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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a huge demand for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combining the training mode of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college students training. It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by school enterprise construction to build a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base combined with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is th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hree aspects of schools, enterprises
and students. So it should constantly explore a new form of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ode based on
th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bas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hree
interests of school, enterprise and students, it also shoul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the base
about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problem including heavy theory
and light practice, single teaching method, and lacking the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traditional training model.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base can
make the academic curriculum of college students advanced, innovative and open, can combine
the learning and practice of knowledge, so that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better integrated into the
production needs of the enterprise, and shorten the tim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enter the actual
industrial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Secondly, it can fully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advantage of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It not only realizes the open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solves the problem of lack of resources for training, timely grasps
the market dynamics and cultivates applied talents with soci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aid of the talent resources of universities, the enterprise can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the
employees, solve the actual production problems and reserve outstanding talent resources; the
college students have acquired the ability to dock the society, and gradually reach the enterprise’s
demand for applied and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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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的背景下，产学相结合的协作式大学生培养模式是当下大学生培
养的发展趋势。校企共建产学相结合的大学生培养实践创新教育基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学校、
企业和学生三方面的全面合作，应不断探索以大学生实践创新教育基地为形式的协作式培养模式的新形
式，在兼顾校企双方以及学生三方面的利益下，完善实践创新教育基地的机制，改善大学生传统培养模
式中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方法单一、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建立实践创新教育基地，可使大
学生学业课程具有超前性、创新性和开放性，把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大学生更好地融入到企
业的生产需求中，缩短大学生日后进入实际工业应用的磨合时间；可充分整合高校和企业的资源优势，
达到共赢，既实现了高校开门办学，解决了培养资源缺乏的难题，及时把握了市场动态，培养出社会需
要的应用型人才；同时企业借助高校的人才资源，可提升企业员工的专业化水平，可解决实际生产问题
的同时储备了优秀的人才资源；大学生获得了对接社会的能力，逐步达到了企业对应用型、创新性人才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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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大学生培养质量与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1]。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
传统模式下的大学生培养教育曾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人才。然而，随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人才短
缺情况的逐步缓解，社会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断变化，基于传统模
式的本科生培养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和企业对新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2] [3]。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向了工程实践领域，而社会上存在巨大的人才供需矛盾。一方面用人
单位常常抱怨毕业生创新能力低，理论结合实践能力不足，影响企业工作进度和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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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毕业到企业后需要培训再上岗，短期内不能给企业创造多少经济价值，所以工资待遇偏低，短期
内也不能加薪，大学生往往选择跳槽走人[4]。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目前高校的大学
生教育模式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我国大部分高校在大学生的培养中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大学生的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发展
极不均衡[5]。课堂讲授和实验室理论分析仍是大部分高校大学生教育的主要的培养方法。而在企业实践、
模拟教学等方面明显不足。这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对企业实际经营环境的理解，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对企业
宏观管理认识不清、微观实践理解不深刻，工程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不强，实际操作能力和应用创新能
力不能胜任岗位需求，造成理论与实践出现脱节[6]。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人才的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和
实践能力的高要求。
在发达国家，为满足社会需求，多种新的大学生培养模式已趋于完善，其中产学联合培养正被认为
是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7] [8]。通过产学结合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一个直接面对实际工程问题和
科学问题的机会，可以让大学生参与实际生产项目[9]。通过这种培养方式，一方面培养了大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扩大了大学生的知识面，开发大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
我国一些高校也在产学相结合的协作式大学生培养模式中也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10]。
在当今社会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的背景下，产学相结合的协作式大学生培养模式是当下大学生培
养的发展趋势[11]。高校与企业作为合作的重要双方，应不断探索以大学生实践创新教育基地为形式的协
作式培养模式的新形式，在兼顾校企双方以及学生三方面的利益下，完善实践创新教育基地的机制，达
到三方共赢的目的。这既是这一协作式大学生培养的生存之道，也是产学相结合形式下校企双方合作的
前提和归宿。

2. 主要措施及探索
建立校企合作的产学相结合的工科大学生实践创新教育基地。不是共建专业、“订单培养式”的合
作，更不是只有毕业生供求关系的浅层合作。而是一种以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
重点，充分利用校企及科研机构的资源优势，把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
力为主的生产、生产实践有机地结合于大学生的培养过程。
鉴于此，管理部门须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提高产学联合培养大学生管理的有
效性，完善市场机制，消除校企合作的体制性制约，提高校企双方合作的积极性[12]。对于校企双方，根
据双方情况制定较完善的合作制度，校方进行一定的学时改革，将大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按企业实际生
产课题需要进行合理选择。企业为大学生提供大量前沿性、实用性、系统性的论文(设计)选题，使大学生
能够直接面对实际工程问题，理论知识结合实践，从而使其具备能够推动创新社会化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成为真正创新型、应用型人才。这样不仅可以增加高校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率，增强高校的教学
水平，也使企业获得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自身经济
效益。
综上所述，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产学相结合的大学生创新教育基地建设：
1) 大学生实践教育创新基地的管理流程
如何将企业和高校进行很好的匹配，如何建立高效的企业与高校的信息交流渠道，这些问题直接决
定着大学生创新实践教育基地是否有一个坚实的“根基”。因此，科学有效的管理业务流程不可或缺，
它使基地的运作更加规范化和程序化。为此，在对企业的选择过程中要执行严格的筛选标准，主要选择
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和实力的企业进行合作，并建立配套的审批程序。在基地建设初期可以优先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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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校内教师有项目合作的企业，这样才能最大化的利用企业的优势资源，保障学生的培养质量。
2) 大学生实践教育创新基地软硬件设施建设
为了充分体现校企共建大学生实践创新教育基地过程中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原则，应充分整
合高校与企业的资源优势。如高等院校应加强自身的软硬件建设，包括提高学校大学生教学质量与扩展
教学资源两方面，为大学生培养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创新意识。教学资源包括专业图书、网络资源等内容，
同时学校可以利用教学科研优势建立教学资源资料库为企业工作人员提供专业理论知识方面的服务[13]。
企业也应发挥其设备和资金等优势，为大学生提供优秀的实践课题和实践场所。
3) 大学生实践教育创新基地的师资队伍建设
基地师资队伍建设是保障对大学生培养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大学生的实践培养过程中，
学校要指派专业素质过硬、责任心强的专职教师从理论知识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合作企业则安排实践
经验丰富，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技术人员在实践层面对学生进行指导，即实行双师指导制度。
因此，基地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从学校和企业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学校应进一步完善基地专职教师定
期参加企业实践培训，丰富教师的基层工作经历，提高他们的实战能力，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实践
活动；另一方面，企业应定期指派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到学校进行理论知识的系统培训，不断提高
其综合素质。另外，学校应制定相关奖励制度来提高专职指导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
整体水平。
4) 大学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建设
传统的大学生培养质量评价中比较侧重考试成绩的好坏，显然，这种评价标准不符合当今社会对大
学生能力的要求，对于产学联合培养的大学生而言更不恰当。新的评价体系应涉及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力等方面应被充分考虑。应相应建立配套的新型考核制度和学分制度。

3. 产学结合的作用
改善大学生传统培养模式中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方法单一、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充分
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使大学生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实践中。在“理论分析、实验研究、新产品开发”
等一系列的实践过程中提高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最终达到
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目的。
校企共建产学相结合的大学生培养实践创新教育基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学校、企业和学生
三方面的全面合作。可以预见，不论是在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还是在学校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
校企共建实践创新教育基地产学联合培养大学生都会产生积极效果。
1) 产学联合培养大学生以企业自身项目为依托，以解决实际生产问题为中心，直接面向工业应用进
行研究，对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和提高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创新能力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不仅提升了大
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且能有效缩短大学生适应企业工作需要的时间，大大提高
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 利于调动生产企业参与大学生培养的主动性。通过校企合作，提高企业的科技研发水平，增强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企业、高校和大学生共同的产品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不仅密切了校企双
方的合作关系而且深化了企业对大学生的认识，使大学生毕业后更有自信，并能主动加入到企业去工作，
避免了企业人才流失情况的发生。
3) 加快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实践能力，培养更多实践能力强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同时，师资力量的增强还能让高校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使其在这科教兴国的时期能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利用企业的优秀资源，高校对市场前沿信息的把握和行业动态有了更深的认识，教学水平也能得到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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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
4) 开创了一条积极有效的大学生培养新途径，大学生创新教育基地成为探索大学生培养模式改革的
“试验田”。在充分利用现有创新教育基地模式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符合新形势下大学生尤其是工
科大学生特点的教育规律。不断更新观念，创新发展思路，努力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
应的大学生培养新模式，为当今社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做出贡献。

4.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实践创新教育基地，加强高校与企业的联系，采纳企业对技术需求、培养目标
的合理化建议，可使大学生学业课程具有超前性、创新性和开放性，把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让
大学生更好地融入到企业的生产需求中，缩短大学生日后进入实际工业应用的磨合时间。通过产学相结
合的协作式大学生培养模式，充分整合高校和企业的资源优势，达到共赢，既实现了高校开门办学，解
决了培养资源缺乏的难题，及时把握了市场动态和学科前沿信息，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同时
企业借助高校的人才资源，提升了企业员工的专业化水平，解决了实际生产问题的同时储备了优秀的人
才资源；大学生获得了对接社会的能力，逐步达到了企业对应用型、创新性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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