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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完善职业教育研究方法是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现阶段，职业院校普遍运用教学研究方法是以教
师为中心讲授方法，学生期盼的则是参加形式学习方法。与此同时，多数教师未接受过专门型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教育，教学过程中
通常受到教学方法选择难和教学效率低困境。针对于此，研究新时代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变得至关重要，以期形成具有职业教育特征
的教学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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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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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is stage, the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 commonly used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he teacher centered teaching method,
and what students expect is the learning method in the form of participation. At the same time, most teachers have not received speci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y are often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in choos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low teaching
efficiency. In view of thi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form a teaching
method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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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6 日，教育局发布《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
划（2 0 2 0 - 2 0 2 3 年）》通知，加速重构横向贯通与纵向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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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分类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多重研究方法的界定存在争议

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培育更

新时代对职业教育研究方法界定的争议主要展现于定性研究

多高质量技能型人才。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途径较多，其中

之中。定性研究是学界普遍使用的职业教育研究方法，但是对

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变革是实现教学目标，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

于定性研究显著划分为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将职业教育定性研

渠道。尤其是当职业教育教学目标清晰、教学内容确认之后，

究直接等同于质性研究，另有一部分学者则将职业教育定性研究

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就成为教师可否按时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核心

理解成纯粹“书斋研究”。例如，张瑞（2 0 1 1 ）认为职业教

因素。故此，职业院校教师要学会教与善于较，就必须懂得职

育定性研究方法具有“到达实地、到达现场，重视情景、重

业教育研究方法。鉴于此，深入探究职业教育研究方法，为职

视联系”等特点；周宏敏（2 0 2 1 ）将定性研究界定为“一种

业院校教师改善教育研究方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借鉴。

自然情景之中以搜集定性资料为核心，借助诠释和移情的渠道，

1

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内涵

揭露与理解社会现象及其内部含义”的职业教育研究方法。以

关于职业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且具体分类标准和界定均有

上学者将职业教育定性研究界定为质性研究。另一种学派研究人

所不同。鉴于研究方法分类复杂情况，促使相关研究结果愈加

员，何满宏（2 0 1 9 ）和赵蒙成（2 0 1 9 ），将职业教育定性研

清晰，将对职业教育研究方法详细剖析。新时代职业教育研究

究界定成利用经验总结、逻辑研究和哲学思辨研究的方法对职业

方法涵盖思辨研究、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四种。思

教育进行研究，其主要立足形而上的思辨传统，故与“思辨”

辨研究方法是研究人员利用哲学类辩证方法，分析事物或现象逻

密切联系。由此，对每个职业教育研究方法给出清晰化界定，

辑，阐述自身思想或理论，涵盖理论思辨、经验总结和历史研

是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大任务。

究。量化研究方法是研究人员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功能及其相应
关系有效测量，以全面掌握事物本质规律。例如，统计调查、

2.2 研究方法的分类结构不清晰
MECE 原则是分类事物的重要原则，意味着“互相独立和完

实验法、内容分析与二次分析。质性研究方法是研究人员通过

全穷尽”。相互独立表示相关问题的划分处于同一种维度，且

与被研究者之间互动交流，深入、细致恶化长期体验，并获得

精确区分，不可以重复叠加；完全穷尽则表示全面化、周密化

事物本质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涵盖案例研究、叙事研究和

和无任何遗漏。现阶段，诸多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分类难以满足

田野调查。混合研究方法是研究人员立足实用主义主张，在分

上述两种原则。一方面，违背职业教育研究方法的独立性原

析过程中协同筛选量化与质性两种方法。

则。从当前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分类而言，多维度视域下职业教

176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尽管可以打开人们视野，但是新时代创新教育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探寻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针对

方法的情形下，存下研究方法分类界限不清楚、研究内容相互

当前课堂教学重点利用讲授方法，教师照本宣科，学生被动接受

糅杂等一系列问题。案例研究和叙述研究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研

情况，相关部门融合国家新发展格局，深化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变

究方法之一，其性质和联系处于模糊状态。大部分学者将职业

革，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职业教学效率。整体而言，新时

教育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分开进行论述。也有部分学者将叙述研

代下相关部门只有将职业教育研究方法深入变革，才能真正达到

究和案例研究作为同一个概念交互利用。张健（2 0 1 4 ）认为，

优化研究方法的效果。

尽管职业教育研究和案例研究具有共同理论背景，但依然有职业

3.2 强化教师专业教学理论培训

教育研究方法和理论层面的巨大差距：叙事研究方法是表达方

教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门艺术。教师单纯具备渊博专

法，而案例研究方式则是一个特定的情景。然而，由于每件事

业知识，无科学化职业教育方法也是难以较好学生。正如叶圣陶

情的发生均有特定环境，而案例研究方法又通常以叙事为重要表

著名教育学家所言：
“老师理应熟悉教材内容，问题在于利用这些

达方法，故此也可以称作为叙事型的案例研究。在这一情形

教材将知识与技能传授至每个学生。教学与学习的联系不单单是

下，无法将叙述研究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完全分开，因此可以

授予和接受的联系。教师将铅笔发放给学生，只要教师给学生，学

将二者看成同一概念。职业教育研究内容的杂糅不仅表现于子类

生就即可收到。教授课程可并非如此，若不得其法，只照着课本

的互相交融，还表现于多维视角下的过度型重新组合。张胜军

宣讲，学生可能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知识。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从

（2010）将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划分为 6 种类型，依次为思辨型、

企业聘请而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均具有相对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就

理论型、实践型、哲学型与定量型等研究，其分类体系中每个

是不知如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

子项目并非独立存在，多维度的重组产生研究方法的相互纠缠、

3.3 筛选具备职业教育特征的研究方法

区分不清楚的状况。第二，违背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完整性原

在课程内容设计方面，职业院校应积极遵循技术知识特点，

则。肖淑秀（2017）将职业教育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归纳总结

选择出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研究方法，提升教学质量。职业教育

成一大重要类别，但没有将职业教育具体研究方法进行有效罗

技术知识教学方面，教师应注意融入最新职业教育特征的研究方

列，这一分类方法并不能全面总结既有研究方法。

法，促使理论形态更加能够体现技术性。与此同时，职业院校教

2.3 学术研究方法缺少规范性

师应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学条件、教学目的和教学对

规范学术研究方法是确保学术研究质量的基本举措，通常要

象特征，积极完善技术知识教学选择的研究方法。例如，技术原

求学术文章资料详实，观点清晰，论证严密。通过观测样本，发

理知识的表现形式为原理、定理、概念与定义，能够以理解与记

现诸多文章的研究方法存在不规范现象。例如，思辨研究方法以

忆方式获得知识。技术实践知识主要是工作环节知识，少数可以

理论思辨和经验总结为主，其以经验性材料当作论据对相关论点

通过编码成为技术原理知识，多数则是属于个人经验的知识，学

进行分析，该方法的说服力不够强，而通过分析样本研究得知，诸

习与掌握此部分知识比较重视“做中学习、做中教学”
。

多思辨研究方法的经验性材料一般以主观经验，部分尽管进行客

3.4 全方位改善职业教育研究方法

观验证，但是没有标注清楚资料来源与出处，研究所利用资料重

第一，构建以实证为主的职业教育研究方法体系作为标准。

点源自于既有文献，然而61%研究通篇没有明确化搜集资料方法；

职业教育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量化研究过程中，抽样程序与方法都存在缺乏规范的问题，部

已经遭遇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以教育思

分研究甚至无取样说明，严重缺乏问卷信效度报告，难以确保数

想家理论为指引。由此，职业院校教育研究方法的完善需要大部

据的有效性和可信性。

分学者对职业教育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探究。第二，探寻多元

2.4 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单一化现象严峻

化研究方法。职业教育体系不只是值得研究与发展的学科，更是

纵观采用研究文献样本，依然以思辨研究方法为主导，而

研究的核心范畴。在职业教学过程中积极改善思辨研究方法，提

思辨研究方法又以理论思辨方法较多，
理论思辨研究方法是构建基

升科学理论的有序发展。

于经验的纯粹哲学思辨的方式，各学术研究论证环节良莠不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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