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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e Distribution Technology’s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mode

teaching practice in University of Kashgar for example, in this article, a teaching practice process
that uses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to carry on the teaching in
technology-applied bachelor university engineering’s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practice is
introduced. And it summarizes the practice of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Distribution
Technology’s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mode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cluding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Moreover, it analyzes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improve way
through teaching reflection as well. It puts forward a viewpoin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mod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the only
way for technology-applied universitie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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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喀什大学《供配电技术》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践为范例，介绍了在技术应用型本科院
校工科专业的专业课教学实践中运用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教育
实践过程。总结了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供配电技术》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践过程中课程体系构
建的经验，包含:授课环境、教师素质、课程开发。通过教学反思，分析了教学实践中的制约
因素和改善途径。提出了基于现代学徒制的理实一体化教学体系构建是工科技术应用型院校
教学的必由之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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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2010-2020）规划纲要》指出，“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
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1]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于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对本科办学方向的一种调整类
型。《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
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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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喀什大学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第一批试点转型的技术技能应
用型综合性大学，在转型实践中，我们结合本地区的区域工业发展特点，在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贯彻实施了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发展理念。在专业课教学中，结合
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了现代学徒制的教育模式，进行了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在《供配电技
术》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报告如下：
2. 教学思路的产生背景
2.1． 技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
文献一和文献二均指出大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这是高校办学方向
性的指引，为本科院校的发展开阔了视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改革发展的动力。这一思路
引导了新时期中国本科院校实现在发展方向上的分类。技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方向就是
培养高水平的一线技能型人才。其培养人才的目标更加倾向于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显著不同于理论研究、高端科技的研发方向。技术应用型高校的建设也就要更加注重于
卓越工程师人才养成所需求的双师型导师、真实性的产研工作环境。在教师和实训建设方面
对面向应用型转型的高校是极大的挑战。
2.2．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学徒制是将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与自然形态的学徒制相结合的一种教育形式，起源于联
邦德国的职业培训，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广泛推行。[3] 2015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门出台《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现代
学徒制的培养目标是完成“职业的典型工作任务”所需的综合职业能力，并在真实的工作情
境中获得“工作过程知识”。与传统学徒制操作技能训练和学校教育传授学术知识不同。[4] 现
代学徒制的要素是双师型的导师和真实的工作环境。现代学徒制倡导在企业进行现场教学。
2.3． 理实一体化的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化教学方式起源于德国的“双元制”教学，适用于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这种模式
集教、学、做于一体，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的，是目前职教
界公认的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专业课堂教学最佳模式之一。[5-8] 理实一体化的授课方式第
一需要双师型的教师，具备理论授课和实践授课的双重能力，其中实践授课包含设计、设备
维修和运行能力。第二需要真实的现场生产环境。理实一体化方式倾向在学校实训室授课。
2.4． 现代学徒制模式与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的契合
将教学和产业过程紧密结合，以企业真实产品和现实工作任务为教学载体，采用企业管理模
式，在校内一体化教室、专业实训室或企业生产车间进行，实现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
学生在生产实际中通过自身的行动，不断学习知识、提高操作技能、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提
高职业能力素养。双师型的导师和真实的工作环境是“现代学徒制模式”与“理实一体化教
学方法”的契合点。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授课地点倾向。前者在工厂，后者在校内基地。两
者对于师资的要求、对于教学环境的要求事实上是一致的。
2.5． 现代学徒模式、理实一体化教法符合技术应用型教育的目标
现代学徒制“学习者只有亲自完成一系列能够为职业发展提供帮助的典型工作任务，才能发
展职业能力”[4]的理念；理实一体化教学方式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的”；两者结
合符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技术应用型教育的目标。喀什大学的
定位是技术应用型大学，我们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开展了基于现代学徒制的理实一体
化教学实践，《供配电技术》课程是其中先期进行的教学实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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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供配电技术》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践

3.1. 课程体系构建
将《供配电技术》课程划分为 3 类 54 个知识点。
课程中的三种教学类别分别为设计计算类、运行维护类和生产管理类。其中设计计算类按照
生产设计部门，如工程预算员、供配电设计技术员岗位的能力要求进行教学设计；运行维护
类按照维修和施工技术员的岗位要求设计教学；生产管理类按照工程监理和电力运行管理岗
位设计教学。总学时为课内 72 小时。每个知识点按实际岗位的工作步骤进行分类达标考核。
3.2． 授课模式
设计计算类知识点在设计室进行教学。工作程序为：设计任务的分配、团队的组成、设计指
标的拟定、设计资料的检索、设计相关知识的学习（理论授课）、设计的实施。运行维护类知
识点在专业实训室进行教学。工作程序为：器件的基本原理与构成（理论授课）、器件的拆装、
器件的维护、综合故障的查找与排除。期间穿插安全生产知识，企业文化教育。生产管理类
知识点在设计室和实训室分别进行。工作程序为：安全生产的督查、生产管理中的角色模拟。
如材料员、工具员、安全员、监理员、工程质量检验员、验收员、班组长、调度员、车间主
任等。进行撰写通知、报告、工作票、技术总结、合同文件等训练。
3.3． 授课环境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理实一体化《供配电技术》教学环境完全在喀什大学校园内进行。不同于
现代学徒制思想中的校企合作、以企业为主的思路。我们在理实一体化设计室、实训室建设
上按照真实的生产现场进行布置，由电力生产运行的技术人员参与构建教学环境，达到了真
实环境下不能实现的效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每个知识点授课能够达到全体学生的统一，
而实际工作岗位因场地局限性不能满足班级整体建制的学生同步学习的需求；二是授课可以
按照计划有序进行，而实际工作场所因为生产进程的局限不可能随时都有生产任务供学生参
与；三是知识点教授的可重复性，这也是实际工作场所不能满足的。
3.4． 教师
本教学改革的实现需要教师承担的角色包含：工矿企业设计部门的管理者、现场技术员、工
艺员、设计员、维修员，同时具备授课能力。这就不仅仅需要工程师+教师的双师型教师，还
要求该任课教师具有生产现场的管理经验和实际设计的经验。也就是说本课程人才培养目标
所涵盖的岗位该任课教师都应当具有实际的工作经历。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教师担任该课程的
授课。
3.5． 教学效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期末实践考核中及格率 97.14%，比同班级同类课程的成绩高 15 个百
分点。学生到周边电力运行企业进行实习受到欢迎，并有电力运行企业因学生良好的供配电
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与实施课改班级的二年级学生达成就业意向。
4.

教学反思

4.1. 理实一体化教学方式的发展
4.1.1 制约因素
通过本课改实践，我们意识到，目前制约理实一体化教学方式在技术应用型高校发展的首要
因素在于教师。要求所有的教师都具备本课改的素质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完
善的实训实践教室，目前高校均不完全具备本课改所需求的设施条件。
4.1.2 改善途径
培养符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教师，对于高校而言，目前要做的是一方面聘请企业能手任教实
践环节，另一方面加大教师到企业参与社会实践的力度。教师队伍的双师型结构通常要求教
师既要具备教师职业能力，又要具备工程师职业能力。高校中的教师构成是多样的，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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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技能型、应用型，技术型。这就需要建立教学团队，要充分发挥团队的优势，形成合力
完成理实一体化教学所需要的环节。[9]设备方面，需要对向应用型本科转型的高校加大投入。
建设真实型的设计室、实训生产车间。
4.2. 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的发展
4.2.1 制约因素
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其发展的基础是产教融合及其有效实现形式，总体上，
中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困难重重，普遍的现象是“学校热，企业冷”。[3]因此，需要积极探
索如何通过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和学生等多方努力共同实施现代学徒制的有效方法。
4.2.2 改善途径
本课改采用的模拟真实环境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目前“厂中校”距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尚有距离；而“校中厂”的实施更符合现实条件。
4.3. 技术应用型工科院校的专业课教学
应用型工科高校要走合作教育之路，打破学校的边界、专业的边界、课程的边界、课堂的边
界、教师隶属的边界，依据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社会其他子系统各方利益需求，
形成资源共建、全程参与、互利共赢的新型培养模式合作教育机制是这类学校发展的关键之
路。[9-10]技术应用型工科专业课的教学必须以现场经验为支撑的教师为主力军，辅之以真
实的工作环境。这就要求广泛的产、学、研结合为基础、校、企、政府三方合作为纽带。基
于现代学徒制的理实一体化教学体系构建是工科技术应用型院校教学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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