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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参与高等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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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一）企业概况 

上海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简称 UAES）是中联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和德国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总投资额为 26.68亿元人民币。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的总部、技术中心及上海生产厂建设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并在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重庆渝北空港开发区和柳州市柳东新区官塘创业园设

有分公司。凭借先进技术的优势及专业化的管理，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取得了

良好的经营业绩。产品向国内主要轿车、微车、轻型车厂家供货，并作为整车原

配件出口到欧洲、北美及日本市场。2011年公司销售额突破 95亿人民币，在中

国电喷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 

联合汽车电子主要开发、匹配和生产用于车辆应用的电子控制系统（汽油发

动机管理系统、汽车车身电子和传动控制系统）及其零部件、混合动力汽车和电

动汽车的动力系统（包含电力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在引进世界最新产品与

技术（包括汽油直喷技术）的同时，公司还坚持不懈地进行本地化开发能力的建

设。UAES 技术中心拥有国际一流的排放测试实验室、零部件开发实验室、高温

转鼓实验室、低温转鼓实验室、电子实验室、发动机室、排放转鼓实验室。其超

前的设计及配置既能有效地为国内各汽车厂商提供优质的排放测试和匹配服务，

也能满足欧洲、美国、日本等各级排放标准的测试及整车匹配要求。 

（二）学院概况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创办于 2005年，是江苏省内唯一一所由台商全投资

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学院成立 14年以来，树立了“三个注重”的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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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以人为本、学生优先”；注重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办学；注

重“服务地方、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毕业生遍及省内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成为长三角地区机电机械、汽车服务

与营销、物流经贸、信息商务一线中坚力量。“诚正、弘毅、奋进、创新”的校

训昭示着全院师生精进创新的精神风貌，负载万物的大地情怀，恪守诚信的处世

风范，志存高远的事业抱负。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已发展成为一所综合实力较强、在行业内外和同类院

校中具有较大影响的高职院校。先后荣获“江苏省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自主试点学

校”、“江苏省平安校园”、“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江苏省电子商务人

才培训基地”、“苏州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江苏省民办高校党建考核优秀

单位”、“江苏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江苏省“十三五”高等职业教

育产教深度融合（汽车工程）实训平台立项建设单位”、“江苏省高水平骨干专

业（机电一体化）建设单位”、“全省百佳学生资助工作典型单位”、“江苏省

平安校园建设示范高校”、“江苏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全国“首批（汽车

检测与维修专业）1+X 证书试点院校”等殊荣。 

工学院是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二级学院，是“江苏

省产教融合汽车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立项建设单位；“江苏省示范院校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重点专业”建设单位；“苏州市优秀新课程”建设单位；“昆山市区

镇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单位。学院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训和毕业生质

量提升，汽车专业学生连续多年在江苏省高职院校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奖，学生普

遍专业技能强、综合素质好、工作岗位适应快，就业竞争力强，深受用人单位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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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宗旨 

本着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原则，充分

发挥企业和学校资源优势，一方面为上海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培养、输送高素

质的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帮助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提升汽车专业教学水平，增

加学生的就业渠道。合作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全方位、多层面的校企合作关系，

实现“企校共育技能人才，协力服务地方产业”。 

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具体做法 

（一）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工学院每年组织开展“政行企校”汽车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通过对汽车后

市场发展现状，人才需求情况,职业岗位知识、技能、素质要求等进行调研，把

握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及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与学校共同定位

人才培养规格、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共同提出专业改革新思路和新方

案。 

 

 

2.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 

为满足个性化订单增长的需求，根据职业岗位培养目标,从学生职业生涯发

图 1 第二届汽车专业指导委员会会议 图 2 第四届汽车专业指导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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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发，上海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与汽车专业共同构建“平台+模块”的能力

培养体系（如图 3）及“理论+项目训练”模块、“专门化项目训练”模块、“企 

 

 

业实境训练”的模块化课体系。该课程体系根据企业的需求，将开设的课程划分

成通识素质课、专业核心课程和职业拓展课程。学生在完成通识素质课程和专业

核心课程后，与企业共同商定并确定职业岗位方向进行职业拓展课程学习，最后

进入企业开展实践练习，其中专业核心课程即专业平台课程是根据企业岗位能力

需要和职业标准为依据设置的课程体系，如图 4。而职业拓展课程则是根据企业

岗位项目需求量身定制，包括汽车车身附属电器、汽车加热通风及空调系统、汽

车营销服务管理信息等课程。课程内容设置与企业生产相结合，使学生尽快适应

工作岗位。 

 

 

 

 

 

图 3“平台+模块”能力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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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构建“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 

“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一方面学校将课堂前移，课堂设在企业现场（图

5）；另一方面企业将工作实境搬进学校课堂（图 6）。通过学生与企业“零距

离”接触，学生一边学习一边以实习员工的身份直接参加企业的岗位能力训练，

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具社会性，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让学生真正能成为强

实践能力、高技能的人才。校企合作采用双主体模式开展人才培养，学校负责学

生校内教学理论及实践教学管理,企业负责企业文化、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现场

顶岗实习教育及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计划及课程安排等等，双方分工明确，相互

协调顺畅。 

人才培养安排方面，学校与企业做到无缝对接，计划中既有企业人才培养部

分也有学校人才培养部分，在时间上做到按照知识结构的先后顺序合理衔接。人

才培养评价机制多元化，企业和学校分别从学生的不同方面进行详细评价，为学

生指明发展方向。 

图 4 校企共设课程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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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开发课程实训项目 

课程项目化立足职业岗位要求，把现实职业领域的生产、管理、经营、服务

等实际工作内容和过程作为课程的核心，把典型的职业工作任务或工作项目作为

课程的主体内容，并与国家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要求相衔接，若干个项目课程组

成课程模块，进而有机地构成与职业岗位密切对接的课程体系。在开发课程实训

项目的过程中，企业参与至关重要。通过上海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的深度参与，

校企共同开发了汽车专业课程实训项目（表 1）并有效实施，提高了专业人才培

养的针对性，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岗位工作能力。 

表 1 校企共同开发实训项目 

序 

号 

实训项目 课 程 企业参与人 

1 发动机缸体磨损测量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陈惠芬、乐鹏 

2 活塞连杆组的检查与修理 

3 气门的测量 

4 气门间隙的检查与调整 

5 手动变速器壳体的测量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陈惠芬、李建国 

图 6 企业技术人员进课堂 图 5 课堂前移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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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驱动桥壳体的测量 

7 方向盘自由行程的测量 

8 制动盘间隙的检查与调整 

9 点火开关电路的测量 

《汽车电器构造与维修》 张亮、乐鹏 

10 点火系统的检测 

11 燃油系统的检测 

12 电控系统传感器检测 

13 前照灯的检查与调整 

14 气缸密封性检测 

《汽车检测诊断技术》 李建国、张亮 

15 制动踏板自由行程测量 

16 汽车四轮定位检测与调整 

17 汽车尾气检测 

18 启动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 乐鹏、张亮 

19 点火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20 燃油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21 前照灯故障诊断排除 

22 转向灯故障诊断排除 

23 电动车窗故障诊断排除 

24 空调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三）企业捐赠助力专业建设 

为实现“零距离”对接企业，上海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先后多次向学校工

学院捐赠教学设备，到目前为止为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工学院接受捐赠设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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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共 20 余万元，形成汽车维修保养为一体的教学实境；同时还提供学生校外实

习实训基地，真正实现了校企无缝对接。        

三、合作成效 

（一）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校企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实训项目、企业能工巧

匠讲实践、校企联台技术研发等举措,使人才培养更加符合生产需要,使课程教学

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更加紧密,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高了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在 2021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我校汽车专业学生荣获“新能

源汽车技术服务”和“汽车检测与维修”赛项三等奖。 

 

图 7图 8 职业技能大赛现场照片 

（二）校企合作结硕果 

进一步加强了学院与企业的合作，实现校企共同发展。近几年来，学校和企

业合作共同开发了系列校企合作项目化教材（图 9），实用新型专利多项（图 10），

使汽车系在教学实践、教科研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提

升，科研成果、教材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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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成立了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学生的组织机构 

工学院与企业管理层面建立了校企合作教学指导委员会，教研室与 4S 店这

一级建立实习实训工作小组。通过这些层面的有效衔接，使校企合作办学得以顺

利进行。 

（二）校企共同建立了合作运行机制 

学校和企业明确各自的职责，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书》（图 11）及《优秀

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合作建设责任书（图 12）加以保障，进一步明确校、企双

方的地位、作用和关系。二者是共同培养的伙伴关系，学校对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负责，发挥主导作用。把合作培养看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人力、物力、财

力上给予支持，直接参与人才培养，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

共担的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图 9 校本教材 图 10 专利 



10 
 

 

 

 

 

 

 

 

五、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遇到的问题 

（一）企业参与办学激励政策不够 

政府促进校企合作办学的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不够，企业参与职工教育得到

的实惠不多，责任意识不明确。建议对企业因接受实习生所发生的与取得有关的、

合理的支出，可按照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一些企业存

在落实困难的问题，应将企业开展职工教育的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 

（二）相关政策执行不到位 

国家和地方尽管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但政策只停留

在一些宏观层面，没有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企业捐

赠设施设备支持职业教育，既履行了社会责任，也为企业自身培养后备人才出力，

同时企业可以利用共建的实训基地培训在岗员工。 

（三）加强吃苦耐劳精神培养 

现在的学生，从小生活环境优越，顶岗实习之后一时难以从学生角色转变为

职工角色，无法适应工作环境，导致校企合作辛苦培养的人才，最终不能够为企

业创造价值。因此，学院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方面、在培养学生的职

图11 校企合作协议书 图 12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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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同度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