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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技术等进入各个学科,人文社会学科深受其影
响。在此背景下,“新文科”,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
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产教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校企合作育人的新模式。针对当前环境
设计专业产教融合育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为有效提高环境设计专业产教融合的深度,本文从制度建设
和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论述,探索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为提高环境
设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 新文科；环境设计；产教融合；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478.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Practical Teaching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Based on "New Liberal Arts"
Shuo Cheng
Academy of Design and Art,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da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virtual
technology, etc. have entered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disciplines have been deeply
affected. In this context, the "new liberal arts"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thinking mode, and use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 as the main ways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depth integ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a new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educating people.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p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and curriculum, and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design major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puts forward useful thinking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professionals.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Environmental design;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产教融合是指将高校和企业的双方

环节,也是本专业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

1 “新文科”背景下产教融合

优势进行融合并应用于人才培养的办学

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需要对传统教学

实践在环境设计专业应用中存在的

模式,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非常重

模式进行反思和发展的基础上,总结既

问题

要的意义。环境设计专业应用性与实践

有经验的延伸与拓展、交叉与融合、发

“新文科”和传统文科相比具有鲜

性较强,在“新文科”创新研究视角下,

展与创新,提高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着重

明的创新性,其核心理念契合了设计学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参与设计实践

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科的核心问题——创新。目前,教育部门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5

Education Research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和各高等院校均高度重视产教融合模式
的发展和实施,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
促进学科创新发展的措施和方案,但在
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融合深度不够,实
践教学成果不明显等问题。因涉及高
校、企业、行业及学生多个关联主体,
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足都将影响到教学效
果。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以下几点：
1.1教学资源短缺
在高校环境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

图 1 学生项目实训尺寸测量

理论课程与实践实训课程应该科学分
布。就当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资源短缺
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多媒体教室、实验室
及产学研工作室建设方面,不同地域高
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地区高校实
验室的数量和设备的配置存在一定的问
题,不能满足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甚
至是学生上课会出现多媒体机房不够
用的现象。这导致环境设计相关专业的
实验课程教学在开展过程中面临严重
问题。大部分情况下,教师只能利用多

图 2 学生项目实训施工图绘制

媒体进行授课,方式相对单一,因此难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工程项目实际
动手能力。
1.2缺乏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
当前,产教融合在我国高等教育体
系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各大高校
教师、学者都已经做了较为丰富教学研
究,但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和宽泛性。在实践教学方面,具体可以借
鉴的成功案例不多,相关高质量的著作
及论文不够。这就为产教深度融合教育

图 3 学生项目实训方案表达

模式的推展和实施带来了更多困难。环
境设计专业又是一门在我国开设时间
较短的新兴学科,涉及专业面广,定义
模糊,目前尚无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
因此当前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产
教融合深度不够,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
和实践经验。
1.3学 校 与 企 业 双 方 不 同 的 利 益
诉求
学校在与企业进行进行产教合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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