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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文/浙江 许丽梅
在传统职业教育中，专业理论课和实习课是分开进行的，其弊端是理论和实践分离、重理论轻实践，难以达到以
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
“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简称“理实一体化教学”)便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它的特
点是直观教学性强、易于深入浅出、教学效率高、总体效果好，是素质教育中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本文对“理实一
体化教学”在高职学校汽修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实践进行了探索。

一、
“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引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

步在汽修专业课程中引入了“理实一体化教

接、课时分配、学科特点、考核侧重面等原

学”的方法。

因，学生难以把专业理论知识运用在实践操

技术人才作为资本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竞

二、
“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实践

作课中，又不可能在实践操作课中重复讲授

争非常激烈。国家教育部在2003年开始进行

1.“理实一体化教学”与“双元制”

专业理论知识，造成理论和实践分离，难以

“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

“理实一 体化教学”的原型 是德国的

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其中包括汽车运用与维

“双元制”教学模式。“双元制”教学模式

我校 近几 年一直在研究“理实一 体化

修专业。《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就是学校培训与企业培训紧密结合、理论教

教学”模式，设计了“理实一体化教学”流程

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

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学时各半)的一种小

简图，如图2所示。

中指出，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领域技能型紧

达到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

班化教学模式。
“双元制”教学模式培养出

“理实一体化教学”就是在“模拟工业

缺人才的培养培训应体现以下基本原则：以

来的学生实践能力强、专业适应面宽。“双

环境”中，根据专业能力培养的要求，由“双

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以企业需求

元制”教学 模式是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

师型”教师指导，运用“理实一体化”教材，

为基本依据，以就业为导向；适应企业技术发

育，旨在培养学生踏入社会后的竞争和发展

让学生作为主体主动 参与教学活 动，边学

展，体现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以学生

能力，具体表现为在工作中发现、分析、解决

习专业理论边学习技能，师生双方边教、边

为主体，体现教学组织的科学性和灵活性。

和总结问题的能力以及在操作中维护和维

学、边做来完成教学任务，是一种融理论教

传统职业教育实行的是理论先行、以学

修的能力。多年前我国就在中职学校中进行

学、实践教学和生产、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教

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的理论知识较丰

过对“双元制”教学模式的实践和探索，由

学 模式。我校在汽 车修理专业课程教学中

富而操作技能较单一，综合性的职业能力较

于国情不同，
“双元制”教学模式在我国没

为欠缺，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需要。

能得到广泛推广，但这种以能力为本位的教

况进行过跟踪调查，走访了几十家汽车维修

此基础上，我国交通技工研究会提出了“理

企业，从我校学生的实习和就业情况、企业

实一体化教学”的模式。

对员工的需求、汽修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
等方面进行调研，我们发现企业对高级“蓝
领”的需求量非常大。尤其近几年随着汽车

2.“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实施
传统职业教育的模式是专业理论课和实
习课分开进行，其流程和要素如图1所示。

行业的迅猛发展，汽车维修行业的技术工人

在专业课 教学中，由于 理论 课和实践

“断层”现象非常严重，企业迫切需要大批

操作课分开进行，学生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

实际操作技能娴熟、全面的技术工人，这就

的时候无法接触实际的东西，所以没有感性

要求我们在汽修专业课教学中加强对学生

认识，增加了其对专业知识理解和记忆的难

综合能力的训练。

度。在进行实践操作课教学时，由于课程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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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理实一体化教学”流程简图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作为培养汽
修技术工人的职业学校，我校认为只有转变
观念、转换机制、改革教学方法、突出职业
就业教育特色、加强技能培训，才能培养出
社会所需的技术工人。因此我校近几年来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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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专业与实习分开课程的流程与要素

学生掌握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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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践。

的，对企业需求的反映较少，致使培养的人才

定期邀请汽车方面的专家举办专题讲座，有

(1)准备工作

难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教学模式以学科

针对性地帮助学校解决专业技术难题。

我 校 近 几 年 来 一直 在 进 行 汽 车 修 理

为中心，强调学科自身的系统性，教学内容越

3.引企进校

专 业 实 习 场 地 的 调 整 和 配 置，2 011年，

编越多、越编越难，大部分教学时间被理论

引企进校是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的

1500m 的汽修实训中心正式成立，并且对

教学所占用，实践教学始终处于理论教学的

有力保证。我校开设汽修专业已有近二十年

外营业。我校 通 过调查了解汽 车行业 从 业

附属地位，学生难以具备娴熟的职业技能。因

的时间，2010年该专业被评为省级示范专

人员的能力需求信息、汽 车行业 新技术需

此，职业学校必须转变教学观念、改革教学

业，省财政厅专门下拨资金用于学校的设备

求信息、汽车行业最新设备信息等情况，来

模式，使教学以就业为目标，尤其是专业教学

购买。学校领导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充分利

动态调整模拟工业环境，配置相关设备，基

一定要强调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近几年来，

用校内实训中心现有的设备，引进汽修厂，让

本能与汽 车维修行业 接轨。与此同时我校

我校逐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来确定培养目

学生真刀实枪搞实训。

组织专业教师编写一些适合具体教学情况

标，突破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采用了以

2011年3月，我校创办了“校中厂”，对内

的“理实一体化”校本教材，使学生既可以

职业活动为核心的综合性课程体系，教学内

承担汽车专业学生的实训实习，对外承接各类

通 过 对教 材的学习指导 操作，又可以在 操

容的取舍不再以学科体系的完整为基准，取

车辆的维修保养业务，不仅实现了学校教学

作中遇到困难时从教材中找到答案。

而代之的是职业活动的需求，打破了学科界

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的紧密对接，而且形成了

(2)实施过程

2

线，重组了教学内容。在专业课教学中，我校

“校企互动式”的办学特色。校企互动、校企

我校首先在汽车构造拆装课中对“理实

实行“六步教学法”、
“小模块教学”、
“小班

共建是校企合作进一步走向深入的做法。

一体化教学”模式进行实践，由“双师型”教

化教学”、
“分层教学”等教学方式，为“理实

师进行指导，学生通过学习“理实一体化”教

一体化教学”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培养汽车修理专业技能人才，在具体实施

材、观看教师的教学演示、自己动手操作等

2.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

过程中应做到“七个合一”。

学校与汽修企业共建汽修实训中心，共

方式来完成汽车构造拆装的各个教学目标和

建造“双师型”师资队伍是实施“理实

教学任务。教师通过学生学习过程评价的反

一体化教学”的关键。
“理实一体化教学”需

校企合建汽修“校中厂”，一方面汽车

馈情况来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最终使

要一支强大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只有这

修理专业的学生就近有了实习工厂，另一方

学生掌握相关技能。我校通过一段时间的实

样，才能为“理实一体化教学”的顺利进行

面承担本校教练车的日常维护保养和故障

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汽车修

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维修，同时还承担社会车辆的维修，既解决

理全部课程中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

⑴要求专业教师取得“双证”

了学生实习问题又节省了本校车辆维修成

3.“理实一体化教学”的特点

规定专业课教师必须达到本科以上学

⑴学校企业合一

本，还为学校创收增添了新的渠道。

“理实一 体化 教学”既能实现理论 和

历、中级工以上技能水平，鼓励教师参加技

实践相结合，又能强化操作技能培训，培养

能 培 训，对专业教师 参加学习进 修给予支

汽修“校中厂”运营以来，每天都有十

具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技术

持。我校要求专业教师按期取得“双证”，即

几辆车来厂里检修。这些车辆不仅给汽修厂

工人，突出职业教育特色，达到职校就业教

学历证书和专业 技能证书。通 过几 年的培

带来了检修业务，也给学校学生创造了更多

育的培养目标。这种教学模式最大的特点就

养，现我校有高级技师3人、技师3人、高级

实训的机会。学校 把实训课堂搬 进汽修车

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众多的可视化媒体

工2人，专业教师中超过88%具有汽修技师

间，让学生真刀实枪地实践起来，才能确保

和供学习、操练的教学设备，使学生获取信

以上的证书，已基本具备了实施“理实一体

技能训练 到位。经过 对各种车辆的故障检

息的渠道增多，趣味性增强。通过学生的反

化教学”的师资能力。

修，学生学到了很多技术与经验。

馈，教师能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加强了师生

⑵建立专业教师到汽车修理厂培训制度

⑶教师技师合一

的互动，从而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了提高，

⑵教室工厂合一

针对不少教师都是从学校走向学校，理

汽修“校中厂”不仅是学生的实训平台，

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论知识丰富但实践经验偏少的实际情况，学

也是汽车专业教师提升专业素养的好场所。

三、
“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践经验

校组织专业教师利用空余时间到汽车修理厂

学校组织汽车专业教师“入厂挂职”，在实践

1.转变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模式

实习锻炼，让专业教师熟悉企业氛围，掌握新

历练中提升专业技能。同时搭建“教学沙龙”

技术、新知识，缩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距离。

等平台，促进汽车专业教师与“校中厂”专

⑶借助“外力”带动教学相长

业师傅交流探讨、取长补短，切实加强“双师

转变教学观念，改革教学 模式是实施
“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前提。我国的职教模
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学培养目

我校聘请了企业中一些具有丰富实践

型”教师队伍建设。现在，学校汽修专业教师

标主要是由教育部门及相关行政部门制定

经验的生产技术人员来担任兼职教师，同时

大多数拥有“技师证”，既可以做理论的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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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可以成为实习现场的师傅，克服了理论

教学”教室(图3)，为“理实一体化教学”的

学器材，来保持“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教学

与实操无法统一，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

实施提供了便利的场所。

实物的先进性。我校每年都投入大量的经费

我校通过几年的逐步调整，形成了发动

进行新设备的添置及零部件的更新，以确保教

学 校 坚 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方 式，实

机构造与维修实训室、底盘构造与维修实训

学的正常进行。这几年来，我校添置了一大批

施“理实一体化”教学、
“模块化”实训，将

室、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实训室、汽车检测

先进的汽车维修用设备和设施，详情见表1。

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技

实训室、电控汽油发动机实训室、自动变速

6.“理实一体化教学”与模块教学搭配

能训练为主线，以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为重

器实训室、柴油发动机维修专门化实训室、

我校根据汽车的结构特点设置了发动

点，这样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掌

轿车维修专门化实训室等一系列专业教学

机拆装修理、变速器拆装修理、发动机故障

握操作技能。学校还倡导“以赛促教”，不定

实训场地。

诊断、电喷发动机修理、自动变速器修理、

时在学校举办各种技能比赛活动，让学生在

5.添置汽修专业课所需零件与设备

空调系统修理、ABS系统和安全气囊修理

⑷理论实践合一

具备了各种教学实训场地，还应有汽修专

等教学模块。根据所设模块进行教学，
“理

能强化，激励学生不断进步。

业所需的汽修设备、零部件及总成，让学生在

实一 体化 教学”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得到解

⑸学生学徒合一

理论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理论。汽车技

决，强化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了学生的

学校按照“学习→实习→再学习→再实

术的更新换代非常快，同时有许多汽车厂家为

就业竞争力，实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习”的流程，建立技能人才校企共同培养机

了提高竞争力，不断在自己生产的产品上植入

我们在发动机拆装修理模块教学中，

制。我校聘请优秀技师担任实习导师，发挥

新技术，因此学校需要不断更新、增添实践教

把整个内容分为曲柄连杆机构的修理、曲轴

竞争中进步，在比拼中找差距，促进学生技

其一线实践经验优势，指导学生进行实习，促
进学生专业技能与企业岗位要求无缝对接。
学生实习时，既是一个技能学习者，又要通过
训练成为一个合格的汽车修理技术人才，实
现了学校与工厂、学生与岗位“零距离”。

⑹育人生产合一
学 生在“校中厂”进行技能 训 练 的 过
发动机拆装教室

程，既是提高汽修专业技能的过程，也是保
养维修车辆、创造企业价值的过程，真正实
现了在育人中生产、生产中育人的理念。

⑺维修驾驶合一

表1 我校近几年添置的汽车维修用设施和设备(部分)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1

大众AJR发动机

台

2

桑塔纳时代超人
全车线路试验台

台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喷油器清洗机
金德KT600
发动机综合分析仪
汽车专用示波器
汽车专用万用表
油压检测仪
燃油压力测试仪
废气分析仪
轮胎拆装机
车轮动平衡仪
电阻电焊机
自动变速器总成
全车线路实训台
举升机
四合一检测线
电脑调漆机
汽车车身校正仪
全自动洗车机
烤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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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学校下属企业——东阳驾
校迁至校内，并将汽修“校中厂”确定为驾
校车辆定点维修企业，这既方便了教练车的
保养维修，节约了驾校的运营成本，又使学
生不出校门就能学到汽车维修与驾驶技术
两种本领，其结果是学生毕业即可拥有职高
毕业证、专业技能证和汽车驾驶证，从而进
一步提高了我校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4.建立“理实一体化教学”专用教室
“理实一体化教学”的顺利进行，需要
有实施场所做保证。“理实一体化教学”与
传统的课堂教学有很大不同，因为“理实一
体化教学”是在教师讲授理论的同时让学生
进行实践，要让学生在动手、动口、动脑中
参与学习，在实践中学习理论知识。因此，
学校为专业课程建立了专用的“理实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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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修专业软件模拟教室

图3 “理实一体化教学”专用教室
用途
电控汽油发动机结构认识，现代电控汽油发动机检测、诊断仪器
16
使用，电控发动机的故障诊断与排除技能训练
汽车电源、启动、点火系统、照明设备与信号装置、仪表与辅助电
气设备等汽车用各类电气装置设备的结构认识，主要总成的拆卸、
1
检查、维修、装配、性能测试技能训练，汽车电气设备维修用基本
工量具、仪器设备操作技能训练
1 电喷发动机专用检测仪
5
2
汽车用专用检测仪的使用
6
4
1 自动变速器专用检测仪
1 电喷发动机专用检测仪
1 发动机排放检查
2
车轮动平衡检测和调试技能训练
2
2 电焊
6 拆装用
1 教学
9 举车
1 全自动整车检测
1 全自动电脑调漆
1 车身大梁校正
1 洗车
1 烘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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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轮组的修理、连杆的检修、配气机构的修

四、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效果

250

理、润滑系冷却系的修理、汽油机燃料系、

两年来，我校在汽修专业课程中逐步对

200

柴 油机燃料系的修 理等 项目，然 后确定各

“理实一体化教学”进行实施准备及尝试。我

分项目的教学要求。以机油泵零件的检修为

们从学习兴趣、参与度、知识点的掌握、技能

例，其教学模块内容见表2。

的掌握、分析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对参加过“理

7.改革教学评价机制

实一体化教学”的35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综

改革教学评价机制是实施“理实一体
化教学”的必要条件。
“理实一体化教学”过
程需要使用多种教学方法，相应的教学评价

合任课教师的评议，统计结果如图5所示。
通过分析统计结果，我们发现“理实一
体化教学”的优势在于：

职教园地

150
100
50
0

好
较好
学生的兴趣
知识点的掌握
分析问题的能力

一般
差
学生参与度
技能的掌握

体系也应与原有的评价体系有所不同，更应

1.便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注重教学过程的评价及企业评价。我校主要

其教学直观性强，易于深入浅出，教学效率

问题的综合能力，活跃了课堂气氛；充分地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高，总体效果好，是开展素质教育的一种有

利用了教学场地，有 效 地 利用有限的教学

(1)平时成绩评定

效教学方法。

时间，使学生能在学中求乐、乐中求学。

图5 “理实一体化教学”效果分析

每 个 模 块 给 出 一 个 成 绩 ，其 中 理 论

2.与模块教学合理搭配，使学生学习技

(2)把抽象而枯燥的理论科学知识有效

占40%，操作占60%，这部分占总成绩的

能的系统性更为强化，同时避免了单纯为考

地转化到生动而有趣的实践过程中去，在实

60%，余下40%根据学生平时出勤情况、作

核而进行的项目教学，从而使学生的适岗能

践中加以验证，使学生从实践中得到感性认

业情况、课堂表现情况评定。

力大大提高。

识，并将感性认识自觉地上升为理性认识，

(2)以比赛形式评定

3.使专业课上课时间得到合理运用，避

开发学生的思 维 能力，锻 炼学生的动手能

学校不定期开展专业知识、操作技能方

免了由于理论课与实习课单独教学而造成的

力，使整个教学过程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面的比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学校

内容重复、衔接不上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发

(3)有效地将课堂和实践结合起来，将

的学习竞争气氛，同时也是检查教学效果的

挥了课堂教学的效能。

一种方式。

技能实践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直接在课堂

通过“理实一体化教学”，学生参加汽

上学到今后就业所需的操作技能，变被动学

修等级工考核合格率逐年大幅度提高，2011

习为主动参与，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

相应的技能证书可以证明学生的相关

年汽修中级工考核合格率为98.3％，较2010

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符合中职

技能，也可以成为学生毕业后就业的优势。

年提高8.2％，较2009年提高13.7％。今年

教育的规律。在课程的教学中引入“理实一

我校要求汽车修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前获得

分配在汽车修理厂的学生表现出进步快、操

体化教学”对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实

汽车修理中级工证书，要求汽车驾驶专业的

作方法正确、动作熟练、适岗能力强、喜欢钻

践操作技能具有积极意义。

学生毕业前获得汽车驾驶证及汽车修理中

研汽车新技术等优势，深受实习单位好评。

(4)有效地提高师资队伍的理论水平和

级工以上证书。

五、对“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思考

实际操作能力，并能在教学过程中促使教师

(4)学生毕业实习和就业后的表现情况

1.“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优越性

不断地去钻研教学方法，不断地去掌握新知

(3)要求学生获取国家技术等级证书

用人单位对学生满意是对学校教育的

(1)打破了传统的教学及评价模式，解

最大肯定，也是对教学效果的最终评价。因

决了分段教学模式中所存在的理论知识与

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此，我校非常注 重学生毕业实习和就 业 后

实际操作 技能 在 知识体系 上不连贯、不 衔

2.必须加强校企合作

的跟 踪调查，了解企业 的需求及 对 我 校学

接等问题；通过现代教育手段和方法，既调

学校引企进校，引进有经验的实训师傅

生的评 价，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以 适 应企业

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是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关键。这种做法

需要。

热 情 和学习兴趣，又培 养了学生分析解决

既合理利用了资源，又让学生真正走进了“实

表2 机油泵零件的检修模块设置
泵体及泵
盖的检修
机油泵轴
的检修
主从动齿
轮的检修

①直观检验泵体及泵盖，若发现裂纹，应进行焊修或换用新件。
②用直尺和厚薄规检查泵体及泵盖接合面的平面度，若超过0.10mm应进行磨削或研磨修复。
③检查机油泵主动轴与孔的配合，一般为0.03～0.08mm，最大不得超过0.15mm，否则应对轴孔
加以修复。
④泵盖上装有限压阀时，检查弹簧弹力及限压阀的密封是否良好，否则，应换用新件。
用百分表检查机油泵轴的弯曲变形，其直线度在全长上超过0.03mm，应进行校正，从动轴如
有单面磨损时，可将磨损面调转180°，再压入孔内继续使用。
机油泵主、从动齿轮若有破损，轮齿工作面剥落，磨成台阶状或轮齿磨损量超过0.25mm时，
均应换用新齿轮；齿轮工作面如有轻微点蚀或毛刺，可用油石磨光后继续使用。

识、新技术，以此来满足教学所需，从而不

操”的课堂，而且为学校带来了经济效益。

3.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
“理实一体化教学”受现有职高教学计
划的制约非常大，主要是受课程设置、课时
分配、教师数量、实习场地等的制约，因此
必须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才能使“理实一
体化教学”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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