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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enterprise joint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is the effective measure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n effective way of applied talent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bout “3+1” training mode of industrial design in Geely University, university-enterprise joint training mode about Geely wa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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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就业的有效手段，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本文结合北京吉利大学汽车学院工业设计专业“3 + 1”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经验，对吉利集团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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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企联合人才培养现状
1.1. 国内现状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现状不尽如
人意，可谓“叫得响，落不实”，存在诸多问题。例

企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不够，校企合作处于“认知实
习、生产实习”等简单协作，对人才培养工作促进作
用有限；合作程度不高，停留在表层，合作模式单一，
缺乏长远规划和深度合作内容[1]。
这些问题反映出在我国高职教育中，还没有建立

如，企业缺乏合作的内在动力，不能积极参与，普遍

起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

存在学校一头热的状况；合作只是停留在文件协议上，

地区经济发展和学校实际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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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职院校与企业长效合作，互利共赢，共育高技
[2]

能人才，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

1.2. 国外现状
发达国家校企合作发展高职教育的主要形式大
致有以下几种：
1) 企业为主、学校为辅合作办学形式。德国的“双
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是这种校企合作形式的典型代表。
2) 学校主导、企业支持形式。英国“三明治”教
育和美国的“学工交替”教育属于这种形式。
3) 企业与学校合股办学形式。这是发达国家扩大
职业学校自主权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结果。
4) 企业独立办职业学校。20 世纪中后期崛起的
日本、韩国都有鼓励企业创办学校的政策出台。

学院于“工业设计”专业中，选拔部分学生从第三学
期开始至第八学期止，到吉利汽车研究院学习和实训。
2) 吉利大学为全面落实“3+1”人才培养模式的
要求，汽车学院从企业岗位能力需求和学生现有能力
水平出发，和吉利汽车研究院联合对学生进行培养。
3) 吉利大学为贯彻“人格本位”的教育理念，让
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完善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综合
素质。
4) 吉利汽车研究院为满足人才储备及培养，通过
和吉利大学汽车学院联合对学生进行培养，按照整车
开发流程进行培训，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岗位能
力，削减了学生就业后需要在研究院进行培训的过程，
使学生毕业后马上能上岗。

3.2. 联合培养计划

很多研究者引介推广国外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
先进经验，但是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必须结合我国国

1) 第一学年，吉利大学汽车学院对校企联合实习

情、地区差异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实际水平，不能

生讲授语文、计算机课程、英语、高等数学、机械制

照搬照抄。所以深化和完善符合本地区和本校特点的

图、液压与气压基础、机械制造基础等设计基础课程。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更
需要大胆地创新[3]。

2) 第二学年、第三学年，赴吉利集团学习，吉利
大学汽车学院安排老师来吉利汽车研究院对校企联
合实习生集中面授部分课程。

2. 吉利集团校企联合人才培养
吉利集团是较早建立“校企合作”、自主办学典
型的、成功的企业。在创办汽车企业的同时，吉利在

3) 第四学年，吉利汽车研究院对校企联合实习生
进行岗位培训，按照整车开发流程进行培训。

4.“3+1”培养模式实践效果

浙江临海办起了第一所汽车工业学校。随后，吉利相
继投资创办了北京吉利大学、海南大学三亚学院、浙
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汽车工程学院。这几所学
校为吉利汽车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吉利大学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针对企业生产
发展的需求和人才队伍实际情况，不断探索符合企业
需要的职业教育模式，创造出具有吉利特色的人才教
育培训模式——“3+1”人才培养模式。分别是指 3
年企业学习，1 年的职业学校的学习。该模式主要特
点是职业教育指向性明确，从社会和岗位需求出发，
以终为始，缺什么，学什么。

3. 工业设计专业“3+1”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3.1. 联合培养目的
1) 吉利大学为适应订单式培养人才的特点，汽车
18

经过学校的一年学习，再到企业学习三年这样的
模式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是这样的改革也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成功。经过联合培养的学生均得到了集团领
导和部门的称赞。他们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同时
在企业中的三年学习为他们积累了扎实的实际经验，
这是一般大学不能实现的。通过该模式联合培养的学
生对企业和学生都带来了潜在的价值。
从 2006 年开始，北京吉利大学汽车学院每年派
送工业设计专业学生前往吉利汽车研究院从事技术
研究工作。学生在实践期间，国内多家汽车制造集团
曾先后以类似于拍卖行里的竞标一样，试图高薪争抢
他们。而他们并非国内著名大学培养出来的研究生，
也不是国办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他们只是北京吉
利大学采用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众多应用
型高级技术人才中的一个小小群体。显然，吉利大学
OPEN ACCESS

吉利集团校企联合培养教学模式探讨

已经成为汽车适用性人才的“摇篮”，这也是吉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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