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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自主过程管理
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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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产实习作为土木工程专业重要的实践环节ꎬ对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

新能力以及发现、分析、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至关重要ꎮ 由于学生对实习重要性
认识不充分、实习广度和深度略显不足、过程指导不充分、考核不全面等问题ꎬ导致
生产实习效果不佳ꎮ 针对这些问题ꎬ应完善实习系统、加强实习动员、引导学生自
主管理、强化过程管理、完善考核方法ꎬ切实做好生产实习工作ꎬ为社会和企业输送
合格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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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

生生产实习质量、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ꎬ是

着力培养理论知识扎实、具有较强实践能力

目前土木工程专业实践类教学课程面临的主

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人才ꎬ满足社会需求、企
业需要 [１] ꎮ 生产实习作为学生在校读书期
间非常重要的实践教学课程ꎬ是土木工程施
工技术课程和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必要的衔

要问题 [２ － ３] ꎮ

一、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存在的问题
１. 学生对实习重要性的认识不充分

接ꎬ不但可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土木工程施

其主要表现有实习动员不参加、实习过

工技术课堂讲授的知识点ꎬ同时也能为即将

程走过场、实习时间难保证、实习日记未及时

开课的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奠定基础ꎬ对于培

记录、实习报告摘抄日记、 答辩时随意发挥

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至关重要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ꎬ新技术、新

等 [４ － ５] ꎮ

实习动员一般会在学生正式开始实习前

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不断出现ꎬ对学生实践

一周内进行ꎬ由于此时主要考试科目已经考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ꎮ 由于生

试结束ꎬ有的学生急于回家而选择放弃参加

产实习时间相对比较短ꎬ而工程建设期又比

实习动员ꎻ也有学生觉得实习动员内容枯燥ꎬ

较长ꎬ在一个项目上的实习不能让学生全程

无实质性内容ꎬ参加的意义不大ꎬ且没有考核

实践整个建设过程ꎬ导致学生生产实习的效

要求ꎬ故此不愿参加实习动员ꎻ还有学生虽能

果并不理想ꎮ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ꎬ保证学

参加实习动员ꎬ但目的是为了给教师留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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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印象ꎬ以便获得好成绩ꎬ在动员大会上其

虽然每天按时来到现场ꎬ但躲在办公室内准

实并没有认真听讲ꎮ

备考研复习ꎬ对实习内容漠不关心ꎬ导致生产

生产实习采用分散实习方式ꎬ教师不可
能长时间在现场指导学生实习ꎬ只能采用实

实习深度不够ꎮ
３. 过程指导不充分

地抽查或网上检查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ꎬ

生产实习过程中ꎬ原则上应由指导教师

学生自由度较高ꎬ导致其错误地认为只要教

和现场技术人员共同指导学生的生产实习ꎬ

师检查时在现场实习就可以了ꎮ 这种心理造

但指导教师由于数量有限、学期末工作相对

成了学生实习时间不够ꎬ实习走过场ꎮ

繁忙ꎬ现场技术人员由于工期压力等原因无

由于实习日记未能及时记录ꎬ导致实习
答辩前匆匆补写ꎬ 造成日记内容混乱、 不详
实ꎻ同时ꎬ由于没有时间进行整理ꎬ实习报告

暇顾及指导学生ꎬ造成学生在现场得不到充
分的指导 [８ － ９] ꎮ

生产实习师生比一般约为 １∶ ３０ꎬ且生产

只是简单摘抄实习日记ꎬ不能达到实习报告

实习指导与课堂教学不同ꎬ课堂教学教师讲

的撰写要求ꎻ答辩时ꎬ由于实习内容有限ꎬ只

授的知识点比较固定ꎬ学生提出的问题也比

能根据理论课学习的内容随意发挥ꎬ答辩效

较集中ꎬ但学生生产实习的现场、工程建设阶

果欠佳ꎮ

段不确定性强ꎬ造成学生提出的问题离散度

２. 实习广度和深度均显不足

较大ꎬ有的时候教师为了解答学生的一个问

由于生产实习时间短暂、实习工地项目

题ꎬ可能会花费近半堂课的时间ꎮ 还有的时

建设阶段不同ꎬ使得学生生产实习具有一定

候由于教师正处于工作中ꎬ如学期末监考ꎬ不

的局限性ꎬ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显不足

[６ － ７]

ꎮ

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按教学计划安排

方便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ꎬ也造成了生产实
习指导不及时、不充分ꎮ

在土木工程施工技术课程讲授完、工程项目

现场技术人员对学生生产实习的指导相

管理课程开设前ꎬ一般会在春季学期末进行ꎮ

对更直接ꎬ能针对现场问题清晰明了地解答

生产实习的时间一般为 ４ 周ꎬ即使学生利用
上假期时间ꎬ也不超过 １０ 周ꎮ 相对于漫长的

学生的问题ꎮ 但出于安全考虑ꎬ现场技术人
员一般都会限定学生的活动区间ꎬ不让学生

建设周期生产实习过于短暂ꎬ学生在现场能

进入相对危险的区域ꎬ这就造成学生根本接

看到的建设内容就相当有限了ꎮ 要想在这么

触不到现场复杂的工程问题ꎬ更遑论学习解

短的时间内同时看到土方工程、基础工程、混

决现场复杂的工程问题ꎮ 有时由于项目工期

凝土工程、装饰装修工程、防水工程的施工ꎬ

紧张ꎬ工程技术人员自顾不暇ꎬ根本没有时间

是不现实的ꎮ

指导学生的生产实习ꎮ

有的学生由于家庭条件优越ꎬ没有吃过

４. 考核不全面

苦ꎬ对于现场的施工环境非常不适应ꎬ甚至从

目前ꎬ生产实习的主要考核方法是在学

内心抵触到现场实习ꎬ想通过进设计院、造价

生实习归来ꎬ由教师对学生的实习答辩给出

师事务所等地实习来代替现场生产实习ꎻ女

最终成绩ꎬ但过程考核严重缺失ꎬ不能真实反

生即使到现场进行生产实习ꎬ一般也只是被
安排在办公室做内务ꎬ不能深入现场一线学

映学生的实习情况 [１０] ꎮ

考核成绩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ꎮ 生产实

习ꎬ失去了在实习中培养自己发现问题、分析

习答辩时ꎬ学生如果状态不好ꎬ没能正确回答

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ꎮ

教师的问题ꎬ很可能就会导致成绩偏低ꎮ 教

有的学生准备考研ꎬ备考的时间与生产

师也很容易在答辩时形成错觉ꎬ即理论课程

实习时间相冲突ꎬ于是只是到现场开个实习

学习好的同学ꎬ生产实习效果也会好ꎬ这在某

证明ꎬ但实际上并未在现场进行实习ꎬ导致学

种程度上对认真实习但理论课成绩不是十分

生在答辩时含糊其辞ꎬ不知所云ꎻ还有的学生

理想的学生来说不公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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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查阅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通过答辩

发问的权利ꎮ 在实习过程中ꎬ教师的检查包

给出学生的最终成绩ꎬ偶然性较大ꎮ 实习日

括现场检查和电话检查ꎮ 由于指导教师数量

记和实习报告书写工整的同学ꎬ给教师的印

有限ꎬ现场检查只能采取抽查的方式ꎬ且能够

象分会比较高ꎬ答辩成绩也会偏高ꎮ 正是由

被抽查的学生数量非常少ꎮ 电话检查虽然方

于这个原因ꎬ学生往往会找写字好的同学帮

便ꎬ但检查效果并不好ꎮ 过程检查中ꎬ教师解

忙代写ꎬ以便取得更好的成绩ꎮ 为了在答辩

答学生问题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ꎮ 过程管理

时取得好成绩ꎬ学生往往会准备好几个问题ꎬ

方法不规范导致生产实习过程管理缺失ꎮ

以备在答辩时使用ꎬ致使教师很难分辨学生

４. 考核方法单一

是确 实 参 加 了 实 习 还 是 为 答 辩 做 了 充 分
准备ꎮ

二、生产实习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１. 学生思想上不够重视

以往的实习考核办法ꎬ通过实习答辩的
方式确定学生成绩ꎬ显然有一考定终身的意
味ꎮ 这种考核方式的弊端在于教师可能在短
时间的答辩环节中不能判别学生真正的实习
效果ꎬ导致成绩不公平ꎮ 真正公平的考核方

学生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由来已久ꎬ很

式应该是从生产实习伊始就制定规则ꎬ从实

难在短期内加以改变ꎮ 加之实习答辩相对宽

习动员直到实习答辩ꎬ分阶段对学生进行考

松ꎬ比较容易过关ꎬ也使得学生对生产实习放

核ꎬ并有过程考核记录ꎮ 只注重答辩环节ꎬ会

松要求ꎬ进而导致实习效果欠佳ꎮ 考研的学

造成学生刻意准备答辩而忽略实习过程ꎮ

生ꎬ抱着通过即可的想法ꎬ对生产实习不够重
视ꎮ 女生生产实习的思想包袱更重ꎬ她们深
知施工现场不愿意接纳女生实习ꎬ加之有的
女生性格腼腆ꎬ导致她们在思想上反感生产

三、提升生产实习效果的途径
１. 完善实习系统
针对指导教师力量不足、学生生产实习

实习ꎬ实习效果自然不佳ꎮ

内容局限、过程检查薄弱等问题ꎬ行之有效的

２. 分散实习导致教师指导不全面

办法就是完善生产实习系统ꎮ

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不但要尽指导之责ꎬ

系统应满足提交实习日记、提问、解答、

同时也承担着监督管理学生生产实习的责

讨论等要求ꎮ 生产实习过程中ꎬ学生通过手

任ꎮ 但由于生产实习采取的是分散实习的方

机登陆生产实习系统ꎬ录入每天的实习内容ꎬ

式ꎬ学生大都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生产实习ꎬ指

也可提出自己在实习中遇到且没有解决的问

导教师亲临现场指导的可能性几乎为零ꎮ 偶

题ꎮ 学生亦可以回答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ꎬ

尔对在学校周边城市实习的学生进行生产实

进而增加生产实习的广度ꎮ 针对共性问题ꎬ

习检查、指导ꎬ也只能是抽检ꎬ不能实现全天

学生可在系统中进行讨论ꎮ 系统可根据每名

候指导ꎮ 加之指导教师有自身的考核压力ꎬ

学生在群里的表现ꎬ给出活跃度指标ꎬ作为指

有时会放松对学生的要求ꎬ也导致学生生产

导教师判定学生实习成绩的参考ꎮ

实习效果欠佳ꎮ
３. 过程管理相对宽松

系统应满足指导教师对学生的指导、监
督、检查要求ꎬ亦应满足学校对指导教师的考

由于学生生产实习的成绩主要取决于最

评要求ꎮ 教师可通过输入学号的方法ꎬ检查

终的答辩成绩ꎬ所以ꎬ学生对实习过程会放松

每名学生的实习情况ꎬ不但可以查看学生的

要求ꎬ在实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后的处理方式

实习日记ꎬ同时可以查看学生提出的问题ꎬ并

也比较消极ꎬ由于担心问题过多会给教师留

对其他学生给出的答案进行检查ꎮ 对于共性

下不好的印象、影响成绩ꎬ而不发问ꎻ由于教

问题ꎬ指导教师可以在系统中发布公告ꎬ通知

师事务繁忙而没能及时回答问题ꎬ让学生误

到每一位学生ꎮ 对于学生提交的实习日记ꎬ

以为问题没有意义、教师不愿回答ꎬ而放弃了

指导教师应给出反馈意见ꎬ发现学生实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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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偏差应及时进行纠正ꎮ 教师的指导过程系

自主管理可以解决指导教师数量不足的

统会 自 行 记 录ꎬ 以 方 便 学 校 对 指 导 教 师 的

问题ꎬ也增加了学生实习的广度ꎬ还可以帮助

考核ꎮ

女生脱离现场实习不便的窘境ꎬ同时提升教

２. 加强实习动员

师的指导效率ꎮ

实习动员不仅是宣布生产实习开始ꎬ更
是对学生生产实习提出要求的重要阶段ꎮ 为
了改变学生认为实习动员无关紧要的想法ꎬ
实习动员应列入生产实习考核内容ꎮ

４. 强化过程管理
为了督促学生认真实习、保证教师的有
效指导ꎬ强化过程管理是最好的办法ꎮ
借助生产实习系统ꎬ指导教师可随时检

实习动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ꎬ但最好采

查学生的实习情况ꎬ尤其是混凝土结构工程

用面对面动员的方式ꎮ 在动员会上ꎬ应明确

实习情况ꎬ并针对学生提出的共性问题、悬而

指导教师的工作内容ꎬ如实习指导时间、指导

未决的问题进行解答、指导ꎮ 指导教师每周

次数、指导学生百分率、指导记录等ꎬ更应明

至少应对全体学生进行一次检查ꎬ发现问题

确学生生产实习的相关内容ꎬ如实习时间、实

及时指出ꎬ并给出合理化建议ꎮ 对未能按时

习深度、实习内容、考核方法、成绩构成等ꎮ

参加生产实习的学生ꎬ提出警告ꎬ并督促其尽

鼓励学生在实地实习的前提下ꎬ增加线上实

快开展实习ꎬ按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ꎮ

习环节ꎬ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完善实习内容ꎮ

借助生产实习系统ꎬ将指导教师每次指

对于因故不能参加实习动员的学生ꎬ可

导学生、回答学生问题的情况记录下来ꎬ并有

在成绩上适当扣分ꎬ但分值不宜超过总成绩

针对性地集中回答学生在虚拟仿真实习中遇

的 １０％ ꎮ 对于未能参加实习动员的同学ꎬ指

到的问题ꎬ这些统计数据是教师指导学生生

导教师有义务将实习动员材料以发邮件的形

产实习最有说服力的证据ꎮ 生产实习过后ꎬ

式送达学生ꎬ并向学生确认其对实习动员内

学生可对实习指导教师进行评价ꎬ并可以对

容是否清楚、明了ꎮ

未来的生产实习指导提出意见和建议ꎬ实现

３. 引导学生加强自主管理

教学相长ꎮ

因为指导教师数量有限ꎬ指导时间难以
保证ꎬ所以保证生产实习质量的最有效方法
就是提升学生自主管理的能力ꎮ
自主管理是指生产实习小组内的学生之
间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互相学习、互相监

５. 完善考核方法
完善生产实习考核方法ꎬ保证每名学生
明了生产实习的成绩构成ꎬ可以促进学生更
有针对性地开展生产实习ꎮ

生产实习成绩构成包括 ５ 个方面:平时

督的一种管理手段ꎮ 首先ꎬ在生产实习动员

表现、自主管理、过程提交、最终答辩和加分

时ꎬ将学生分成若干生产实习小组ꎬ小组成员

项ꎮ 平时表现ꎬ主要是指学生是否参加实习

以 ３ ~ ５ 人为宜ꎬ分组方式与实习区域无关ꎬ
学生可以自由组合ꎬ设组长一名ꎮ 在实习过
程中ꎬ由组长负责督促组员按时提交实习日
记ꎬ并将当天实习中没有解答的问题录入生
产实习系统ꎮ 小组中其他成员ꎬ针对同学提
出的问题可以进行解答ꎬ针对集中的问题ꎬ组
长可以组织同学进行讨论ꎮ 如果一周内ꎬ大
家仍没有得出正确结论ꎬ可由组长负责将问
题整理出来提交给教师ꎬ以方便教师进行指
导ꎮ 学生讨论记录由生产实习系统进行统
计ꎬ用于学生活跃度评价ꎮ

动员ꎬ在实习过程中是否积极主动ꎬ占总成绩
的 １０％ ꎮ 自主管理ꎬ主要是指学生提问、回

答问题的积极性、准确性ꎬ占总成绩的 ２０％ ꎮ
过程提交ꎬ主要是指学生是否按时提交实习
日记ꎬ实习日记是否做到图文并茂ꎬ占总成绩
的 ２０％ ꎮ 最终答辩ꎬ是教师针对学生实习内
容进行提问ꎬ并根据学生回答情况给出答辩

成绩ꎬ占总成绩的 ５０％ ꎮ 生产实习加分项ꎬ
主要是对指导教师认为在整个生产实习过程
中表现相对较好的同学ꎬ可以酌情加分ꎬ加分
比例不超过总分的 ５％ ꎬ且需满足总分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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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１００ 分的要求ꎮ

四、结

[４]

语

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虽然仍存在诸多

[５]

问题ꎬ但是只要从实际出发ꎬ借助现代化的管
理方法ꎬ注重学生的自主管理、过程管理ꎬ采
用合理的考核方法ꎬ生产实习一定能提升学

[６]

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及创新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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