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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力士乐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19） 

一、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情况 

（一）企业简介 

博世集团 2018 年销售额 779 亿欧元，排世界 500 强第 75 位，拥有 410000 名员工。

其业务包括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工业技术、能源和建筑技术以及消费品四个领域。从

1978 年进入中国以来，博世力士乐已经在北京、武进和西安建立了生产基地，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份，拥有 3030 名员工。1996 年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2002 年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2003 年引进液压泵和马达

组装生产，2005-2006 年新厂区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后投入运行，2008-2009 年风

能发电机齿轮箱开始生产并且风能厂区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2010 年获得

ISO9001、14001 以及 OHSAS18001 认证，2016 年完善北京工厂移动控制及紧凑型液压

业务，2018 年获得北京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

业等荣誉称号。  

  

（二）校企合作概况 

博世力士乐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简称电科院）合作的基本情况是：2005 年共

建气液电培训中心；2007 年建立“博世力士乐中国知识合作伙伴”，其他三个学校是南

京工程学院、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和香港理工大学，建设了博世力士乐气压传动实训

室和液压传动实训室；2008 年在电科院设立博世力士乐奖学金；2009 年在电科院设立

博世力士乐订单班；2011 年电科院获得博世力士乐全球 TtT 证书；2012 年双方共同举

办液压气动师资国培班；2015 年在电科院成立博世力士乐创新实践中心。2016-至今，

双方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合作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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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博世力士乐是百年学徒制企业，博世中国学徒培养中心 TGA China（TGA ，Technical 

Industrial Training）遍布全国 7 个城市。 

 
图 1 博世中国学徒培养中心分布 

博世中国学徒制职业岗位发展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 博世中国学徒职业岗位发展 

 

博世中国学徒制采用双元制教育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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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博世中国学徒双元制教育过程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成立了学徒培训中心 TGA，与电科

院 2016 年开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如图 4 所示。 

       

图 4 博世力士乐现代学徒制合作培养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与电科院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与互融，为博世

力士乐培养出了满足企业生产和管理需求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作为合作的一方，博世

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近年来在经费投入、技术支持、课程建设、实践实习、教

师培养等多方面提供支持，使教学质量得到了保证。 

（一）经费投入情况 

学徒期间，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支付给学徒的生活补助标准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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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生活津贴 350 元/月/人；第三学年：每月支付实习津贴，以当年市场水平为准，

目前是 1700 元/月/人。 2019 年，电科院学徒制班级学生刘向前作为博世力士乐优秀学

徒，被公派德国总部研修 6 周。全年为来自于电科院、天津中德的 15 名学徒培养投入

经费超过 40 万元。 

（二）技术及设备投入情况 

2019 年，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对电科院气压传动实训室和液压传动实

训室进行了设备保养与维修维护，满足了校内正常教学的开展。同时，在 TGA 建立了

模块化机电一体化工业 4.0 培训线，满足了学徒在企业的实践训练。还有，博世力士乐

（北京）液压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了电科院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多

次接待了校内教师到企业参观调研，面向智能制造新模式新业态需求校企双方共同开展

了职业岗位能力分析等。此外，如表 1 所示，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工程师

参与了电科院校内课题研究。如表 2 所示，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工程师参

与了电科院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指导工作。 

表 1  博世力士乐工程师参与课题研究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1 基于单缸双向自动送料多功能装置的系统设计研究 

2 金属片弯曲机控制系统设计 

3 磨削加工气动比例控制系统的实现 

4 多缸顺序动作控制实现的方法研究与对比 

5 液压夹具中比例阀压李控制测试分析研究 

表 2  机电及自动化专家指导现代学徒制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1 双手动安全操纵的平板压力机控制系统设计 

2 调压阀的设计与制作 

3 伺服分拣工作台的设计与制作 

4 工作台伺服控制模式的探讨 

5 螺旋千斤顶的设计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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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投入情况 

电科院实践教学配置博世力士乐创新实践中心如图 5 所示，具有博世力士乐液压和

气动实训台各 16 台套，教学项目包括液压与气压元件的认识，设计并搭建简单的液压

气动控制系统，液压气动系统仿真，PLC 控制与 PID 控制以及液压气动系统故障排除等。 

 
图 5 博世力士乐创新实践中心 

如图 6，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 TGA 实践教学配置有基础技能、车铣

加工、电气自动化和工业 4.0 等设备。 

 
图 6 博世力士乐 TGA 创新实践中心 

（四）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投入情况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自 2016 年与电科院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以来，

开发的课程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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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至今面向现代学徒制学生开发的课程 

 
 

（五）师资团队建设情况 

在学徒培养方面，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 TGA 成立专职培训教师团队，

如图 7 所示。 

 
图 7  TGA 培训教师团队 

如图 8，由 TGA 负责人周文静老师参与的电科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团队入选北

京市专业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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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北京市专业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三、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保障 

从 2005 年起，企业与学校的合作一直在双方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下进行。双方对

协议内容的遵守及责任的履行，保证了合作的持续及合作的双赢结果。企业领导也加入

到由学校组织成立的“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等机构中，直接参与学校的建设和

发展工作等。随着企校双方合作的深入，为了满足企业生产技术的变化所带来的对人才

需求规格的变化，企业积极参与学校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等教学、

教改工作，定期召开企校例会，及时沟通信息，反馈学生在企业中的表现，并安排现代

学徒制培训部门的专人负责联系和沟通工作，保证了企业的需求和学校的教育不脱节。 

2019 年，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直接参与了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机

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从中引进企业液压气动教学项

目融入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中，采用典型工作任务的方式进行教学，使人才培养目标符合

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企业的要求。 

另外，企业还对学校提出的安排教师到企业实习实践做出积极回应，从 2005 年与

学校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已经先后安排了多名教师和学生到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

限公司企业进行带薪实习，其中，2019 年安排学生 10 人进行带薪实习。此举对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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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生的实践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四、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成效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在校企合作模式、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和实践，在现代学徒制培养和学生

带薪实习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企校合作，构建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模式 

从学生入学开始，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组织专门的学生与企业“双选”

活动，以“准员工”标准录取学生，进行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在培养过程中，博世力士

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培训部门和学校共同开发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基于

典型工作任务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共同建立评价体系，

制定评价标准，共同参与学生评价，要求学生必须同时取得毕业证、国际高端企业或行

业职业资格证书后才能准予进入企业工作，执行“双导师、双评价、双证书”制度。2019

年，有 2 名学生毕业后到博士力士乐工作，因为学生们是经过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在

专业技术技能及软技能方面都明显高于普通员工，因此深受各车间欢迎。 

（二）企业牵头，为学校相关专业学生搭建带薪企业实践平台 

在双方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在寒暑假期间，为学校相关专业学生提供带薪实习的岗

位，通过在放假前，对学生进行企业文化和相应的岗位说明，对参加带薪实习的学生进

行面试，双向选择，让学生能够通过假期的带薪实践，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非专业能力，

融入企业文化氛围。2019年，为10名优秀学生提供了带薪实践岗位。 

（三）立足长远，为学徒制培养员工建立长久的发展途径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为学生提供多途径的发展通道，为学生离开学校

的后续发展打造平台。学生们入厂后，部分人员已经成为各车间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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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题与建议 

通过与公司内部各用人单位进行研讨，汇总各车间主要负责人意见，根据智能制造

领域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并结合目前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现状，下列问题有待改善： 

（一） 现代学徒制培养人数和质量问题 

近几年北京市的生源数量在持续下降，给学校的现代学徒制的招生带来很大的挑

战，在招生数量和质量上如何保证博世力士乐的需要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建议学校加

强宣传，扩大考生对博世力士乐及其岗位性质的认知，同时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尽

可能多地吸引优秀的考生选择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二）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持续改进问题 

随着企业智能化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线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方面也得

到不断地提升和改造。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专业课程设置也应随着企业的发展变化和

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改进和调整。为了解决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异问题，企

业组成专门的工作小组，工作内容旨在对学校制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进行

重新的规划和调整。调整方案得到了机电工程学院教师团队的认可，也对任课教师能力

提出了新的要求，还有待后期通过培训不断地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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