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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state and society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state's policies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lso actively 

promoting teaching reforms, actively attract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from social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xploring a model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roduction practice cours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brand-new model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is model was validated by taking the 

practice of the practice reform of the School of Reliability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of Beih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type of reform of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school-enterprise synergistic education model has made a major 

breakthrough and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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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对高质量创新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国家的政策鼓励下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下，高校也在积极推进教学改革，积极吸引社会企业

优质资源加入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探索一种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本文基于生产实习课程教

学改革，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并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

院的生产实习课程改革实践为案例，对这一模式进行了验证与分析。实践证明，这种基于校

企协同育人模式下的生产实习课程改革方案取得了较大突破，是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开展的有

效途径。 

1．引言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如何培养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

的高质量创新型人才，成为当前高校教育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

展，中国企业也不断壮大，他们对高质量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也有较强的意愿参与

到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因此，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应运而生。它是学校和企业双方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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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能把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企业用人需求以及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和企业

实习实践资源优势充分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助力高校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培养。 

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1]，明确提出“实

施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 “创立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

制”；在2014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2]中，也明确提到“强化校企协同育人”；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3]中，也明确指出“探索建立校校、校企、校地、校所以及国

际合作的协同育人新机制，积极吸引社会资源和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投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在2015年国务院最新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4]中也提出

了要求，“构建社会参与机制，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推进与科研院所、社会

团体等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在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和北航建设“扎根中

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背景下，北航党的第十六次党代会[5]报告中在人才培养方面的

“筑梦飞天”计划中，明确提到“构建知识学习、能力实践、国际交流三位一体大课堂，促进科

教融合，强化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实践”“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2017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方案》[6]中，也提出“积极开展全领

域覆盖、全过程参与、多形式结合的校企联合培养”。  

由此可见，校企协同育人已得到国家和高校的高度重视。而在高校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中，生产实习是企业能够参与的为数不多的环节之一，如何通过有限的企业参与进一步提升

发挥企业和高校协同育人的效果，值得高校教育与课程设计人员深入研究。本文将生产实习

课程作为校企协同育人的经典案例，深入剖析和研究基于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课程改革的可

行性和创新性，为中国高校和企业实现合力育人贡献智慧和方案。 

2．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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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生产实习课程设计示意图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如图 1所示），实质上是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围绕高质量创新

型人才这一中心，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以课程设计为载体，转化高校和企业双方的资源优势，

实现双方对人才需求的高效对接和互补。 

2.1  高校人才培养需求 

高校希望培养出“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高质量创新型领军领导人才，不仅要学习和掌

握经典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还希望学生能够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对一线生产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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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深入体验[7]。现有的教学体系中，学校重点培养的学生对于书本理论知识，对学生课

堂外的培养有明显的缺失和不足。 

2.2  企业人才应用需求 

反观企业方面人才应用方面，招聘时面临企业本身知名度不足和人才认可度不高等问题，

而由于学校对于学生实践和工作能力培养的缺乏，企业招聘的新员工也需要进行较长周期的

再培训过程，用人成本较高。企业希望能够借助高校平台参与到人才培养中，利用企业本身

的实践和平台优势，配合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3  校企协同育人平台的设计和搭建 

由此可见，高校和企业对于人才培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高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

具有明显的契合点，高校需要企业的实践环境作为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载体；企业需要

高校输送高质量人才，也希望借助高质量创新型人才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就为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建立和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8]。基于学校和企

业的需求互补，可设计和搭建一个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以生产实习课程为载体，在前期筹备、

中期实习和后期总结中充分发挥校企各自优势和特长，对现有生产实习课程进行有机改革。 

3．生产实习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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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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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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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传统生产实习课程模式框图 

传统的生产实习课程（如图 2所示）以实习单位组织的参观讲座和文化体验为主，达不

到让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也没有帮助同学们加深对实际工作的认知，同时与单位

的一线员工的交流也很少，对同学们职业发展的帮助指引作用较少。此外，生产实习的内容

都由实习单位制定，未充分了解学校的育人需求，实习效果整体不够好。以上问题说明传统

的《生产实习》课程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学院人才培养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学生学

习成才的要求，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所以对基于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生产实习课程

改革研究十分有必要。 

4．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下的生产实习课程改革方案 

整个生产实习课程中，企业的主要作用是与学校沟通制定实习方案，结合企业本身的生

产研发任务为学生提供实习地点和实习指导教师，并提供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保障；学校的

作用在于组织学生，并结合人才培养需求对企业实习方案的确定提出适当要求；学生作为实

习的参与者，一方面要遵守企业规则完成相应的实习任务，也需发挥主管能动性和创新性，

为企业的生产提供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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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改革后的生产实习课程方案框架图 

基于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北航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特设计了如下生产实习课程改革方

案，如图 3所示： 

企业调研，确定实习基地。首先确定行业内相关企业，并与企业达成协同育人的共识。

同时，与企业共同协商确定生产实习教学计划和方案，确保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课程收获与

安全情况。经过初步调研，在原有一家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将实习基地扩展到四家（A、B、

C、D）； 

立项动员，组建实习队伍。确定合作实习单位后，学院正式确定实习立项，进而开展后

续工作。随后召集全体参加实习学生，分别介绍各个单位的情况，由同学们自由选择并结合

单位的接待容量，由实习单位和带队教师共同组织选拔，最终确定每个实习队伍的人选，由

四个带队老师分别负责各个实习队伍的组织工作； 

安全教育，明确安全条例。完成各单位的实习队伍组建后，由带队教师结合实习单位的

具体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特点，对各自队伍的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一方面要求同学们明确实

习的各项任务，另一方面要求学生明确实习过程中可能的安全隐患，下发安全守则，签订安

全承诺书，明确实习期间的各项安全制度； 

课程培训，稳固实习基础。为提高学生实习效率，对全体参与实习学生进行实习培训，

主要培训常用工程软件（如ANSYS、MATLAB等）、文献调研、科技论文写作和专利写作，

提升学生的科研基本能力，助力学生在生产实习中有更好的成果收获； 

基地实习，开展实地操作。带队老师带领本实习队全体同学前往实习单位，根据实习单

位的进度安排，进行各项实地操作，包括可靠性试验方案制定、试验实施、物质检测、先进

仪器操作、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有限元仿真优化和失效分析以及工程报告撰写等内容。此

外，企业还将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安排学生与一线工程技术人员交流，帮助学生解答生涯规

划和方向选择相关的问题； 

论文写作，输出实习成果。除了完成实习基地要求的实习任务，改革后的生产实习课程

还要求每一名学生根据实习内容和文献调研完成一篇科技论文，作为个人实习的成果输出。

论文写作的要求，旨在帮助本科生通过生产实习课程进一步提升科研能力以及论文写作能力。

最终学生的课程成绩将根据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总体表现以及论文质量来评定； 

校企论坛，合力实习改进。生产实习课程结束后，学校还将组织人才培养校企合作论坛，

作为课程改革反馈与改进的重要部分。论坛中，学校与企业共同商讨如何依托生产实习课程，

进一步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提升合力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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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17年生产实习课程改革试点，北航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生产实习课程取得重要

进展。2017年共组织84名学生参加生产实习课程，拓展建设生产实习基地4个，确定生产实习

方案4份，完成校企合作工程项目17项，产出课程学习成果论文84项，解决企业重要问题9项，

发表校企合作EI论文3篇。课程改革也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认可，认为此次改革解决了原有实习

安排不够深入的局限性，让学生真正深入一线生产实践，得到了较完善的科研生产能力锻炼，

为专业知识体系的完善和验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平台。此外，借助生产实习课程的科研

锻炼，帮助本科生初步形成和实践了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进一步扩充了和提升了人才培养

的维度，对新时代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5．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下的生产实习课程改革展望 

从北航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的生产实习课程改革案例中可以看出，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为新时代下高校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新时代下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培养贡献了一种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智慧和方案。基于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下的生产实习课程改革仍需要在试

点的基础上继续创新推进。企业可以进一步根据学校实习反馈改进原有实习方案，除了安排

学生完成企业生产任务之外，可以考虑提供研究型课题，让同学们在解决问题中锻炼自身能

力，也为企业发展提供帮助；学校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加生产实习基地，让实习内容更加多样

化。同时学校可以提前与企业沟通，进一步明确企业的需求，共同制定研究型课题，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问题，提升企业竞争力。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核心在于需求互补与资源转化，实质在于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关

键在于设计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未来的校企合作中更应该注重双方在人才培养和人才需

求上的互补性。通过挖掘双方的需求，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开展深度的校企合作，如企业家

进校园、企业赞助冠名学生活动、高校教师为企业员工进行培训、校企双方共建实践性课程

等合作方式，进而不断升级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以满足国家和社

会对高质量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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