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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化”框架下的企业实习管理实践创新
——以机械类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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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实习是高职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基于高职学生企业实习调研构建的“差异化、多样化、个性

化、集中化、全员化”的企业实习管理模式，是一种管理实践创新。以机械类专业为案例开展企业实习管理模式的实

践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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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 internship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enterprise internship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enterprise internship management mode of differentiation, diversification, per-

sonalization, centralization and full employment is a kind of management practice innov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mechanical special-

ty as a case to carry out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enterprise practice management mode,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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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要保证在

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

习。”企业实践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提升学生职业能力以及促进知识内化的重要

环节，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熟练岗位技能、适应岗

位角色。《2018 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

告》显示，2017届有实习经历的高职院校毕业生的

专业相关度为64%，比无实习经历群体的专业相关

度（59%）高出 5个百分点，因此，高职院校加强

顶岗实习管理是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

然选择。

一、高职院校基于“五化”的企业实习
管理

基于企业实习存在实习学生多、分布企业散、

实习时段和周期多样性等特点，企业实习已成为高

职教学中问题较多、效果偏弱的主要环节。据麦可

思中国高等教育年度质量报告显示，2013届、2014
届、2015届毕业生中，近41%的毕业生认为“实习

实践环节管理不够”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需要改进

的地方。浙江省考试院对全省高职院校毕业生能力

调研也显示，毕业生“对实践教学的满意度”普遍

低于“对母校的满意度”和“对课堂教学的满意

度”。如表1、图1所示（数据来源：浙江省考试院

毕业生跟踪调研反馈）。

表1 毕业生跟踪调查数据

调查对象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2017届

总体满意度

87.04
84.31
85.97
87.74

课堂教学效果
满意度

77.95
78.23
80.24
81.44

实践教学效果
满意度

76.67
77.19
79.29
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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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解决高职学生企业实习的管理问题，

2013年开始，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对连续两届毕

业一年后、两年后的校友进行了企业实习教学环节

的问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五化”

的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形成了企业实习环节的

一体化解决方案（详见图2）。
一是差异化实习目标。主要是基于企业实习的

分散性和开放性特点，需要在学生、家长、指导教

师和企业师傅等四个主体之间形成高度共识的实习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2017届

90
85
80
75
70

总体满意度 课堂教学效果满意度 实践教学效果满意度

图1 毕业生跟踪调查数据统计图

图2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基于“五化”的企业实习管理框架图[1]

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要求目标内容要包含知识

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目标制定要充分考虑

专业特点、岗位特点、学生特点，即目标要具有差

异化；目标要由企业师傅和学校教师共同制定，且

目标描述要具体化、通俗化。二是多样化项目支

持。该模式要求各专业要做好企业实习期间学生工

学任务的设计与安排，要通过轮岗和定岗、随岗和

顶岗等多种方式安排学生的工作任务，可通过形式

多样的项目立项支撑学生开展创新研究，丰富学生

的实习生活，实现知行合一。三是个性化实习指

导。针对岗位实习任务和创新项目研究的实际需

要，为学生安排企业师傅和学院教师组成的“双

师”辅导团队，并通过“双师绑定考核”的管理倒

逼学院教师发挥实习指导的主导作用，多形式激发

企业师傅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拓展为学生提供服

务的范围，强化学生专业技能、专业知识和职业素

养的指导。四是集中性过程监控。充分发挥移动互

联、物联网技术，实现企业实习中考勤考核，日报

周报、实习总结的在线活动，并通过数据挖掘技术

及时发现学生实习动态，实现企业实习的预警预

测，为学生实习提供及时便捷、人性化的支持服

务。五是全员化立德树人。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

实现“三全”育人，通过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

用，为企业实习保驾护航。二级院系党组织可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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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企业共建党组织，共同开展组织活动，实现组

织工作全覆盖，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发

挥企业实习的思政功能。

二、机械类专业基于“五化”企业实习
管理创新实践

根据学院基于“五化”的企业实习管理模式建

设的统一要求，机械类专业从校企目标衔接不明

确、专业教师与企业师傅各自为政，协同不够以及

监控手段滞后等问题切入，结合专业特色、实习企

业特色，开展了创新研究与实践。

（一）管理创新，制定差异化实习目标

机械类专业企业实习采用目标管理模式，旨在

围绕明确的目标实现多主体之间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为此，目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就显得尤为重

要。2013 年，以教育部颁发的 《职业院校专业

（类） 顶岗实习标准》为指南，以“专业教学标

准”为依据，制定了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

化、数控技术等各专业的《企业实习教学标准》和

各专业的《企业实习组织实施方案》，在此基础

上，又设计了《学生企业实习手册》，其中包含

《××专业学生××岗位实习目标》《××专业学生周实

习任务表》《××专业学生周实习记录表》《××专业学

生中期实习小结》《××专业学生实习总结报告》等

过程性管理机制。在实习目标和任务的制定过程

中，一是坚持校企“双师”共同研讨制定；二是任

务安排要结合岗位工作要求和创新项目研究需要，

要能高度支撑实习目标的达成；三是目标任务要结

合岗位特点和学生个性，坚持以人为本，形成差异

化的学生（或学生团队）阶段性实习目标和任务；

四是目标描述要通俗易懂，以岗位轮换为单位下发

给学生，并在教师、学生、企业师傅间遵照执行。

在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为期 18周的实习中，35名模

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学生分六个小组分别在岗前培

训、数控车操作、数控铣操作、模具设计、模具制

造、模具维修等 6种岗位进行轮岗（详见表 2、图

3），学生在每个岗位都有具体的岗位目标任务，以

及学生参与创新项目目标和任务，就构成了差异化

实习目标和任务，实现了以专业实习标准为纲领，

实习总目标为指引，阶段性实习目标和任务层层递

进的目标管理办法，从机制上保障了企业实习教学

环节的有序有效，平稳运行。

（二）载体创新，设置多样化实习任务

为充分发挥实习企业真实职场环境的育人优

表2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企业实习内容

项目名称

岗前培训（2周）

数控车操作（2周）

数控铣操作（2周）

模具设计（6周）

模具制作（3周）

模具维修（3周）

实习内容

1.岗位安全培训/生产流程培训
2.生产现场参观

1.线切割、穿孔机操作工艺
2.数控车操作工艺
3.钻床、磨床操作工艺

1精雕操作工艺
2.数控铣操作工艺
3.铣床、飞刀操作工艺

1.模架框架设计
2.模具分型面设计
3.模具浇注及排气系统设计
4.模具侧向分型与抽芯机构
5.模具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6.模具顶出系统设计
7.模具材料及热处理

新模具制作工序

模具维修类型及工序

实训报告要求

岗前培训总结报告

“数控车造作及工艺”的实习总结报告
内容主要围绕线切割、传空机及数控车床操作工艺流程，以及磨
床、铣床操作的工艺、流程、安全及注意事项撰写。

“数控车造作及工艺”的实习总结报告
主要围绕精雕操作和数控铣操作的工艺流程，以及钻床、飞刀操作
的工艺、流程、安全及注意事项等撰写

“模具设计”的实习总结报告
内容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中至少任选两项。
1.模架设计的内容与任务
2.模具分型面设计的内容、流程与任务
3.模具浇注及排气系统的设计
4.模具侧向分型与抽芯机构设计
5.围绕模具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6.围绕模具顶出系统设计
7.模具材料及热处理

“模具制造”的实习总结报告
总结新磨具制作工序及流程、方法

“模具制造”的实习总结报告
总结常见的模具维修类型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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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培养学生技术改革和产品创新的能力，一方

面，鼓励专业师生积极申报学院师生创新项目，二

级院系强化项目管理，为每个学生项目安排专业指

导教师，每位教师的创新项目也吸收学生参与其

中，让学生带着项目去企业实践；另一方面，实习

指导教师积极与实习企业沟通联系，为专业教师团

队获得企业应用类科研项目，以真实或虚拟项目成

员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到项目研究中，既培养了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又丰富了实习生活，也形成了多

样化的实习成果，企业实习的效果和效率双增长。

2017 级机械类实习生共立项学院学生创新项目 14
项，参与学院教师创新项目 5项、实习企业应用项

目12项，95%的学生负责或参与了项目研究，形成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附加成果不仅增加了学生

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是学生优质高效实习过程的

重要标志和体现。

（三）机制创新，实施个性化双师指导

为了充分调动企业师傅指导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机械类专业企业实习采取了“双师”指导方

式，明确规定学校教师是实习指导的主要责任人，

在指导过程中要起到主导作用，采取“双师绑定”

的考核办法，同一指导团队中，学校指导教师和企

业师傅的考核结果一致，考核内容主要围绕实习学

生岗位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创新创业项目完成情

况，以及日常考勤和表现等三个方面，这种考核方

式倒逼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积极主动的联系、创新

思路联动，把学生实习指导工作担在肩上、抓在手

上，激发企业师傅把指导工作落实在行动上，体现

在效果上。有利于“双师”深度融合，凝心聚力服

务学生。实践中，学院指导教师建立了企业指导师

傅、企业人力资源微信群，除每天深入车间查看学

生实习情况外，随时在微信群中与企业师傅主动询

问学生岗位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及日常表现，“双

师”协同共同分析学生个性、知识基础及对相应岗

位的适应性，业余时间与企业师傅联合开展健身体

育活动，大型节假日主动带领学生参加企业的文体

活动，并且发挥教师的优势，帮助企业师傅解决工

作中的技术问题、生活中的信息化应用等问题，与

企业师傅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企业师傅会将极大的

热情回馈到学生指导和关爱中，学生实习工作顺

心、生活顺意。“双师绑定”的考核评价机制有效

地将压力层层传导，层层压实，有效落地，分院系

和专业层面有更多的精力进行校企合作的拓展及改

革创新。

（四）技术创新，实现集中化过程监控

学院在2013年就自主开发了“学生实习管理系

统”（见图 4），2014年正式投入使用，系统包含实

习单位双向选择、实习过程管理、实习数据汇总统

计、实习信息发布和实习交流论坛等五大子系统。

实现了学生企业实习前、实习中及实习后的信息发

布、过程管理和数据统计，2015年系统在PC端基

础上又扩展了移动客户端，形成了“学生实习管理

系统2.0版”，2017年系统又增加了“实习预警”功

能，主要是依托大数据技术，通过挖掘学生提交的

日报、周报、实习总结中的“烦恼”、“无聊”、“郁

闷”等敏感词句，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潜在

问题，实现预警防范，体现人文关怀。机械类实习

过程中，指导教师借助“企业实习管理系统”每周

给每个学生下达实习任务、项目研究任务，实习学

生按要求提交实习日记、周记、阶段性实习小结和

实习总结，指导“双师”依托平台进行及时沟通联

系，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指导计划，形成合力。

图3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企业顶岗实习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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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专业主任、院系主任、职能部门、分管领

导、企业人力资源部根据各自角色权限随时了解掌

握企业实习现状，很好的实现了分散实习的集中化

过程监控，提高了管理服务的及时性、准确性，降

低了管理成本。

（五）思政创新，落实全员化立德树人

学院“基于五化的企业顶岗实习管理模式”

中，明确提倡二级院系党组织活动要实现实习企业

全覆盖。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创新思政工作

思路，拓展组织服务面向，深入实习企业开展多种

形式的组织活动，对企业实习的学生进行了全方位

的指导服务，一是与企业共建“学生实习党小组”，

构建了“规划引导、思想疏导、实践指导、实习辅

导”为一体的服务体系；二是开展了院系书记、院

长企业慰问接待日活动，了解学生实习需求和企业

实习建议，现场办公，高效解决；三是安排党员教

职工结对联系专业，适时广泛地倾听学生心声，掌

握学生思想动态；四是推行“特别学生关爱活动”，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一对一、一对多的

形式对生活困难、就业困惑以及“诊断预警”系统

提示需要重点关爱的特殊学生群体进行引导和帮

扶，极尽所能解决学生后顾之忧。近年来，由党员

这个“点”，逐步扩展到全体教职工这个“面”，取

得较好的效果。

三、实践成效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机械类专业企业实习管

理工作，作为学院基于“五化”的企业实习管理模

式的试点专业，从2013年开始，经过从点上实施到

一体化应用，从试点班级改革到三个专业推广，逐

步探索形成了体现机械类专业特点、适应企业管理

模式的机械类专业基于“五化”的企业实习管理新

路径，企业实习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学生对顶岗实

习的满意度、专业对口率、起薪工资均稳步提高

（见表 3），学生在各类竞赛中频频获奖，毕业生专

业技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表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一年后跟踪调查数据

调查对象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实践教学效果满意度

75.00
80.10
87.011
89.747
94.009

工资水平

3 726.48
3 803.74
4 273.24
5 449.95
5 906.20

专业相关度

64.30
66.32
69.99
80.78
82.50

数据来源：浙江省考试院毕业生跟踪调研反馈

图4 机械类学生企业实习管理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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