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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市场对于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已经大大的降低,企业更需要的是具有专业
知识体系的同时,还拥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的人才,也就是说,未来的人才要以知识为基础,同时能做好相应
的工作,而不需要进入企业以后继续进行实际工作能力的学习。因此,我国的高校需要尽可能的调整传统
的培育方式,以应用型人才为核心,强调人才进入企业以后,就能承担相应工作内容。于是,我国高校提出,
要进行人才的工匠精神培养,通过双师型教师团队,强化学生的能力。基于此类情况,本文将从应用型本
科院校设计类人才工匠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入手,全面展开应用型本科院校设计类人才工匠精神培育
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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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current market demand for theoretical talents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Enterprises need more talents with bo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and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that is to say, the future talents should be based on knowledge, can do the corresponding job, and do not
need to continue to learn the actual work ability after entering the enterprise. Therefore, China's universities
need to adjust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ethods as far as possible, take applied talents as the core, and
emphasize that after talents enter the enterprise, they can undertake the corresponding work content. Therefore,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posed to carry out the craftsman spirit training of talents and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ability through the double-teacher team.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will start with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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