施，达到目标实现。 

4.2.2 组织机构建设 

引校入企，建立厂中校，设立工作站，有专门人员深

化校企合作，推动项目实施，完善项目管理，考核项目绩

效，与院校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混合所有制管理机构等组

织部门形成对口管理模式，定期召开沟通会，交流信息，

结合双方需求开拓和深化合作项目。 

4.2.3 吸收学生顶岗实习与就业 

协调行业企业，及时发布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做好岗

位描述和规划，引导不同阶段学生顶岗实习和就业，结合

生产工艺、设备要求、安全管理开展技能培训，提升素质

和技能水平，满足岗位要求，拓展职业发展空间。 

4.2.4 开展校企文化交流 

行业企业组织企业文化进校园，通过素质教育大讲堂、

企业文化宣传活动、学生走入企业参观、企业美丽一课堂

等活动，让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提升学

生对职业的认知度和对行业企业的认同感。 

4.3 校企合作耦合效应的保障——政府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投入成本，而校企双方在追求

成本——效益性价比过程中形成隐性博弈，使得校企合作

很难以主动、广泛、深层次地联合起来产生增力，最终导

致了“一头热、一头冷”的状态。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途

径就是由政府来统筹协调， 

4.3.1 搭建平台，创新合作机制 

依托地区人社局、经济功能区等政府职能部门搭建合

作平台，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集聚行业企业资源与院校进

行优势互补、校企合作，建立科技园、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合作载体，创新合作机制和模式，拓

宽合作渠道和项目。 

4.3.2 制定实施办法，建立组织机构 

地区政府职能部门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特点和行业优

势，释放政策红利，推出促进校企合作的多项实施办法，

将推动校企合作的专门职能列入人社部门的工作任务，在

人社部门与教育部门之间建立合署办公机构，促进地区教

育与产业的政府职能融合，为推动工作简政放权，带来更

多便利。 

4.3.3 出台政策引导，提供资金支持 

出台政策撬动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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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在税收减免、培训福利、奖励资

助等方面真正实现优惠举措，为校企合作项目得以开展和

顺利推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4.4 校企合作耦合效应效能发挥 

4.4.1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 

将行业企业用人标准融入职业教育人才的全过程，形

成以“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合作

机制。 

4.4.2 在员工培训模式上 

以行业企业技能比武为平台，建立“技能培训—技能

大赛—技能晋级”三位一体的技术技能人才快速培养机制。 

4.4.3 在技术创新模式上 

以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突破点，项目孵化和创建创新

创业导师团队为渠道，探索尝试科技服务企业之路，形成

产学研用合作机制。 

4.4.4 在师资、技术人员交流模式上 

打通教师到企业实习锻炼和聘任企业能工巧匠担任学

校兼聘教师的渠道，探索建立“双教”“双师”型教师培养

机制。 

 

 

4.4.5 在素质教育模式上 

通过建立素质教育拓展基地等形式，以调研团队、志

愿者服务团队、社会实践团队为载体组织参与区内各类活

动，形成院校在经济功能区等区域的素质教育拓展培养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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