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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relevant theory of staff training,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collat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arries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to the power company staff training.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aff training of power enterprises has a whole analysis and grasp, and then finds
out that the existing demand of staff training in power enterprises is not clear, the related system
of training unreasonable; the training method is simple, to some extent, it will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staff training and related
motivation theories,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ut forward timely countermeasures to ensure
timely and effective training. The research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of employee training system, improve the staff training ability of power enterprises, further improve the social benefits of the enterprises training projects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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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了员工培训的相关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整理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电力企
业员工培训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通过对电力企业员工培训的现状进行整体的分析和把握，然后发现
了电力企业员工培训存在的需求不明确，培训的相关制度不合理，培训方法单一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会制约我国电力企业的发展。结合员工培训以及相关激励理论、原则、方法，及时地提出对策，
保证培训工作及时、有效地开展。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是对员工培训体系的不足进行弥补，提高电力企
业自身的员工培训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培训项目实施单位的社会效益，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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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现状
每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人力资源的数量以及质量是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电力企业
因产品的基础保障性以及社会服务性等特点，其人力资源管理也具有特殊性。电力企业人力资源中熟悉
单一业务的人才多，复合型的人才少，人员结构构成比较复杂。电力企业是集资金、技术于一体的企业，
往往需要许多高素质的人才。由于电力企业是传统的企业，员工已经习惯原来的工作方式，他们对计算
机技术不熟练又不愿意做出改变，再加上企业本身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不如新型产业，导致电力企业的
员工结构设置不合理。员工素质偏低是电力企业的一个特点，电力企业长期以来垄断经营，管理封闭，
造成用工制度的社会性萎缩。企业虽然也对员工进行培训，但是当员工培训与企业的短期利益有冲突时，
企业往往削减员工的费用，就导致员工培训只是表面文章。电力企业管理人员的创新意识不强，长期受
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安于现状，观念还停留在人事管理的旧阶段，没有建立起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人力
资源管理模式，因此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无法适应变革的需求。许多电力企业虽然将“劳动人事部”换
为“人力资源管理部”，但终究是换汤不换药。
通过对多个电力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了电力企业在人力资源结构中存在的问题。电力企业的人才
队伍中，人口老龄化的现象非常严重，年龄普遍在 35~45 岁之间，年轻的技术型人才非常短缺。员工在
年龄、学历以及意识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1]。

2. 电力企业员工培训的特点
2.1. 员工培训的内容的技术要求高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力企业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遭受了众多挑战。Esteban-Lloret (2016)
认为员工培训对于研究人力资源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员工培训能够提高组织的效率[2]。科技和体制的
推动下，供电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这就对电力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更为苛刻。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
越离不开电，电网设备不断地增加，实际工作中，电力调度、设备监控、设备维护等都需要显著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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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电力企业技术比较落后，人才素质比较低的现实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现实中的问题为电力
企业的企业管理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对员工的个人素养，知识储备，技能操作有了新的标准。在电力
企业这个特殊的行业里，员工在专业技能岗位上和操作管理岗位上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的
操作能能力。

2.2. 员工培训任务的难度大
在最近几年里，电力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的投放力度不断地加大，但是取得的效果甚微，其主要的
原因是电力企业的发展已经引入了瓶颈期，虽然设备在逐步完善，但是企业的管理方式却跟不上电力设
备的更新换代。一方面，公司的员工的思想无法与企业的管理思想相结合，他们在心里甚至产生了抵触
情绪，新的管理思想因而得不到实施。另一方面，电力企业的知识管理结构老化，缺乏创新思维。公司
员工在本身的职务上的知识储备不足。因此，电力企业应该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加强对实际工作岗位的
培训，使公司的人才培养和发展按照一项持久战的方式来完成。

3. 电力企业员工培训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有效的需求分析
在计划和每项培训活动之前，组织都需要对组织和成员的目标、知识、技能等进行系统研究，以确
定是否需要培训和培训的内容。对于大部分电力企业培训管理部门来说，他们并不清楚员工真正需要什
么技能与知识，什么样的培训有助于员工的素质提升和发展，能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对于培训需求
的制定，目前各电力企业基本上是根据上级公司的培训计划和下级各车间提报的培训计划进行简单地整
合，对于各部门提出的培训需求是否与企业发展战略相一致，是否具备培训的可行性等问题缺乏必要的
评估[3]。培训需求分析是企业培训活动的起点，对培训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电力企业的培训
需求分析出现了偏差，培训的实施就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3.2. 培训方法单一
电力企业的培训采用的方法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授课形式向培训人员传授知识，这种方法要求受训
的人员的同质性比较高，是一种单向沟通的方法，受训人员比较被动，多用于一般性的知识培训。电力企
业采用的这几种方法缺少与市场需求、生产实践需求的有效结合，显得过于单板与落后。在实际的工作中，
能将理论应用到实际中的人很少，这主要是因为教学方法的死板，在培训的过程中，全程都在向培训人员
灌输知识，理解也就停留在了表面。其实培训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方法，例如工作实践培训，角色扮演，
工作模拟，网络学习等。方法恰当的选择对于培训的实施效果具有深远的影响，相反，单一固定的培训方
法不能适合所有的培训人员，不仅会引起受训人员的反感，而且最后取得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3.3. 缺乏有效的培训效果评估
在所调查的企业中，90%的员工认为培训过后并没有相关的效果评估，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电力企
业员工培训效果评估工作不到位。对培训结果进行评估，是为了了解培训项目实施的效果、发现员工培
训存在的优势以及不足。没有相应的培训效果评估，员工培训前后工作效率、工作态度等方面的变化也
就无法准确得出，培训过程出现的问题也会被忽视，进而导致培训达不到原来想要达到的效果。

3.4. 培训课程陈旧且缺乏针对性
在一次访谈中，15 名员工说自己之前接受过差不多的培训，培训当中所使用的教材中基本上也没有
改变，这种情况很难有创新之举，员工对此也没有热情，培训的效果满足不了电力企业对员工相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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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电力企业现在主要是以通用类的课程为主，以便帮助员工提高业务能力。课程的内容是比较基
础的内容，进阶类课程比较少。由于这些不足电力企业的员工培训要做到具有针对性就很难，而且不同
层次上的员工的培训内容是一样的，没有充分考虑个体的差异，培训的效果大大折扣。员工在培训时比
较枯燥，不愿意去学习，觉得没有挑战性。电力企业的员工培训的内容不具有连贯性，只是知识的简单
性的累计。电力企业在培训过程中只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差异，不重视员工价值观念上的不同。

4. 解决电力企业员工培训问题的对策
4.1. 加强员工培训需求分析
电力企业的员工培训活动不是盲目开始的，只有当企业具有培训需求时，培训活动才有实施的可能。
培训需求分析就是计划和设计每项活动之前，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技术，对组织及其成员的目标、知识、
技能等方面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以确定是否需要培训和培训内容的过程[4]。培训需求分析是培训的起点，
决定培训的方向。对于电力企业而言，当出现企业层面的问题时，需要进行普遍性的培训；当个人层面
出现问题时，只需要针对特殊人员进行特殊培训。
在电力企业员工培训组织分析中，要对电力企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发展方向进行分析，还要对企业的
整体绩效进行分析，与企业的目标进行对比，确定企业层面上需要什么样的培训，战略上存在什么问题。
电力企业人员培训需要进行任务分析来确定各个职位的任务以及达到任务的标准，也包括完成这些任务
对员工各方面的要求。进行任务分析时，第一步，要选择有效的方法，列出职位中需要完成的任务顺序；
第二步，将列出的清单进行确认，明确任务的执行频率，每项任务花费的时间，努力完成任务的时间，
完成这些任务的难度；第三步，对任务所需要的标准进行界定；第四步，完成每项任务的 KSAO。对员
工进行分析，这在电力企业中很容易被忽视，但是不可否认人员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人员的分析是针对
于员工进行的。首先，要进行个人的绩效分析，影响绩效的因素有个人特征、反馈、投入、产生、结果。
然后分析员工现在的职位状况和以后对职位的要求情况进行比较，确定将来的职位诉求。最后，了解员
工对于培训的看法，员工会接受什么类型的培训。任务分析和人员分析同样重要，两者均需倍加重视。

4.2. 采用多样化的培训方法
对于企业的发展，19 世纪依靠的是资本、20 世纪依靠的是技术、21 世纪依靠的是培训[5]。电力企
业不断地发展变化，传统的培训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不断的更新培训方法，而不仅仅局限于授课的方
式。电力企业可以采用体验式培训，建议电力企业今后在新的培训思想下，继续坚持不断创新，注入新
的元素，提升员工团队的整体合力。电力企业设备昂贵，因此电力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旧的设备，作为公
司的培训器材，方便员工进行体验式培训，增强员工培训的动力。有效地利用设备条件和软硬件功能，
课堂当现场，现场当课堂，把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使用激励促学法、典型劳动法、实际演练法，为电力
企业持续稳定、整体协调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虚拟培训作为一种新的方法深受员工的喜欢，电力企
业的受训人员可以通过某些设备感受特定环境的刺激，并根据各种设备驾驭环境、操作对象、操作工具，
达到培训的目的。虚拟培训它有自身的优点，即：自主性、安全性、超时空性、防真性。受训人员可以
自主地选择和组合虚拟培训场地和设施，学员也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是虚拟培训脱
离了现实培训的风险，并能从培训中获得感性知识和经验。

4.3. 提高员工的有效性评估
员工有效性评估要依据培训目标衡量预期的结果，对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具
有重要的意义。培训效果评估是利用适宜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收集有关数据，并将其与整个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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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需求联系起来，明确培训项目的优势、价值和质量的过程，达到了什么效果，取得了哪些成绩[6]。
电力企业为了保证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评估的过程必须符合规范，计算其收益，做好评估反馈工作。
有序的评估程序是正确评估的保证。
在评估的时候，需要四个步骤。首先，需要确定评估目标，包括评估的可行性分析、培训评估的项
目、培训评估的目标、评估是否开展的确定。其次，需要制定评估方案，为保证评估方案的合理性要征
求内部人员和专家的意见。评估方案包括评估的项目、评估的目的、评估时间、评估地点等。然后就需
要实施评估方案，包含收集信息和整理分析信息。因为信息的收集是通过不同的过程，信息的形式也不
同，就使得整理分析信息显得尤为重要。最后一步是评估工作的总结，对电力企业的员工培训工作的进
展进行总结评价，发现存在的不足，为下一次工作的开展总结经验。

4.4. 树立正确的培训观念
电力企业要想培训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正确的观念是必要的，观念引导行动。首先，需要管理者正
确对待培训，拥有要把培训做好的决心。正确的员工培训能提高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有助于企业长远目
标的实现。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这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对员工进行培训可以使他们感受到企业对自己
的重视，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水平。员工培训有助于培育企业文化，电力企业应重视员工培训，并给予
资金技术支持。
普通的员工也应该重视培训，树立积极的培训观，正确认识员工培训对受训人员的自身的推动作用，
提升工作能力，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为企业做出贡献。员工也应该正视员工培训过程的不足，为企业提
出建议，而不是一味的埋怨，充分考虑企业的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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