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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高职教育必须做到“三对接”，即大力推动专

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1]。顶岗实习正是实

现“三对接”的有效结合点，学生通过顶岗实习，提

高动手能力和实践经验，并提升职业素养。顶岗实

习已成为高职院校推行工学合作教学模式、提高学

生实践技能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学校教育与就业

岗位“零距离”对接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各类职

业院校顶岗实习的实际运行和管理过程中客观存

在诸如放羊现象、监管松散、专业指导缺乏、考核

不到位、实习质量不高等多种问题[2][3]。

对于顶岗实习的有效管理是各类高等职业

院校教学管理中的难点，但又是必须要面对和加

以解决的关键点。为此，许多高职院校积极利用

信息化平台探索多样化顶岗实习管理模式。山西

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开发“双主体、三层次、多元

化”分散型顶岗实习信息化管理平台，设置信息发

布、实习指导和拓展训练三层次递进模块，实现

顶岗实习网络化、标准化、规范化、资源化和过程

化[4]。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与企业共同开发具

有技术支持、实训监控、信息采集、计划分布、调

查统计等功能的实训教学管理监控平台，以加强

对顶岗实习的有效管理和监控[5]。浙江金融职业

学院结合顶岗实习综合实践信息管理平台实际运

行情况，对顶岗实习配套政策措施、成效等进行

深入分析，指出存在问题与改进方向[6]。淄博职业

学院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开发学生顶岗实习管

理系统，实现顶岗实习课程化、管理手段信息化、

评价主体多元化[7]。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积极

运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充分利用现代通讯、网

络技术，加强对顶岗实习学生的指导和管理[8]。

尽管各类高职院校都在顶岗实习方面下了大

力气，进行了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但从

总体水平来看，其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管理的信息

化水平不够高，管理实效不够显著。为促进顶岗实

习质量的提升及顶岗实习管理效率的提高，泰州

职业技术学院在十多年“2+1”模式顶岗实习管理

作者简介
石泉彬（1978- ），
男，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博士（泰州，225300）；
周桂香（1965- ），
女，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韩振国、朱星，泰州职
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
江苏 省教育厅高 等 教
育教 改 研 究课 题“ 四
中心 耦 合、产学 研用
协同发 展的土建类校
内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2015JSJG420），主持
人：石泉彬、周桂香；江
苏省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苏教师[2016]15号)，主
持人：石泉彬

基于“双线并行”运行机制的顶岗
实习信息化管理模式研究

石泉彬 周桂香 韩振国 朱 星

摘 要 当前高职院校顶岗实习普遍存在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管理实效不显著等问题，对

此，构建基于双主体、双导师、双管控、双考核、双证书理念的“双线并行”运行机制的顶岗实习信息化管理模

式。该管理模式以“五双”运行机制为基础，以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为载体，有效保障顶岗实习质量，企业深度

参与实习过程管控。实践经验证明，该信息化管理模式能较好解决顶岗实习广泛存在的问题，显著提高顶岗实

习管控效果，可为同类高职院校顶岗实习管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双线并行；信息化管理；运行机制；顶岗实习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35-0046-05



47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2017 年第 35 期    第 38 卷    总 885 期
No.35, 2017    Vol.38    General No.885

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首创了基于“双线并行”运行机制的顶

岗实习信息化管理模式。

一、“双线并行”运行机制的定义及内涵

所谓“双线并行”顶岗实习运行机制，即双主体、双导

师、双管控、双考核、双证书的“五双”机制，其机制理念如

图1所示，具体阐述如下。

 

学院主体 校内导师 网络管控 成果考核
大学专科
毕业证书

企业主体 企业导师 现场管控 过程考核 实习工作
经历证书

过程共管
责任共担

协同指导
资源共享

动态管理
密切沟通

联合考核
系统评价

全面鉴定
理实并重

校双
企线
合并
作行

图 1  “五双”运行机制理念

（一）双主体

学校和企业共建双主体学院或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外实

习基地，学校和企业作为共同双主体对学生顶岗实习进行

全程管理，以形成过程共管、成果同享、责任均担的校企双

主体合作育人机制。 

（二）双导师

每位顶岗实习学生均配备双导师，即由一名校内专任教

师作为校内导师和一名符合校外兼职教师岗位要求的企业

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校外导师。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保持密

切沟通，加强对学生顶岗实习全过程指导，并帮助解决实习

中存在的专业技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后勤保障问题。

（三）双管控

校外导师在企业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现场直接管理和

技术指导，校内导师通过顶岗实习信息化管理网络平台及实

习巡视等方式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答疑回复及动态管理，

在顶岗实习期间学生受企业和学校双重指导和管控。

（四）双考核

实行双重考核以对学生顶岗实习进行全面客观评价，

即根据学生顶岗实习过程表现、顶岗实习成果材料两项内

容双重联合考核，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及校外导师、学

校巡视督导组及校内导师两个角度双重联合考核。

（五）双证书

实习结束后学生必须取得两项证书，即顶岗实习工作

经历证书和毕业证书。实习期满，企业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

鉴定合格后，方可签发顶岗实习工作经历证书；实习结束后

学生返校，学校对顶岗实习成果材料审查合格并通过顶岗

实习答辩后，方可颁发毕业证书。

二、“双线并行”信息化管理模式特点

从学院顶岗实习“双线并行”信息化管理模式多年运

行实践情况看，其管控成效显著，总结起来具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点：

（一）五双运行管理机制，保障顶岗实习质量

在“五双”运行管理机制下，顶岗实习学生必须接受校

企双主体协同管理、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双导师悉心指导、

企业现场和网络平台双重管控、过程表现与成果材料双重

考核、实习工作经历证书和毕业证书双证书评价证明，如此

可以有效避免顶岗实习过程中易出现的放羊失控现象，其

顶岗实习质量也因此得到全方位保障。

（二）企业深度参与管控，校企合作特色鲜明

在“五双”运行管理机制下，企业深度参与顶岗实习学

生的工作岗位设置、工程技术指导、施工现场管理、后勤生

活保障、多方考核评价等全过程。在该运行管理机制下，企

业合作育人主体地位凸显，主动参与实践教学指导和学校

管理的深度增加，校企合作特色鲜明。

（三）信息化网络平台为载体，管理便捷高效

顶岗实习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具

有实习单位分配、网络交流指导、实习巡视安排、校内外指

导教师互动、远程视频汇报、实习质量监控、招聘就业管

理、校企生多层面交流讨论平台等功能，能够 大限度地满

足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在顶岗实习各个环节的信息化需

求，管理便捷高效。

三、“双线并行”顶岗实习信息化管理实践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是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早实行“2+1”

模式顶岗实习的专业之一，在顶岗实习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和

方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该专业也率先提出了在顶岗实习过

程中实行基于“双线并行”运行机制的信息化管理模式。下面

就结合学院顶岗实习实际，详细介绍基于“双线并行”运行机

制的顶岗实习信息化管理模式的运行和管理情况。

（一）组建“双线并行”顶岗实习管理机构

为确保顶岗实习教学质量、提高实习管控水平、明确管

理主体及职责，学院专门组建“双线并行”顶岗实习组织管

理机构。该机构由学院顶岗实习领导小组管理，接受学院质

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督导，下设两个分部，即企业顶岗实习管

理部和学院顶岗实习管理部，且两个分部之间构建长期稳

定的联动机制。其“双线并行”顶岗实习组织管理机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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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如图2所示。

学院顶岗实习领导小组

企业顶岗实习
管理部

学院顶岗实习 
管理部

后勤
保障组

技术
指导组

绩效
考核组

网络
指导组

校外
巡视组

成果
考核组

就业
指导组

图 2  “双线并行”顶岗实习管理机构组成关系

企业顶岗实习管理部包括后勤保障组、技术指导组、

绩效考核组，学院顶岗实习管理部包括网络平台指导组、实

习巡视组、成果考核组、就业指导组。在每届学生进行顶岗

实习之前，均要综合考虑当年顶岗实习生人数、顶岗实习单

位性质、实习所在工地区域分布等情况，重新组建顶岗实习

组织管理机构。

（二）开发顶岗实习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

“双线并行”顶岗实习管理，参与人员多且角色复杂，

功能要求多样且相互制约影响，信息化程度要求高且存在区

域差异，因此必须能够开发出适合该运行机制的顶岗实习信

息化网络管理平台，以对顶岗实习全过程进行更为实时、高

效的管控，为学校、企业、师生提供更便捷、完善的服务。

基于“双线并行”运行机制的顶岗实习信息化网络管理

平台由学院自行规划、设计和运行管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平台主要包括：基本信息输入与人员角色权限设置、

顶岗实习单位分配与管理、网络汇报讨论与回复、实习巡视

分组安排与管理、成果材料及答辩资格审核、通知公告及

就业信息发布等功能模块。顶岗实习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

登录界面如图3所示，其主要模块功能详见图4。

  图 3 顶岗实习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登录界面

将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及个性化要求、实习单位基本情

况和岗位需求等信息输入管理平台后，顶岗实习单位分配

模块具有自动匹配符合要求的学生到各顶岗实习单位的功

能。网络汇报与回复模块能够非常方便用于师生交流，系统

会自动记录每次汇报内容的字数、总共汇报次数，自动生成

累计未按时汇报次数报表，且具有自动提醒功能。在无法

用电脑上网的情况下，学生可以通过手机连接网络平台进行

汇报和回复。实习巡视管理模块可以在百度地图上直接标

注自己所在的实习工地位置、自动按区域划分巡视批次和巡

视老师、自动生成各巡视老师的巡视信息汇总表等。成果材

料及答辩资格审核模块具有成果材料网上提交、成果材料

汇总统计、教师个人评阅、教师交叉评阅、答辩资格主管审

核等功能。

该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经过试运行、多次修改和完善，

现已正式投入使用。从多年实际使用情况看，该平台具有

系统稳定性好，软件界面简洁、直观、友好，能适应多种用

户不同差异需求，校企交流、师生交流、校内外导师交流便

捷，大大提高了顶岗实习管理效率和管理效果，可为“双线

并行”机制下的顶岗实习运行管理提供重要支撑平台。

（三）顶岗实习单位安排及工作岗位设置

由于土建类顶岗实习单位专业特殊性和工作岗位差异

性大，决定了学生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很难做到轮岗实训。因

此，要求学生在进行个人信息输入时，将自己意向工作单位

或工作岗位作为个性化要求信息录入，平台在进行实习单位

分配时将会兼顾学生个性化要求匹配 适合的顶岗实习单

位和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如顶岗实习单位不能安排轮岗实

训，则要求实习单位充分创造条件在实习期间给予实习生其

他工作岗位见习或锻炼机会，并要求学生同步完成多岗位专

题报告。为确保该项举措能够得到真正落实，特将此项条款

在与顶岗实习单位签订的实习协议中予以明确约定。

（四）顶岗实习过程管理

顶岗实习过程管理是决定实习质量的关键，也是实习

管理中 重要、 难实施的环节，包含企业和学院两个主体

对顶岗实习过程的管理。从企业角度，顶岗实习过程管理主

要包含：业务培训、安全教育、现场技术指导、阶段性表现

测评、生产管理、生活管理等。从学院角度，顶岗实习过程

管理主要包含：网络平台汇报指导、校内外导师沟通、校企

顶
岗
实
习
信
息
化
网
络
管
理
平
台

基本信息输
入与人员角
色权限设置

·学生基本信息及个性化需求信息输入
·顶岗实习单位基本信息及岗位需求信息输入
·不同角色人员分级网络功能权限设置

顶岗实习
单位分配与

管理

·顶岗实习单位信息录入、变更与管理
·依据实习单位岗位需求自动匹配符合条件学生
·支持手动调整学生顶岗实习单位和岗位

网络汇报
讨论

与回复

·顶岗实习学生点对点网络汇报
·顶岗实习学生小组讨论、交流
·校内外指导教师点对点网络回复

实习巡视
分组安排
与管理

·学生顶岗实习工地位置电子地图标记与定位
·顶岗实习巡视自动分组并生成巡视安排表
·顶岗实习巡视结果录入与统计

成果材料及
答辩资格

审核

·学生顶岗实习成果材料提交、修改、下载
·校内外指导教师网络评阅及交叉评阅
·顶岗实习答辩条件自动筛查及答辩资格审核

通知公告及
就业信息

发布

·顶岗实习相关通知公告发布及窗口强制弹出
·学生意向就业岗位、薪资待遇网络登记
·用人单位就业岗位信息公开发布及留言

图 4 顶岗实习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模块及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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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交流反馈、顶岗实习巡视、阶段性成果考核等。

企业对实习生的阶段性表现测评要求每2个月至少进

行一次，一年实习期至少进行6次阶段性测评。阶段性测评

的主要项目包括职业能力、出勤率、任务完成的质量、职业

表现等内容，其中职业能力由识图能力、工程技术与组织能

力、资料管理能力三部分构成，其能力考核标准和评分方法

在顶岗实习手册中有明确规定。阶段性测评的主要项目及

其评分标准与权重详见表1。顶岗实习学生的阶段性表现测

评由校外导师负责评分，实习单位或项目经理部负责人确认

并盖章后有效，以此作为实习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表1 阶段性测评项目及其评分标准与权重表

测评项目 评分标准 权重

职
业
能
力

识图能力 参见顶岗实习手册附件 1 20%

工程技术与组织能力 参见顶岗实习手册附件 5、附件 6 10%

资料管理能力 参见顶岗实习手册附件 7 10%

出勤率
得分 = 本月实际出勤天数 / 本月应出勤天数
×100% 

10%

任务完成的质量
根据安排的各项任务完成的工作量、完成情况
和成果等评定

30%

职业表现
根据遵守管理制度情况、学习、工作态度、吃
苦耐劳精神等评定

20%

（五）顶岗实习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是顶岗实习管控的重要环节，是确保顶岗实

习质量的关键步骤，也是促进公平、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有

效法宝。从顶岗实习评价主体看，分为学院考核和企业考核

两个方面；从评价内容看，分为过程考核和成果考核两个方

面；从评价形式看，分为量化考核和定性评价两个方面。上

述考核评价方式在基于“双线并行”运行机制下的顶岗实习

信息化管理中均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应用与体现。

学生一年的顶岗实习虽是在企业场所完成，却是由校

企合作共同培养、由校内外导师协同指导，因此对于顶岗实

习学生的评价理应充分体现双主体考核原则。企业的考核

评价主要体现在阶段性测评、顶岗实习周记评语、顶岗实习

综合评价等方面，考核评价合格颁发顶岗实习工作经历证

书。学院的考核评价主要体现在实习平台汇报质量评价、顶

岗实习巡视评价、顶岗实习成果评价、顶岗实习综合考试、

顶岗实习答辩等方面，学院与企业考核评价均合格后颁发

毕业证书。

对于学生顶岗实习评价，除过程考核评价外，同样注重

成果考核评价。顶岗实习成果考核的主要内容有顶岗实习

周记、专题报告、顶岗实习报告、顶岗实习平台汇报内容、实

习工程资料、加分项目材料等，其各项成果材料在考核评价

中所占的比例如图5所示。加分项目材料主要包括在顶岗实

习期间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企业和行业部门授予的表彰

证书、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证明材料等，加分项目材料由校

内导师予以审查并给出建议加分值， 终由顶岗实习答辩

小组统一审核后给予加分确认。

        在顶岗实习考核评价时，根据考核内容的不同，灵活运

用量化考核与定性评价两种考核形式。如职业能力、职业表

现、顶岗实习报告质量等无法量化判定，故采用定性评价的

形式进行考核；对于实习出勤率、顶岗实习综合考试等则采

用量化考核的形式进行评价；对于实习平台汇报内容、顶岗

实习周记等采用量化考核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

合评价。总体上，是从可以量化的实习平台汇报次数和顶岗

实习周记篇数，以及从适合定性评价的实习平台汇报内容

质量、顶岗实习周记内容质量两个方面去综合考核评价。

学生顶岗实习总体考核评价内容及其比例关系如图6所

示。在实际考核评价操作过程中，校内外导师只需在各个考

核环节输入各分项考核成绩，顶岗实习信息化网络管理平

台会自动进行考核成绩统计和计算。学生个人可实时查询本

人顶岗实习各个阶段的分项成绩和总评成绩，校内外导师

可查询小组成绩和班级成绩汇总。对于总评成绩位于班级

排名后20%的学生，顶岗实习平台将自动生成顶岗实习成绩

警告名单，并通过自动弹出通告对话框的形式告知学生本

人、校内外导师和班主任。顶岗实习平台同时还具有自动生

企业考核评价 学院考核评价

图 6 顶岗实习的总体考核评价内容及比例关系

图5 顶岗实习成果考核材料及其评价分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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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符合颁发顶岗实习工作经历证书学生名单、符合顶岗实习

答辩学生名单、符合颁发毕业证书学生名单等功能。

顶岗实习平台的这些信息化考核评价功能为学校、企业

和校内外导师对顶岗实习的过程管理与考核提供了便捷，并

有助于顶岗实习质量的提高。

四、结语

多年的顶岗实习管理实践证明，基于“双线并行”运行

机制的顶岗实习信息化管理模式能够较好解决顶岗实习过

程中普遍存在的各类问题、显著提高顶岗实习管控效果。其

实践经验对同类高职院校顶岗实习管理具有较好参考和借

鉴价值。为使“双线并行”运行机制的顶岗实习信息化管理

模式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应用，建议今后在如何完善

校企合作机制以更充分调动企业参与顶岗实习管理的积极

性、如何统一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指导要求和评价标准、如

何将 新的信息化技术融入到顶岗实习管理网络平台等方

面继续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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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 of Internship Based on Two-line Parallel Operation Mechanism

Shi Quanbin, Zhou Guixiang, Han Zhenguo, Zhu Xi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the imperf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 low leve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in significant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nd so on.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two-line parallel” mechanism of the internship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l is put forward. The management model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based on “five double” operation mechanism, regarding information network management platform as the carrier, 
effectively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ship, and the enterprises’ deep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internship process. 
Practical experience has proved that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l can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ship well,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ship management, which can be studied and learned by simila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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