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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职业教育走校企合作之路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充分利用高校、企业等多元优势教育资源，将专

业理论教学与生产岗位实践相结合，在协同培养过程中更加贴近社会需要和企业岗位需求。校企共育是更注重提高学生操作
能力及综合素质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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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aking the road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to build
an effective operating mechanism. Make full us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combine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teaching with production post practice, and get closer to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corporate positions in the collaborative training process. School-enterprise co-education is a talent
training model that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improving students' operational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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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岗位群促进校企合作

新设备容易，引进高级技能人才难，已成为限制企业的瓶颈，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旨在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提

突显高新技术型高技能人才与产业技术发展难匹配的现状。

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

1.5鞋品商务：网络商务运营的可视化与互动性，使企

力，实现人才培养的多样化。高等职业教育走校企合作之路

业的品牌变得更加突出，品牌意义同时得到提升。随着互联

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这是当前校企合作存在诸

网＋电商的迅速发展，制鞋企业对鞋类商务运营专业人才的

多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以华光

需求不断上升。

职业学院鞋服专业为例，阐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建设的
产业岗位群分析。

1.6毕业生跟踪：对本专业近三届毕业的167名学生的岗
位情况汇总分析。从事设计岗位工作的约占15%，科技研发

1.1产业状况：运动鞋制造业是福建省超千亿元产业，
拥有生产经营企业6000余家。

岗位工作的约占25%，数控生产管理岗位工作的约占21%，质
量检验岗位的约占28%，鞋品商务营销约占11%，企业对具有

1.2设计岗位：在产品设计方面，很多企业还停留在模

高新技术型技能人才需求量大，学生能够高层次就业。

仿、照抄阶段，产品款式单一，各品牌之间产品同质化和同

产业岗位群的分析，促进学校方面建立更加有效地校企

类化现象严重。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我国难以成为制鞋强

合作机制，营造良性、稳定、可持续的校企互动条件，促进

国。制鞋企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非常强烈。

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化，为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深入推进提供

1.3科技研发：制鞋业是集科学技术与造型艺术于一体
的多种科学交融的产业，涉及美学、运动力学、物理力学、

解决方案，促进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有效机制的建立，切实提
高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微生物学、生理卫生学、保健学、矫形学等的相互渗透日益

2 构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

加深；新材料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制鞋工艺的进步和产品

2.1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

性能的改善；在加工技术方面，激光技术、电子技术、数控

构建职业院校与企业双主体育人、教师和技师双导师教

技术、CAD/CAM、IE工程技术以及智能化技术等得到了广泛

学的“企业＋班级”人才培养模式，使培养的学生能够掌握

的应用。科技研发人才极其缺乏，严重影响制鞋产业的发展

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熟练的岗位技能，同时具备职业生涯

壮大。

中多元化发展的综合素质。全面融入区域产业的职业岗位群

1.4高新技术：国家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鞋企业推行“数

要求和《国家职业标准》，以产业发展需要的“专业新知识、

控一代”示范工程项目，促进制鞋业加快应用“数控一代”

生产新工艺、研发新技术、数控新设备、产品功能性”为课

关键技术和实施产品创新，推动制鞋产业转型升级。购置高

程内容，构建“专业理论＋作品转化＋岗位技能＋科教实验

3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现代教育论坛

Modern Education Forum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企业实训”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

精神、专业水平、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团队意识、组织能

2.2校企合作的教学体系

力、交流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等8项指标，通过走访、

专业实训教学由单项技能训练、综合能力训练环节组

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对毕业生、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等方

成，与高新技术科教实验环节紧密结合，围绕企业真实项目

式，并对用人单位跟踪调查，进行统计归纳和信息反馈。在

展开实践教学。理论知识、技能训练、素质教育、科教实验

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时要求采取不同的方式去衡量学生

和作品转化支撑实践教学，形成以专业基本技能、企业岗位

的能力。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中，以职业资格标准为导向，以

技能、产业高新技术、科教实验和企业顶岗实训、科技研发、

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将1+X证书和学历证书有机结合起来，

作品转化产品为“校企循环流水线”的教学体系。

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社会考核相结合。

2.2.1教师教学：实训教学中，强化专业理论与职业标

3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机制应用案例

准结合技能操作示范讲解教学，
“做中学，做中教”。从新知

当今职业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培养符合生产、建设、

识要点、知识前沿点、知识与实操的关键点，从不同的角度

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高职院校

深入浅出启发与引导，激发学生对实训课程的兴趣。

应在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和就业安置等方面

2.2.2技师教学：聘请企业技师兼职教学，在校内按照

实行校企全方位结合，培养适销对路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不同的工艺流程和不同岗位的技能操作，由企业技师亲临实

这也是示范性高职建设的关键。本文以华光职业学院鞋服专

训基地言传身教。在企业实训中，根据学生个人的专长和兴

业为例，阐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的应用案例。鞋类设计

趣，选择实训项目，由企业技师按工作要求或生产规程，采

与工艺专业是服务区域的特色专业，近几年，随着体育项目

用“讲练结合、以练为主，轮换与固定岗位相结合”的企业

的风靡，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力正在上升，体育用品的销量也

实训模式，确保所教、所学、所用三者成功对接。

将攀升，中国体育用品商的年增长率将稳定在20％以上。近

2.2.3实训指导：强化实训指导机制。校企共同制定实

年来，泉州晋江鞋类产业迅猛发展，该市每年旅游运动鞋产

训大纲、实训案例、实训指导，项目示范、现场“双师”辅

量占全国的40%、世界的20%，企业对鞋类的设计等专业人才

导，个别答疑、个性点评、共性问题的研讨等。实训考核突

需求剧增。

出技能实操，实训考核与职业资格鉴定结合，一环扣一环，
保证实训教学的质量。

3.1共育高新技术特色人才
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华光职业学院鞋类设计与工艺专

2.3构建导向正确的课程体系

业建立了“专业理论＋拓展知识＋岗位技能＋企业实训＋创

学校的课程教学是所有教学改革核心，必须要突显职业

新研发”五位一体的工学结合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教育的职业性、实践性；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课程教学

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与鸿星尔克集团等30

改革的方向。根据“有用、够用、实用”的基本原则，将职

多家企业共建实训就业基地，学生就业率达100％。在与企

业资格标准和“专业新知识、生产新工艺、研发新技术、数

业合作过程中，聚焦福建的运动鞋服支柱产业，依托与安踏、

控新设备、产品功能性”融入教学课程，优化课程内容结构。

贵人鸟、七匹狼、柒牌、特步、鸿星尔克等17家体育用品龙

突出专业课程的前沿性、开放性、实践性、职业性。坚持以

头企业，共同开发行业需求的“数控设计制版”
、
“物理性能

工作要求为目标；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专业知识为基础，

检测”、
“运动力学步态分析”等高新技术课程，开展以“保

以现代高新技术为重点；以素质教育为取向的五项原则，来

健鞋研发”、
“舒适度研发”为项目的产教与科教融合的实验

构建“面向现代产业的职业岗位群，以高新技术能力培养为

实训教学。学院根据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生产技术水平升级

核心”的课程体系。

的需求，组织企业技术人员，修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

2.4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

学标准，共同制订教学方案，合作编写专业教材，使开设的

课程的选择基于企业岗位工作范围要求，重视应掌握的

课程符合企业的需要，也适应社会需求。

职业素养与专业技能知识融合，重视企业岗位中的典型项目

3.2企业名师进校园

任务转换成若干课程内容。课程标准的制定以职业能力分析

学院引进企业技能大师进课堂，与来自安踏、乔丹、特

为出发点，以行业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职业标准作为依

步、鸿星尔克、361度、斐乐、前锦集团、七匹狼和JOMA中

据，将学习要素与工作要素紧密结合。将职业标准和“专业

国有限公司等中国10大品牌的10位企业名师组建企业名师

新知识、生产新工艺、研发新技术、数控新设备、产品功能

工作室。企业名师来自于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或领军人物，

性”融入课程内容教学过程中，突出职业岗位群的专业独特

具有精湛技艺和醇厚的工匠精神，将有助于充分发挥企业名

作用和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同时探索实践国家职业标准、学

师在技能传承和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企业名师进校园为

校、企业共建的“三位一体”课程开发和实施的途径

学生开展“新奇特款式设计”、
“生产工艺图设计”等实战性

2.5多元化评价体系

授课，名师们将市场流行、企业风格的要求带进课堂，按企

校企合作的学生评价，根据校企合作的特点、企业岗位

业设计研发流程导入教学全过程，与学生零距离接触，让学

能力的要求，由学校、企业进行多元评价。评价项目为敬业

生了解行业动态及相关技术的实际运用，充分调动了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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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探索的积极性，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此外，企业

3.4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名师的进入，对专业教师队伍起到促进作用，让教师感受到

在当下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校企合作

授课内容、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专业教师与企业名师结对

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紧贴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围绕产业发

帮扶，教师指导名师提高授课技巧，名师指导教师提升职业

展战略，规划的产业高新技术布局，聚焦服务面向，优化

技能，教师与名师共同承担科技研发课题等，使教师与名师

资源配置。

在协同育人过程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由福建赛宇仪器科技公司与泉州华光职业学院鞋服研

3.3技能大师与创业导师工作室

究所联合设计研发，集数码科技，多头喷印，循环热风，高

华光职业学院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和安踏（中国）有

效、智能、节能为一体的产教与科教双融合生产性流水线，

限公司等12家企业的12位技能大师和本校8位教师共建了

适用于鞋服功能性科学研究和个性化定制设计教学，以及棉

体育用品、服装服饰、物理性能和运动力学等4个技能大师

麻布料，天然皮料，人造革料和鞋服箱包产品的花纹图案，

工作室暨创业导师工作室。两师工作室的作用，一是指导

平面与立体喷印速成一体化生产。共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融

学生作品转化产品，二是与教师合作承担企业横向课题以

合了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产教融合流水

及技术服务。

线，不仅为专业教学提供实训岗位，提升学校的实训教学水

3.3.1作品转化产品：在专业教学中引入创新理念，引

平,还推动了教育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有效服务

导学生思维创新、设计创新、材料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

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为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

新的“五创”精神。用创意思维和艺术想象发现学生优特点，

支撑。

发现濳能并鼓励不断创新的信心。通过创意式、开放式教学，

4 结语

调动学生创意思维，把课程作品作为创意载体。专业教师和

校企合作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职技

企业技师将企业对流行趋势产品开发要求作为案例引入课

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在校企合作进程中，双方可

堂，让学生参与产品的设计开发，改革过去死板被动设计操

以根据当地产业转型发展的需求，找准合作方向，做好顶层

作变为灵活对应性设计创作。坚持“案例点评”教学机制，

设计规划，做好共建实训基地优化调整，不断将企业项目引

课堂上教师点评，实操中企业技师指导评议，以“案例点评”

入实训教学中，形成充分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工作

促进作品转化产品。

局面。

3.3.2合作承担横向课题以及技术服务：根据企业需求，
实施高新技术＋专业理论＋科技应用的“产学研用”技术服
务体系，以“保健功能鞋”为科技研发方向，致力“物理力
学”、
“生物技术”、
“运动力学”三大领域的应用研究，推行
“新、特、奇”款式创新和“保健功能鞋”的结构设计，打
造有保健功能内涵的“华光科技”品牌，为社会和企业服务。
三年来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有运动鞋和运动服装13款作品，
被企业转化产品并成功下单生产；师生创造的73件专利获国
家授权，32件专利被企业开发为产品；12件专利辅助学生成
功创业。合作承担“鞋材料性能与成鞋舒适度”
、
“鞋帮数控
缝制”等横向课题27项。技能大师与创业导师工作室标识着
校企合作的深度进程，既能为企业和社会培养一批高素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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