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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不断融入到装备制造产

业中，取而代之的是智能装备制造。在日益激烈的竞争

环境中，企业想要生存，必须加快传统装备制造向智能

制造转型。同时，企业对装备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与日俱增。在该背景下，企业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与

装备制造业人才缺口加大就产生了矛盾。问题的源头在

于，社会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然而传统制造业仍然保

持老旧的生产、营销、招工等模式，不能很好地实现转

型。因此，高校毕业生作为装备制造业智能化的中坚力

量，学校在对其培养的过程中应该向企业用人需求靠拢，

达到在校所学与企业岗位所需的精准对接。

科技和教育是未来的两大入口，为了激发企业活力，

保证装备制造类人才的培养质量，应鼓励校企合作，明

确企业和高校合作建设实践基地、精准培养人才的双向

合作模式，促进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鼓励在校学生

进入企业实习锻炼，加强校企交流与合作，发挥学校和

企业优势，打造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共同促进地方经

济高质量发展。

1    开展校企合作专题调研

基于以上校企合作发展现状，分别对近年来与焦作

大学装备制造类专业学生就业相关的企业在校企合作方

面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对焦作市百余家企业进

行网络调查、实地问卷调查及沟通访谈，并查阅焦作大

学校企合作企业的大量资料，调研形成了企业用工调研

报告（表 1）、企业对员工素质要求调研报告（表 2）、
企业看重高校培养人才着重点调研报告（表 3），以及企

构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共同体
——以装备制造类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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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社会对具备智能制造相应技能的人才需求与日俱增。高校要培
养高技能人才，需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
求侧全要素、全方位融合。高校通过校企合作，以组建智能制造专业群的形式与地方智能制造产业链对接，
以此提升高校教育内涵、服务本地经济、解决企业用人需求。基于此，本文以装备制造类专业为例，归纳
专业群的建设总体思路，提出建设方案，构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共同体，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经
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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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参与校企合作项目意向调研报告（表 4）。
从企业用工调研报告数据可看出，装备制造类企业

在选择工作人员时，更倾向于选择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

人员以及大专院校学生，一方面可以减少培训资源，另

表 1    企业用工调研报告

人员分类 企业选择 占被调研企业比例 /%

有工作经验人员 42 46.2

中职毕业生 21 23.1

大专毕业生 18 19.8

普通务工人员 10 11.0

表 2    企业对员工素质要求调研报告

素质分类 企业选择 占被调研企业比例 /%

学历要求 21 20

职业素养 65 61.9

吃苦耐劳 12 11.4

创新能力 7 6.7

表 3    企业看重高校培养人才着重点调研报告

企业看重点 企业选择 占被调研企业比例 /%

加强与企业需求对接 58 55.2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16 15.2

加强专业技能 27 25.8

提高教师技能水平 4 3.8

表 4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项目意向调研报告

企业参与意向 企业选择 占被调研企业比例 /%

有意向 95 90.5

无意向 1 1

不确定 9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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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大专院校学生具有的职业素养能够满足企业的用

工需求。

从企业对员工素质要求调研报告数据来看，装备制

造类企业在选择工作人员时，更倾向于选择具有一定学

历并具有较高职业素养的人员，而高职、高专类院校学

生恰恰能满足其用工需求。

从企业看重高校培养人才着重点调研报告数据来

看，高校需要加强与企业需求对接，进行深度校企合作，

根据企业生产要求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增强学生的专业

技能，为社会和制造类企业培养高质量人才。

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项目意向调研报告数据可以看

出，装备制造业企业更倾向于与高校进行校企合作，并

且希望以学生进入企业顶岗的方式，以“师傅带徒弟 +
学校教师指导”联合培养的方式来进行校企合作。学校

和企业分别从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技能两方面夯实学生

的专业素养，共同打造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

2    装备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2.1    培养目标不明确，培养方向不清晰
目前一些高职高专院校对装备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不明确，不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定位比较

模糊。学校对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

知识的灌输，不能照本宣科，要加强动手实践操作能力

的培养，与职业教育新发展理念接轨。与此同时，在经

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装备制造业也在不断创新和发

展，企业对装备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的要求更是日益提高。

然而，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无法满足新时代智能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速度，造成了产需结构的严重失调。因此，

对于装备制造类专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应该既要培养应

用型人才，又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这才是装备制造类

专业人才培养的目的。

2.2    专业定位模糊，课程体系设计不合理
目前，绝大多数地方性高校在装备制造类专业人才

培养的过程中，专业要紧密结合企业发展需要，要具有

明确的定位和合理的课程体系设计。很多学校在装备制

造类专业的定位过程中，没有经过缜密的调查和论证，

盲目定位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和课程体系的设计，导致培

养的人才不能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相脱节。

2.3    教师队伍专业素质低下，双证书管理较为混乱
大多数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和实际项目经验，实

践能力较弱。部分所谓的双师型教师并没有从事工程项

目的技术能力和水平。部分高校教师知识水平良莠不齐，

一本教材讲多年，不注重知识的更新和教学能力的提高。

目前，很多高职、高专院校在装备制造类专业中实施双

证书人才培养模式。然而，学校在实际的引导中，没有

考虑以学生技能作为考证的主要方式，而是引导学生参

加职业技能短期培训或不培训就能拿到职业资格证书。

对于这种不严肃、不规范的做法，社会企业颇有微词甚

至不认可。

2.4    校企合作紧密度不够
在装备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传统的校企合

作仅仅是在教学及实习方式上的简单合作，在产教融合

方面并没有深入改革和创新，企业不能及时给学校提供

新工艺、新技术的指导，仍然采用老旧模式进行实习实

训，学校也不能为企业输送高技能人才。从而导致校企

双方合作动力不足，深度不够，没有形成良性的合作循

环，无法建立互惠互利的双赢机制，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校企合作相差甚远。

3    提升装备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策略

装备制造业的生命是产品质量，质量保证要靠高素

质的技能人才，归根到底，靠的是培养的学生质量。高职、

高专院校和企业要想在校企合作方面达到双赢，合作形

式要多元化，例如，可在教学内容改革、师资力量建设、

教学设备更新等方面深入合作。高校为装备制造业培养

的高技能人才要能够达到不同企业的用工要求。对于学

校和企业来说，双方的合作要做到深度融合，具体表现

为共同招生，共同制订人才培养计划，共同教学，共同

评价，共同筹备资金，建立合理高效的沟通机制，真实

体现合作的内容和意义。提升装备制造类专业高技能人

才的培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3.1    校企合作，加强双元制培养
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来自于快速发展的装备制造业

对高技能人才的不断需求。因此，在装备制造类专业人

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创新教学模式，注重理论知识学习

与企业技能实践相结合，学校与企业紧密结合联合培养

高技能人才。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应与企业、

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学校和企业要根据需求共同制订培

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将企业技术要点和文化理念融入到

日常教学和实习中，让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就能提前适

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通过校企合作将科学精神、工匠精神融入不同类型

的教育、教学方式。可让装备制造类专业学生一半时间

在校学习理论知识，一半时间深入到企业进行技能实验、

实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学习，使该专业学生在校期间

达到企业所需人才的基本要求。此外，高校与企业应共

建实习、实训基地。对于装备制造类专业学生而言，高

校实习、实训基地不仅仅是将理论知识学以致用的场所，

同时还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学生根据企业需求在实训

基地实操生产的合格产品可以出售给企业，一定程度上

可以缓解企业的生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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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校企合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在装备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高校与企

业、行业等单位合作时，要积极培养双师型教师，引导

教师进入装备制造类企业进行挂职锻炼。制订相应的政

策，根据教师所授课程有计划地定时安排其进入对口企

业锻炼，学习企业新工艺、新技术、新理念，加强专业

教师的实践能力，让教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水平。与此同时，学校应根据 “专

业对接、课程衔接、产学研融合”的理念，聘请装备

制造类企业的高技能工作人员来校担任相关课程的教

学工作，增强企业的参与和支持力度，联合培养学生。

3.3    校企合作，加大教学设备更新
装备制造企业能否快速实现转型升级，与产品质

量息息相关，而生产设备是否采用新技术，是否先进

是关键。因此，高校想要满足企业用工需求，想要培

养高技能、高质量人才，尤其是对于装备制造类这种

纯工科性质的专业，必须加大设备和资金的投入，配

套先进的工艺和设备，供学生在校期间实习、实训使

用。学校选用的教学实习、实训设备应该对标装备制造

类企业。根据制造类企业产品的种类和质量，一方面

通过定期更新购买最新设备，另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

渠道引进企业最新设备，实现与企业的资源共享。另

外，学校通过从校企合作企业引进最新教学设备，能

够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学习和熟悉企业的最新工艺

和设备，提前为进入企业适应新岗位做好扎实的实践

基础。同时，学生严格按照工艺要求和操作流程生产

出来的产品还可以反哺给企业，缓解企业的产品供需 
矛盾。

3.4    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
为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力度，高水平建设装备制造

专业群，高校教学应与企业岗位需求紧密对接，保证

人才输出的对口性和规模性。例如，高校可以将地方

装备制造类重点产业涉及的相关专业集群，通过组建

装备制造高水平专业群的方式，与产业链中的龙头企

业对接，进行产教深度融合。同时，针对组建的装备制

造专业群，提出相应的建设方案，通过学校和企业共

同建设，将专业群建设成为“专业有特色、地方离不开”

的高水平装备制造专业群。此外，将装备制造业领域

的关键性凸显出来，发挥装备制造业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示范引领作用，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层面上推动产教融合及校企合作，在推动

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引领下深化产教融

合及校企合作。高校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把握人

工智能为职业教育发展创造的新空间；要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承担起智能装备制造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新使

命；要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切实的行动深化产教融合

及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4    结语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产物，是高校实现教育

改革的重要手段。校企合作通过整合学校和企业资源，

进行深度融合，实现校企双赢。对于装备制造类专业

而言，高校与企业应进行多领域、多层次、多方位的

人才培养和工程合作，充分抓住装备制造类行业快速

转型发展的机遇。学校和企业进行合作的切入点要瞄

准企业生产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打造校企合作新模式，

构建校企合作共同体，培养装备制造类专业高技能人

才，协助校企共同迈入合作新阶段。此外，高校在校企

合作方面要发挥自身优势，广泛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不断改革创新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通过改善企业参与

的运行机制，打造厂中校、校中厂新模式，进而形成

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新机制。

学校与企业要大力开展校企合作和产学研用联动合作，

加强产学结合、校企合作内部机制建设，助推区域经

济发展，推进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忠

诚工匠”，努力推动装备制造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

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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