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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purpose of cognitive practice for marin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pecial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link from the necessity of cognitive practice, scheme setting, practice management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necessity of setting up
cognitive practice and the key points of each stage of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tdoor practice, it introduces student management, time management and route management in
cognitive practice, and summarizes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ognitive practice for other engineering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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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科类认知实习是本科教学的重要环节。本文根据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认知实习教学目的，对该教学环
节分别从认知实习必要性、方案设置、实习管理、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阐明了认知实习设置的
必要性，实习各阶段要点，针对室外实习特点，分别对认知实习中的学生管理、时间管理和路线管理三
个方面进行了介绍，总结了实习过程中注意事项，可供工科类专业认知实习准备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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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应遵循高等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坚持“通识教育、大类教学、复合创新”的
观念，梳理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全程贯穿素质教育思想，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
的统一。
坚持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是学院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凝练，建
立起与专业培养目标相匹配的课程体系。为了更好的落实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学院将以理论教学为基础，
大力推进实践教学，致力于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不断提高学生的行动能力，塑造综合能力和未来
的发展潜力。努力使实践教学形成“双基互促”、“前沿训练”、“个性创新”的特色。应重视创新实
践能力训练，加大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实践教学累计学分(学时)占总学分(学时)应达到一定比例。R 认知
实习是本科教学计划中非常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其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学以致用，印
证、gun 固和丰富课堂学习的专业基础课内容。在实践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
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2. 认知实习必要性
由于海洋工程与技术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复杂性，为使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加深感性认识，对现代
海洋工程与技术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极有必要开展野外认知实习。通过
野外实习，加深学生对海洋及各类工程基础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海洋工程与技术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野外认知及综合分析能力；同时，通过实习认识海洋工程
与技术的应用，提高学生学习海洋工程与技术的兴趣，为深入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1]。因此，根据培养
方案在大学一年级理论课程结束后安排认知实习。

3. 认知实习设置
3.1. 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在室内进行，学生预先复习理论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如复习海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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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导论中地形、沉积、海水特别是河口区海水的各类性质、波浪、潮汐、河口海岸环境等，普通地质学
中的外动力地质作用及相关地貌；搜集实习地点相关的资料，了解实习地点的区域概况、自然环境等信
息，以便实习时能把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与相关知识结合起来，使实习变得更加积极和主动；实习动员，
准备珠江河口及三角洲地形图，对实习区及各条路线进行介绍，实习分组以及实习用具的准备等等，力
求有备无患，准备充分。

3.2. 野外实习阶段
野外实习阶段，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对所选路线中各典型现象、工程等进行认真的观测、描述和记录，
灵活运用观察、讲授、启发、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首先认识河口海岸动力-沉积-地貌的基本现象
及特征，并对其发生发展过程及其成因进行探讨，进而认识人类活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实践，进
一步加深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建立对河口海岸工程、岛礁工程的综合认识。同时，在实习过程
中，培养学生独立观察、描述、记录各种现象的动手能力并能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
和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

3.3. 完成实习报告阶段
野外实习阶段结束之后，学生讨论并对野外实践中所学的知识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使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学生根据野外实习中自己亲自动手搜集到的野外地质资料，结合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独
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教师指导下自己动手完成实习报告，鼓励学生有创新内容。认知实习的最终
目的是要让学生了解本专业，帮助学生理顺学习思路，学习更有目标性。通过认知实习，需要对学生的
专业认知效果继续巩固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学生的实习质量，提出教学改进措施[2]。与此
同时，对学生反馈的收获和不足要予以记录和评估，对于优秀的报告可进行课堂汇报展示，交流实习心
得体会。

4. 认知实习中的管理
根据实习大纲安排，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应带着问题有侧重有针对性的参观和学习。实地学习的目的
是进行感知教育，让学生亲临工程现场，了解工程建设实况，感受企业氛围，是理论知识和前期了解的
进一步深化。在这一阶段，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3]。

4.1. 学生管理
由于工程现场一般比较嘈杂，分组可保证学生能听清楚、看明白，并有更多机会与老师和现场人员
交流和请教;此外，工程现场状况复杂，地面有各类设备繁忙作业，分组有利于教师管理学生，有精力和
能力照顾到学生的安全。应尽量使师生比控制在 1:10 以内。做好分组工作后，邀请或安排经验丰富的企
业导师和指导教师随队开展指导。企业导师一般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熟知工程建设各个环节，可理论
联系实际地向学生讲解每个环节中的原理或知识。

4.2. 时间管理
应根据实习计划，将实习期间的时间安排模块化，应尽量将各模块的用时细化到以小时为单位，出
发与返回时间点应尽量避免交通高峰期，合理规划路线，最大限度节约交通成本和时间。同时，实习内
容应根据实习内容和强度，中途合理安排休息和调整，如条件允许，中午可安排短暂午休，有助于学生
调整精神状态，提高实习质量；同时可避免由于长途驾驶带来的潜在隐患。如实习或参观需相关文件，
应提前按要求做好相应准备，若遇极端天气或突发状况，应冷静灵活处理，确保师生安全第一，必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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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可取消实习。

4.3. 路线管理
由于野外实习通常同一天或整个实习期间需多地辗转，实习开展之前，指导老师应合理规划路线，
提前查询天气情况，尽量细化路线，可充分利用相关工具(如导航和定位软件)，及时与对接实习单位联系，
并实时向学生更新实习安排和计划变更信息。

5. 注意事项
1) 安全保障
因认知实习地点和内容不同于理论课程的学习，其在外界环境中开展，因此，整个认知实习过程中
应确保师生安全，安全保障是开展认知实习的前提，尤其在以下方面应注意：
•

交通安全：在实习准备阶段，应向学生讲解实习路线及安排，提醒相关安全事项，并以以前实习中
发生的安全事故为例，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并准备含有详细条目的安全协议，要求学生认真学习
协议中的要求并签字保证遵守规则。

•

食宿安全：实习过程中涉及需在校外住宿或用餐的，需提前与相应单位或企业联系，并说明相关注
意情况，最好能签署相应安全保障协议，确保出现问题，师生合法权益能得到保障。

•

现场安全：由于认知实习工程现场环境复杂，实习准备阶段应向学生强调注意事项，现场参观之前
应按接待单位或企业的要求，佩戴安全帽，分组轮流参观，不大声喧哗，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触碰相
应设备。
2) 费用支出
认知实习费用支出主要包括：学校与实践基地间的交通费用；食宿费用；教室租用与专家讲课费；

参观费例如水电站。但是随着物价增长，导致认知实习成本逐年增加，需根据认知实习情况，采取一些
应对措施以最大程度地缩减开支。例如交通用车可与旅游公司进行洽谈，在确保交通安全的前提下获取
最大程度的优惠，住宿安排提前与实习所在地的实习基地联系或通过运用智能客户端如手机 APP，如能
入住本校或兄弟院校的实习基地则可在住宿成本上可以有较大程度的减少[4]。

6. 思考与建议
1) 实习基地建设
稳定的实习基地的支撑对顺利高效地完成认识实习和提高实习质量至关重要。实习基地应尽量安排
在所在校区邻近，节约路途时间和费用开支。实习基地参观内容应与对应专业培养计划对应，实现多视
角、全方位、零距离的实践平台，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专业宽度和深度的认知[5]。
2) 课程协调
认知实习内容应紧密围绕已授理论课程中的知识点，且前阶段开设理论课程应具有引导性强的特点，
通过认知实习，使学生能将理论课中抽象理论知识与专业情况与认知实习课中的专业岗位状况(包括工作
内容、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等)建立起必要的、系统的联系，引发学生对未来岗位状况的良好感性认识。

7.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未来对专业性人才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本文针对工科实
践教学中认知实习环节必要性、方案设置、实习管理、注意事项等作了介绍，鉴于未来需求，应进行课
程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在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努力提升学生对所学专业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尽早建立起专业思想和工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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