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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学者关于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
在产业学院的内涵、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建设路径方面。本文基于学者的研究,提出今后产业
学院研究需在实践研究、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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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rranges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studies of industrial colleg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industri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scholar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research of
practical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content should be dee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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