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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品设计专业中实践教学是培养“双创”型人才的重要方式,也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内
容。改革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高教学效果,以产出为导向,以实践为依托,以策划创
意、产品创新的“双创”能力培养为核心,不断进行教学改革,保证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产生积极广泛的
社会效应,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产品设计创新创业人才。
[关键词] 创新创业；产品设计；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Curriculum of Product Design Major in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Innovation
Wei Ge Xiaoxia Liu
Nan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Practical teaching in product desig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double innovation" talents, and it is
also the main content of reform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can improv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mprove teaching effects, be output-oriented, rely on practice, and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double innovation" ability of planning creativity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nd continue to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s to ensure professional talents Cultivate quality, produce positive and extensive social effects, and
provide more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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