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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教育体系下

机械学科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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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面临的全新国际形势对于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应对经济转型，迫切的需要创建

全新的产学研教育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引擎，制造业的教育转型更是重中之重。针对目

前的教育体系，分析机械学科青年教师的教学不足，提出了应对产学研教育体系下青年教师提升

教学能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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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s cultivation demands higher standards due to the sever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China. For economies 

transitio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teaching system is needed. As the basi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discuss the shortage of 

junior faculties in teaching. Then method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junior faculties i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teaching system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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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与核心，是服务业、

金融以及房地产等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1]。可以说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经济平

稳、有序和快速的发展。纵观世界范围内，但凡经

济强国，均在制造业的某些领域有着非常强大的优

势。比如美国的芯片军工产业，日本的汽车行业，

德国的电子电气，英国的燃气轮机以及韩国的造船

业。这些垄断行业为他们制造了大量就业以及利润

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的其他产业注入了活力。新

中国的崛起也是依赖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自改革

开放 40 余年来，我国利用劳动人口的优势，顺利

承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利用外资逐步建立了门类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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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工业体系。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进程，极大的提高了我国各项国力指标，使得我国

逐步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相较于西方发

达国家，我国的制造业起步略晚。虽然有着诸如人

口多和重视教育等优势，但是行业整体依然呈现出

“大而不强”的状态。在诸如汽车、芯片、精密仪

器等高端制造业方面依然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

家。2018 年的中美贸易战更是将赤裸裸的现实摆

在面前，证明了我国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巨大的缺陷。

此外，当前技术快速发展，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和产

业革命为我国加速经济转型提供了巨大的利好。为

了把握这重大的历史机遇，尽快摆脱“中等收入陷

阱”，制造业的升级迫在眉睫。为此，2013 年政府

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的强国战略思想
[2]。该战略是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

年分阶段的行动纲领。第一阶段是到 2025 年进入

制造强国的行列；第二阶段是到 2035 年制造业的

水平在制造强国中处于中游；第三阶段到 2050 年

进入制造顶级强国的行列。不仅仅是我国，世界各

国逐步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美国特朗普提出振兴

美国制造业的口号，试图促使制造业回流；德国

2020 高技术战略提出工业 4.0 的概念，试图确保自

身在全球制造业的领头羊地位[3]。这也进一步说明

了制造业在当今经济体系中绝对的重要性。

制造业的振兴所依托的核心就是人才。在过去

的 40 余年内，我国依托苏联的教育体系，结合自

身的发展，创造了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各

门类制造业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确保我国顺利

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业转移。然而，随着我国

制造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挑战，制造业的发展也势必

有了新的趋势和方向。为了实现人才培养与制造业

发展任务相匹配，需要重新构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体系。为此，我国不断的针对教育模式和方针进行

修正和改革。比如，2017 年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

发展战略研讨会，探讨了新工科建设的发展方向，

试图为我国培养新的多元化、创造性的卓越科技人

才[4]。新工科建设的路线包括：（1）根据产业需

求创建专业，构建工科专业的新结构。（2）根据技

术发展的方向，更新工程人才的知识体系。（3）创

造校内外的资源条件，打造工程教育的新生态。依

据此方针路线，坚持“产学研结合”的思想理念，

以“中国制造 2025”为战略思想，为我国制造业

的国际竞争提供人才支撑。

1  青年教师教学不足
产学研结合是一种将生产、教学与科研各种分

工结合为一体的新型教育体系和方针。三者相互配

合，互相合作，形成贯穿始终的统一系统。 生产

为产学研结合体系的核心与出发点。作为技术需求

方，企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进行合作，实现研究与需求的结合。高等院校还

将根据技术需求及时调整培养方案，为我国制造业

提供所需的人才。此外，产研结合也将不断推动技

术知识的更新，这也将有助于新型人才的培养。整

个产学研结合体系的核心与纽带在于高校教师。一

方面高校教师需要根据技术需求，开展科学研究，

不断完善现有的知识体系与技术方案；另一方面高

校教师还需要不断根据科学研究的结果，更新知识

体系与培养方案，根据国家需求培养技术人才。为

了不断满足产学研新教育体系的要求，教师尤其是

青年教师继续在教学水平和方案方面不断的完善[5]。

为此，本文针对目前产学研教育体系的大势下，机

械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的问题进行探索。分析目

前机械青年教师存在的教学问题，并对教师教学能

力提高方法进行探索与讨论。

目前大学青年教师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

点：

（1）授课技巧缺乏。目前，大学青年教师基

本上都具有博士学位，并且根据各个学校招聘的要

求来看，均具有相当程度的学术成果。证明了目前

青年教师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已经具备非常深入的

探索。然而，本科教学并不是科学研究，两者在方

式方法以及目标对象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本科教学

的知识对象虽然相对浅显，但是知识的传授还是需

要非常多的技巧与经验。以笔者所教授的传热学为

例。相较于传热学科研研究而言，本科教学的知识

相对陈旧、基础和简单，但是却更具有整体性和逻

辑性。在短短的一个学期内，将传热学这门成熟的

学科成体系的传授给学生，需要巨大的挑战。然而，

目前青年教师由于经验尚欠，往往出现“抓不住重

点”的现象。也就是无法从整体着眼，结合重点难

点，明确合适的授课节奏。因此常常出现授课过快

或者非重点部分花费过多时间和精力的情况。此外，

由于青年教师对课程体系还不够熟悉，在授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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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常会出现过分注重细节而忽略多学生知识体

系构建的情况[6]。

（2）备课投入不足。目前高校青年教师压力

很大，往往在授课的同时还要承担非常繁重的科研

任务。这使得教师不愿意也没办法投入过多的精力

进行备课与课前准备。这导致了本科教学质量的严

重缩水。甚至会出现上课“念 PPT”和“讲段子”

这样的情况。

（3）青年教师的实践经验极其缺乏。目前我

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科研体制下，博士主要是从事

基础以及工程基础类的研究。通过在某个问题上的

深耕细作，实现对世界认知的突破。这就意味着绝

大多数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不具备或者只具备非常

少的工程经验和知识储备。近年来我国 SCI 论文数

量已经逐步成为世界前列，但是诸如“芯片”、“航

空发动机”以及“关键材料”等制造业难题依然无

法解决。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改变，人才培养的重

心也将更多的偏向于“理论结合实际”的实践人才。

培养人才的基础与核心是教师，为了响应国家的新

需求，我们大学教师急需大量的实践经验。

2  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质量举措
为了应对国家新战略的人才需求，切实提高教

师的教学水平，各个高校均在努力的提升大学教师

的教学水平[7]。本人觉得当务之急的核心举措主要

有以下两条。

（1）青年教师要努力的接受新的教学模式。

目前大多数教师依然是利用传统的“填鸭式”授课

模式传授知识。教师利用 PPT 等多媒体手段，配

合板书进行重难点讲解。这种授课模式有着无可比

拟的优点，非常方便进行知识的高效传递。但是实

际上这种方式的授课效果却非常的有限。一方面这

种授课方式需要教师对知识有高屋建瓴的把握，能

够不断的从全局思考，按照合理的逻辑体系进行知

识传递；第二这种授课方式需要学生极大的学习积

极性与配合度。这种教学方式的确方便进行高效的

知识传授，但是考虑到学生个体本身的记忆特点和

理解能力，短时间学生根本无法接受过多的知识，

需要学生积极进行课前准备与课后复习。通过笔者

的了解，目前学生普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课前预

习以及课后认真完成作业的学生少之又少。为了适

应新时代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产学研新体系下的

要求，很多高校尝试开展各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比

如采用小班教学，注重讨论的“共享式”教学方   
式[8]。我们青年教师要努力的适应社会发展，主动

积极的进行课程改革。

（2）青年教师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实践水平。

如上所言，青年教师在实践环节极其缺乏。而目前

在全球进行工程教育改革的大前提下，更为全面的

人才培养体系对于青年教师在实践方面有着非常

强烈的要求[9]。MIT 的 Prof. Isaac Chuang 和 Prof. 
Neil Gershenfeld 两位教授开设了一门面向本科生

的课程《How to make (almost) everything》。这门课

程就是新培养模式下的典型范例。为了能够与世界

最高水平的教育接轨，我们青年教师要不断的提升

实践能力。具体而言，青年教师应该积极的进入企

业实习，了解企业的需求与产品生产模式；另外也

希望国家和学校能够更多资助实践性的科研项目，

这对于大学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培养也至关重要。

产学研新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大学教师

需要做好准备积极迎接新的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对

于如何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一些看法，希望能

够得到各位专家的批评指正。这有助于我们不断的

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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