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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为什么要从典型技术视角来探索项目课程实战教学有效实施，并结合典型技术从师资、

学生和企业三个维度分析了实战教学有效实施相应的困境。然后提出了“以项目为纽带、校企协同下典型技术培育、项
目实战中跨界合作教学”来解决困境的思路，剖析了具体的实践路径，为项目课程实战教学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积极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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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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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ly,this paper analyses why we should explo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course practical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ical technology,and combines the typical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corresponding
dilemma of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achers,students and enterprises.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Taking Project as a Link ,Cultivating Typical Technology under the Cooperation of School

and Enterprise ,and Cross -Border Cooperative Teaching in Practical Project to solve the dilemma,and analyses the specific
practical path,which provides positiv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ractical project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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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径。

通过知网以项目课程教学或项目课程实施为关键字检
索，发现高职项目课程有效实施研究主要从企业、学校、教
师、学生、课程、教学、困境、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讨，提
供了丰富经验和成果 [1-8]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
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自2006年先后分
别与镇江金钛公司、南京智达康、上海伯俊等多家公司合
作，实战教学中研发出了多个软件项目产品。企业拿项目到
学校进行联合研发，企业看重的是降低研发成本和选拔合适
人才，学校看重的是人才培养和双师队伍建设。要实现校企
双赢，项目课程实战教学的有效实施就成为重中之重影响
因素。其挑战性不仅仅是因为项目的真实性研发，而且要让
学生普遍性的能适应专业技术岗位。本文以南京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项目课程实战教学为例，从典型技术视
角，直面校企双赢实际问题，探索有效实施的思路与实践路

职业能力的内涵是“方法、知识、技能、情感”，其核
心是“技术”。技术是“职业能力”的分解和细化，职业能
力是“技术”的综合[9]。项目课程的本质是做中学，是以作为
基础的全面学习活动[10]。项目课程直接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掌
握某种技术或方法，拓展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11]。做是
用技术，学是学技术，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也是在做和学的
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典型技术指专业或项目中的核心技术，
本文中简称技术。以软件技术专业为例，程序设计技术、数
据库编程技术、JSP技术、SSH框架技术等可以认为是专业的
典型技术，而软件测试技术、数据库管理技术、web服务器
维护技术等可以认为是外围技术。项目研发中，有时需要将
少部分外围技术融入典型技术中去，只需基本应用即可，无

2 典型技术与项目课程实战教学(Practical teaching
of typical technology and project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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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师资困境

(1)项目实战中适应性障碍
在技术适应方面，跟不上项目研发进度。在真实项目研
发环境下，对学生综合技术掌握要求较高、对新技术的掌握
要求有较快适应能力、对任务完成的质量和进度也有严格要
求。种种情况表明，由于技术掌握不牢和动手能力弱，许多
学生不适应项目研发和跟不上项目研发进度。同时，学生个
性化需要和学习经验也不同，就会表现出不同方面的技术适
应性问题，给指导带来了复杂性。
在教学环境适应方面，跟不上项目研发强度。教学环境
即工作环境，对于还没有毕业和没有项目经验的学生来说，
不仅仅要适应高强度项目研发任务，还要全身心投入、具备
较好的抗压和心理承受能力、不间断的学习能力、团队协作
开发能力。否则，就容易会被企业淘汰出局或从事项目边缘
工作。
在学习习惯方面，自主学习能力欠缺[2-5]。长久以来，学
生习惯被动接受知识传授，不习惯主体学习身份，实践能力
欠缺。而在项目研发中，面对工作任务，更需要主动参与、
技术实践、自主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难免需要一个
适应过程。
(2)项目实战中课程目标障碍
在项目技术栈全面培养方面，严重受制于工作任务限
制。在项目研发中，学生工作任务往往是局部的细微的，常
常也是类似的。所以，随着项目的完工，用的、学的技术也
只是项目技术栈中的一部分，对项目中涉及的其他技术了解
和掌握较少，难以达到项目课程目标。
在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方面，优秀学生的潜能难以充分发
挥。在项目研发中，为了保证项目质量和进度，研发任务常
常是雷同的。优秀学生往往表现出吃不饱、吃不够，如何激发
其潜能、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也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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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实战中技术胜任障碍
在技术发展方面，行业技术日新月异。以IT技术为例，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近十年迅速崛起。即使互联网开发技术，也因社会发展
的需求驱动，也是在不断发展更新。企业项目中使用的技术
与行业紧贴发展，而教学中传授给学生的技术往往是滞后的
或基础性的。目前很多IT公司实行的996工作模式，也间接说
明了技术发展迅速和发展后需要时间来学习。
在师资来源方面，片面追求高学历层次 [1] 。高职院校的
师资主要来自本科院校刚毕业的硕士和少量的博士，普遍缺
乏企业系统的项目研发经验。“职教20条”提出，从2019年
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
2020年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这也说明目前高职院
校教师专业能力普遍欠缺，“双师型”师资队伍不足。
在工作环境方面，不利于专业技术发展。来到学校以
后，因为工作关系，关注的对象是学生和教学，而不是企业
技术和项目。长此下去，专业技术与市场脱节，很难有时间
和精力系统学习新技术和综合锻炼技术，很难与行业同步。
虽然政府和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和政策，比如：短暂的进修和
培训、下企业实践锻炼、引进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师、进
修提升学历层次等，但由于要么难以满足普遍性学习需求，
要么技术锻炼时间不足，加上长期在学校环境下工作易被逐
步同化，最终演变为“教书匠”的可能性高于“工程师”。
(2)项目实战中项目教学法障碍
在实战教学方面，多角色兼备欠缺。虽然项目教学法在
高职教育中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取得了一定经验和成果，
但是在企业项目研发环境中，开展项目实战教学，其要求和
压力要远远高于常规的课堂教学。不仅仅要求教师具备教师
角色，还要兼具工程师和项目经理角色。同时，企业项目经
理和工程师关注的对象是项目，而不是学生，教师角色欠
缺，这也会制约项目教学的有效实施。
在项目课程认识方面，观念惯性转变需要时间磨炼。
在观念上，大多数职业院校教师是学科性课程体系培养出来
的，“宽基础”的观念根深蒂固。在项目教学中，眼看学生
与自己的预期相差甚远时，忍不住出手干预，于是又使教学
退回到传统教育的高控制指导的惯例中，滑向学科教学的漩
涡[1-3]。

3.2 学生困境

m

3 项目课程实战教学有效实施困境(Difficulties i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course
practical teaching)

在教学意识方面，需要由传授者向指导者转变[1-4]。在教
学习惯方面，职业院校的教师已经习惯于传统的教学组织形
式，学生也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的讲授教学方法，教
学顺序也是先理论后实践的理实分离方式。项目课程要求教
师由传授者变身为指导者,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理论知识
和实践知识是可以整合的,理论知识并不是实践知识的基础,
教师指导学生完成项目,项目产品是学习评价的基础。由于克
服长期形成的教学意识不易,以至难以真正转化为指导者的身
份。项目教学不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都产生了较大的挑战。

co

需深入理解原理。校企协同项目课程实战教学指校企项目团
队联合研发企业项目，在企业项目研发过程中，完成项目课
程的教学，教学的完成伴随着项目研发的完成。实战教学目
标，对学校来说，主要也是让学生掌握技术；对企业来说，
是降低成本完成项目研发。在项目需求和校企项目合作契约
确定的情况下，项目是否能研发成功、是否能按期交付，项
目团队对典型技术的掌握和驾驭显然是关键因素。不懂技
术，项目课程实战教学无从实施。同时，项目团队对典型技
术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对典型技术应用能力要求也高于课堂
教学。显然，从典型技术视角探索实战教学有效实施是可行
的和值得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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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业困境
(1)企业工程师项目教学障碍
在项目教学方面，表现经验不足。企业工程师缺乏职业
教育理论和经验，不熟悉教学对象，同时在项目研发压力下
难以全身心投入到教学活动中。企业工程师擅长用技术实现
工作任务、指导学生用技术，并不习惯在做的过程中指导学
生学技术、培训技术。
在项目进度和质量方面，受研发成本约束。由于校企协
同项目合作，企业不可能派遣其独立研发情况下那么多工程
师参与项目研发，工程师被考核的主要指标也应是项目进度
和质量。所以，企业工程师主要职责是按计划完成项目研发
和把控质量，而不是培训学生；关注的对象是项目，而不是
学生。
(2)项目团队紧密合作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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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育的必要性
影响项目课程做中学实施的关键因素，还是教师对各种
类型的知识在实践中的意义的透彻理解，以及对做的过程中
可能的学习情境的敏锐把握[11]。显然，要求教师熟练掌握和深
刻理解项目中的典型技术及与工作任务的联系。由于长期受
学校环境影响和工作的侧重点不同，很多教师也只是关注某
些课程的教学和某个方向的研究，而不是系统的熟悉项目中
各种典型技术，以至很难直接胜任项目的整体研发。为了保
障项目实战教学有效实施，有效指导学生项目实战，避免无所
适从或手忙脚乱，需要校企协同，围绕项目，选拔合适师资团
队并做典型技术培育。培育可以分为预演和攻关两种情况。
(2)培育的实践路径
典型技术预演指在项目研发初期，企业提炼项目中典型
技术的综合应用，开发典型案例和编写对应案例技术实现文
档，供教师团队学习，帮助教师消化和吸收，使教师快速适
应企业项目研发。预演有效解决了师资团队技术胜任障碍，
其实施的前提是企业已经掌握并明确项目研发所需的技术、
有相应的技术沉淀。而实际情况是企业项目方向和技术一般
相对稳定，具备实施条件。典型技术预演也可指项目师资团
队下企业锻炼，去熟悉企业技术、工作任务和工作情境。当
然，如果师资团队能力较强，典型技术预演也可放在项目研
发中，边预演边研发。典型技术攻关指以师资团队为主攻克
企业项目中关键技术难题并完成项目研发，项目需求由企业
把控，周期一般一年以上。典型技术培育有利于教师开展技
术应用研究，促使自己的行业技术“不断线”[12]。

m

4.1 校企协同下典型技术培育

co

4 项目课程实战教学有效实施实践路径(Practical
path of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course practical teaching)

也相对稳定，便于任务开展，便于学生学和教师教。如果0经
验的情况下，眉毛胡子一把抓，贪多贪全，那么容易导致最后
什么也没做好没学好。当然，首先也是要进行师资团队和工程
师的任务分工，也是要相对稳定，以便更专更好指导学生。
师徒制分组研发，是掌握技术行之有效的路径。学生没
有项目经验，一般不具备独立完成工作任务能力，而技术的
掌握更需要手把手指导。师徒制分组研发指以组为单位，同
一组的研发任务类似，每组由一名教师或工程师带若干名学
生组成，并负责指导学生的技术和项目任务。以软件项目研
发为例，组可分为界面开发组、业务逻辑开发组、数据访问
开发组、测试组等，组间由教师和工程师协同任务的衔接，
组内由教师或工程师指导学生协同研发。师徒制分组研发，
有利于及时帮助和指导学生任务实现，有利于及时解决学生
的任务问题，有利于在任务实现和问题解决中向学生提供与
其能力相适应的学习经验，有利于学生的个别需要得到更好
地满足以及所提供的学习过程与学生个人的能力相关。为了
更好指导学生和锻炼自己，教师不仅仅要掌握组内的技术，
更要系统地掌握组间技术。所以，教师主要的工作任务还不
仅仅是具体任务的研发，更是要在自己掌握后的情况下指导
学生，以及逐步系统地掌握项目整体技术和各个组的典型任
务研发。
任务驱动下做中学，有效开展用技术和学技术。项目
实战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任务和进度要求。同时，企
业项目环境的压力和考核制度，会使企业工程师更加关注任
务的完成，而不是任务驱动下学生学的实现。现实情况往往
导致学生要么跟不上研发进度淘汰出局，要么只能机械模仿
的用技术而不具备技术迁移能力，实战教学实施效果不尽如
人意。那么如何有效实施任务驱动下做中学？工程师和教师
根据各自优势合理分工。工程师把握项目需求理解和指导、
项目详细设计、解决老师解决不了的难题、指导技术实践知
识。教师根据需要以组为单位不定期给学生进行典型任务的
手把手指导和讲解、在做的基础上带着学生一起交流学生自
己的任务实现、研讨问题，并结合项目为学生提供针对性
强的技术资料，帮助学生用技术和学技术。任务驱动下，教
师和工程师指导学生做，做的过程中共同指导学生用技术，
而教师还要更多的承担指导学生学技术。在做的基础上联系
任务，教师集中进行技术知识解析讲解，并关注前导技术知
识穿插温习，让学生理解技术原理知识、技术为什么这么应
用，完善和优化任务的实现，提升技术应用能力，强化技术
认识和理解。这样，既发挥了企业工程师擅长用技术的优
势，又解决了学生用技术后学技术的难题，使学生在做中学
过程中成长。
问题驱动技术的学，集体开展学技术的活动。企业项目
研发环境下，学生在用技术实现任务做的过程中，会有各种
问题。以软件项目研发为例，有的环节不知如何做、做的过
程中各种错误问题不知如何解决、代码模块化混乱、性能不
满足要求、程序健壮性不够等等。实践性问题是技术理论知
识和技术实践知识融合的理论纽带，真实世界中就是通过对
实践性问题的解决来融合两类知识的[13,14]。记录和收集问题，
现场引导问题解决、指导问题解决，并且定时集体开展问题
交流。问题驱动的活动有利于提升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探
索解决方法和技术原理知识、强化技术实践知识、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通过问题的解决和技术知识的延

z.

在教师参与度方面，不受制于企业。项目合作中的考
核、利益分配可能是教师的主管领导，更重要的是教师人事
关系不在企业，而实战教学中的工作任务是企业项目经理分
配，教师受项目经理制约有限。那么如何激发教师积极投入
项目研发和指导学生，也是企业和学校需要思考的。

4.2 项目实战中跨界教学

(1)跨界教学的必然性
为了使项目课程实战教学有效实施，必然要求跨界教
学，发挥企业工程师和学校教师各自优势。企业工程师多把
握项目需求和项目技术架构、多关注项目中的技术应用；学
校教师多把握指导和培训学生具体任务研发、多关注学生学
技术。学生用技术、学技术，以教师为主，工程师为辅。而
教师不能胜任的地方，比如项目架构设计、新技术应用、需
求设计、技术与任务联系等，师生团队可以一起参加由企业
项目经理主导的、会影响项目进度和质量的相关培训。实战
教学有效实施也是为了保障项目有效实施和推进，基于利益
共赢体，企业工程师会在项目研发中全力配合。只有实战教
学有效实施是跨界的教学，才能克服和解决各种困境。
(2)跨界教学的实践路径
项目任务分工稳定，便于学和教。为了使学生快速有效
投入到项目实战中，必须依据项目特点和学生自身优势进行
任务分工。以软件项目研发为例，是做界面开发，还是业务
逻辑开发，还是数据开发，还是做测试等，使学生项目研发
中的任务相对稳定。任务相对稳定，所要使用和掌握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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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帮助学生自我构建、内化职业能力。学生通过做中学，
体会项目情境,体会项目中包含的技术实践知识和技术原理知
识,体会藏匿于工作任务背后的技巧和经验，养成交流、沟
通、研讨、相互学习的良好习惯。教师要转变观念，学习项
目课程相关原理和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从知识传递者
转变为项目指导者，整合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开展丰富的
做中学活动，致力于提升学生学习有效性、寻求学生职业能
力发展的有效性 。教师要做好项目指导者，自身要多参与项
目研发、掌握和领会行业技术，使项目课程实战教学成为教
师和学生共同成长与发展的舞台。

5

结论(Conclusion)

co

m

综上所述，虽然校企协同项目合作是培养学生和锻炼师
资有效的途径，但是途径的有效实施需要把握项目实战做中
学的有效和师资团队锻炼的有效，而这两点的考量都应该从
典型技术视角。做是用技术，学是学技术，学生掌握技术并
在技术的掌握过程中才能形成综合职业能力；师资团队的项
目研发能力、项目实战教学能力、跨界合作能力，更需要深
刻理解和熟练掌握技术。项目课程实战教学有效实施，既应
符合学校利益，又应符合企业利益。所以，只有从典型技术
视角，“以项目为纽带、校企协同下典型技术培育、项目实
战中跨界合作教学”，才能营造校企双赢局面，推动项目课
程实战教学有效实施，进而使校企协同项目合作持久深入的
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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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胜任项目整体的工作。
全面培养学生技术栈，提升综合技术能力。虽然学生
做的任务相对稳定，但是只有学的技术是面向项目整体的，
才符合项目课程目标。一是全体培训。不同的组开展的任务
实现、问题交流、技术研讨等用技术、学技术、拓展技术活
动，面向所有学生的，只是不同层面的技术活动是以不同的
组为主来组织和开展的。二是跨组双向轮岗。组内技术熟悉
后，相互指导对方各自原来组内技术，经教师或工程师认定
后，组间双向交换。显然，最先是优秀学生跨组双向轮岗。
项目完工后，所有学生对项目技术栈就有了全面了解，并且
部分学生通过双向轮岗、多组角色承担机制，有了深入的实
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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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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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项目课程实战教学有效实施，师资团队要具备项
目研发能力和指导学生在项目实战中学习技术能力，既要能
得到企业认可，也要能满足学生胜任岗位工作需求，对师资
团队提出了较高挑战。如何保障教师全身心投入到项目课程
实战教学中去、保障教师有时间有精力去学习技术、钻研技
术，提升自身项目研发和项目实战教学能力？同时，企业项
目常常至少3—6个月周期，那么如何保障学生全程真实的参
与项目整个过程，而不是蜻蜓点水或走马观花？
制度方面：科研处、教务处和学工处，应联合出台积
极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政策。既要认可项目课程实战教学的科
研和教学工作量，还要认可促进学生对口就业的贡献，从制
度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保障师资团队安心从事项目合作教
学，建立课程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的互动机制，激发师资团
队的主观能动性，建立项目课程有效性提升的长效机制，破
解困境和障碍[7,8]。
学分方面：教务处和分院联合出台学分置换政策，以项
目研发代替上课和考试，置换学分，保障学生长时间全程参
与。
利益方面：出台政策明确规定，合作研发的项目费用，
70%左右的费用应由企业而不是学校，根据教师的贡献度给
团队的师资分配，并给予明细公示，必要事务性开支不超过
30%。如果是师资团队独立研发企业项目，可由团队负责人来
分配。另外，精神奖励也是必要的，贡献突出的给予年终绩
效优秀、杰出校企合作教师等荣誉。

4.4 项目课程学与教
教师要帮助学生改变过去只听课不动手不动脑的惰性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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