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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al economy, the country increases the demands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on the practical skills in 

Higher Engineering College. Higher technical schools should develop competency-based talents with th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status of the students on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in Higher Engineering College, to find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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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工科学校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途径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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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家对工科学生实践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普通高等工科学校应该培养出具有实践与创新能力型

人才。本文主要从普通高等工科学校学生实践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找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途径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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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工科大学生实践能力普遍偏低，难以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必须拥有数量众多的具有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的人才，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作为普通高等工科学校的责任就是培养并造就一批

具有竞争性、高素质、高质量的工程技术人才，工科大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我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不断改革发展的趋势。 

1．我国工科大学生实践能力的现状 

现代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随着世界工业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知识经济的社会已经来临，高等教育在一个国家发展代表

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如何培养工科大学生实践创新能

力是当代教育最大的核心所在。当前我国工科大学生实践

能力普遍较差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1.1  企业对工科大学生实践能力评价不高 

工科毕业生在校期学习了专业学科理论知识，但是

不能把所学习专业基础理论与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同

时，对企业生产模式不熟悉，甚至熟悉较慢，再加上不

愿意深入去研究企业生产实际，又不能虚心地与企业技

术管理干部及工人相勾通，有的毕业生工作了 2-3年还

不能独立承担工作任务。基本技能不过硬，如作图软件

应用，技术文件的总结等基本功不扎实，也没有养成用

图形、图表进行交流和表达设计方案、技术思想的习惯，

缺乏吃苦耐劳、不愿意到科研和生产一线去工作等等。 

企业希望大学生能增加对社会的了解和实践，端正

就业态度；了解社会目前的情况，及时调整就业心态，

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高自身素质，多参加社会实践

并加强社会实践，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务实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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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科大学生就业困难 

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大学生就

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开展大学生创新实践教育

是高等教育的迫切要求，也是破解当前就业难问题的重要

途径。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中，只有能够充分满足并能尽快

适应用人单位需求的人才，才有竞争的优势。现今:企业

招聘大学毕业生时，最看重的是毕业生的“综合能力”，

其次为“潜力”，第三为“品德”。
 

每年应届毕业生在就业时，都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招聘

会，有的企业走进校园进行专场招聘会，各高校的学生通

过网络，了解到招聘信息后，纷纷到招聘地点去投简历，

甚至有的学生把自己的简历做成象宣传单一样，给各个企

业发放，但是真正能够收到企业面试信息的没几家企业，

一方面说明学生在不了解企业基本情况下，盲目地去投简

历，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不知道自己将来想要做什么，

自己能否胜任企业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就业之前，没有

充分对在校期间所有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进行归纳总结，其

中包括：国家对学生外语及计算机等级考核是否合格、在

校期间参加的各项实践活动、国家级或省（校）级各类创

新能力赛等。这两方面原因造成被企业拒之门外。 

根据近几年我校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学生就业情况

分析如下分析：1）格力空调公司首先要通过招聘网页中

能力测试题，这些题目中基本上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题

目，学生要通过测试后才能进入面试，我校今年有 5 名同

学在网上答题，其中有 3人不过关，没有得到面试机会；2）

长城汽车公司在笔试中，出一些行测题目，目的是要考核

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笔试后才能进入面试。我校近三年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学生共有 25人签约长城汽车公司，这

些学生都是通过该公司层层面试选拔出来，通过对这些学

生走访，我们也了解到现今企业需要什么人材，为我们下

一步重新制定培养方案提供了理论基础。还有些企业在招

聘学生时出一些工程实践的题目，目的是考核学生的动手

能力。但是大部分学生在校期间成绩相当好，但在公司笔

试及工程实践能力测试中不能通过，说明当前我国工科大

学生的实践及综合能力普遍偏低的现实，造成这种现状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2．工科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方案的确定 

我国现今工科大学生知识结构如图 1所示，各工科院

校都对培养方案进行了相关修订，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课程设置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专业工程实践比较少， 

造成学生在就业后不能很快地适应所签工作需要，这主要

是在培养目标出现了偏差所造成的。 

由于人们大多狭义地理解实践能力就是动手能力、操

作能力，所以一些工科教师认为学生的实践能力应该通

过实践教学活动来培养，而忽视了课堂教学活动也是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所以要制定好培养方案，

是所有工科院校摆在面前的主要问题，我校针对国家教

育部专业骨干课程调整文件，对毕业生进行走访，与有

关用人单位进行勾通，对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进行修订，培养方案主要加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

养，增加了实践环节的周次，在选修课中注重了本专业

现今企业的需求而设。 

 

图 1 工科大学生知识结构 

通过对我校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培养方案的重新

修定，使毕业生掌握工程热物理、机械学和电子控制技

术的综合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具有从事能源与动力工

程领域的科学研究、设计开发、制造、运行和管理的基

本能力，有良好的适应性和继续深造基础。符合教育部

对本科教学的基本要求，同时，能够更好地适应企业的

需要，避免学生到企业中不能够适应企业的工作，为国

家培养出创新实践能力的人才。 

工科大学生毕业后主要工作在工业生产第一线，从

事设计、制造、运行、研究和管理等工作。因此，高等

工程教育直接作用与社会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文化、

科技、生态等等），双方互动性很大，工科大学生的培

养必须优先考虑外部需求。高校、大学生、用人单位之

间不勾通，导致了人力资源不能合理、有效配置，对整

个社会来说会造成巨大的人力浪费，对三方都会造成不

同程度的损失。近年来，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国家

接连出台了多项就业促进政策。高校是提升大学生就业

能力的主阵地，也纷纷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毕业生的就

业能力，提高就业率，而要真止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必须提高工科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对我国工科大学生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制定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是目前高校在培养规律中必

须考虑的问题，创新及动手能力的培养，不是四年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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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能够做到完善的，这需要学生有扎实的基本理论知识

及专业知识后，在多次工程实践中去锻炼，在各类设计大

赛中磨炼，才能达到的。同时，要求工科学校对学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要高度重视，当作教学主要工作来抓，才能培

养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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