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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riving factors,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emand 

for the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our school as an example, the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and we eagerly hope tha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similar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mode in ot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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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驱动要素的转变，电子信息产业对高职院校技术技

能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本文以我校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建设和发展为例，详细介绍了专业

的定位、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以期对其他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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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

最具创新的行业之一[1]。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

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国务院《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

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深度合作，重点发展电子信息领域软件

及集成电路设计、新型平板显示、数字家庭等产业，建设现代信息产业基地[2]；广州市也明确

提出：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产业，实施《广州信息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发展总体规划》，

围绕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发展高端电子信息制造和现代信息服务业。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社会信息化将深入发展，这为我国电子信息产

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可以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将在“十三五”时期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也面临新一轮产业升级及市场竞争的严峻挑战。 

鉴于此，高职院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必须要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培养一批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良好的职业素养，能服务产业转型

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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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校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概况 

我校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是广东省2006年示范性建设专业，2010年确定为省示范专业，2011

年获批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2012 年获批一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

地。现有在校生 283人，校内专任教师 18人，其中正高 4人，副高 7人，博士 2人，高级职

称占 61.1%。专业设有 EDA 技术、嵌入式技术、强制认证等校内实训室 13 个，仪器设备总值

800多万，与广州健马电器有限公司共建“校中厂”，与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

建“厂中校”；近三年专业学生在全国电子设计大赛、挑战杯、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省级以

上奖励 50多项，毕业生顶岗实习对口率 100%，一次就业率超过 99.0%，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

升。专业建设立足珠三角，服务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校企合作、协同

创新”战略，坚持走质量、效益协调发展之路，其专业综合实力位居广东省同类专业前三，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3. 专业建设的经验和突出特色 

3.1． 专业建设思路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自设立以来始终以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为先导，以广东省发展高端

新型电子信息产业人才需求为依据，通过“校企结合搭平台、工学结合塑能力、证赛融合提

质量、四段递进促就业”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专业建设水平，如图1所示。 

 
图1 专业建设思路 

在校企结合搭平台方面：与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

基地[3]；与广州同励认证咨询有限公司、索尼华南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国光电器等23家企业确

立合作关系。 

在工学结合塑能力方面：通过“订单班”、“校中厂”、“厂中校”等方式进行工学结

合[4-5]；依托应用电子技术中央财政实训基地与广州同励联合开展质量检测、强制认证专项技

能训练；借鉴新加坡经验，实施“学期项目”，夯实职业能力，培养职业素养[6]。 

在证赛融合提质量方面：要求学生双证毕业，必考家电维修中、高级工证书；选考电子

电路CAD高级工证书；以竞赛贯穿整个人才培养过程，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在四段递进促就业方面：第1学年学习性任务：真题学做；第2学年模拟性和生产性任务2

个阶段：真题真做；第3学年岗位工作任务：真题实做。 

3.2． 教学管理和质量评价 

通过对珠三角地区电子电器产品制造行业的岗位设置和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确定本专业

的毕业生从事的主要工作岗位及岗位群为电子电器产品开发、品质管理、产品认证、产品维

修、技术支持等。因此，为了保证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整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可

划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和拓展课三大类。在学生培育过程中，由专业基础课向专业课程

逐步深入，由理论课程向实践的拓展课程逐步深入，辅以家用电子产品维修中、高级工考证，

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学生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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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管理和质量评价制度建设方面，实行专业指导委员会、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

任课教师四级审核制度以及教学督导评价、任课教师互评、领导评价、学生评价四元评价的

体制，如图2所示。 

 
图2 教学管理与质量评价制度建设 

3.3． 校企合作机制 

依托广东机电职教集团，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与广东好帮手、国光电器、广州同励等企业

搭建了校企合作平台，并形成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校企合作机制，

如图3所示。通过聘请企业带头人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聘请企业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具

有一定职称的企业员工作为兼职教师、组织学生去企业顶岗实习、推荐学生就业等途径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图3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校企合作机制建设 

3.4． 毕业生社会评价 

为了解我院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工作情况，掌握用人单位对学生思想品德、精神风

貌、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的评价，全面了解我院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

就业质量，掌握社会各界、用人单位、校友对本院教育教学质量、人才培养和毕业生能力要

求的综合评价，提高在校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院的教育教学改革、专业建设和招生计划的

制定以及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思想教育、为就业指导服务提供现实依据，并为开辟新的毕业

生就业市场奠定基础，每年专业都针对毕业生进行就业情况调查。根据书面问卷调查结果，

许多用人单位充分肯定了专业教学工作所取得的优异成绩。2015届毕业生评价情况分别如图

4、图5、图6所示。 

 
图4 毕业生单位评价总体情况              图5 单位对毕业生职业道德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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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专业能力评价情况 

4. 结语 

2015年，我校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成功申请为国家级品牌专业，围绕“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的建设目标，专业的发展必须要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

跟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以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制造成为全球制造业

的主要趋势，加快培养从事电子产品强化检测、质量管理和国际安全认证以及智能电子产品

系统设计、“互联网+”应用的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助

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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