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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教融合是我国经济转型对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要求,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人才的重任,深化产教融合,不仅仅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学校和企业协同育人培养高职院
校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并且对于提高办学质量以及帮助地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此,本文以郑州理工职业学院产品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实践为例,分析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策略,从岗位需求出发,以就业为导向,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构建产教融合课程体系,优化教师团队,建立校企合作,搭建实训基地,深入探索校企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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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the requirement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erio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s and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production. This is not only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s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o jointly educate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nning schools and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training practice of product art design professionals i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ining mode of product design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Starting from the job demand and
taking employment as the orientat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alent training goals, builds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optimizes teacher team, establishe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builds
a training base,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 product design;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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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理工职业学院虽然在产教融

本院产品设计专业的课程安排还是参照

导致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不到位,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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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产品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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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以

显,没有按照企业工作流程或真实工作

的实践资源对于人才培养十分不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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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但在实际教学中缺乏实际项目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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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协同育人和校企双赢。

的人才培养方案并结合本专业在职教师

想,培养的人不能满足企业需求,所以产

的意见,没有认识到高职与本科院校人

品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上有待完善。

2 高职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的策略

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导致培养目标定位

1.4师资队伍建设不足

从前文分析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

不准确。再者,学校的教师与企业之间几

目前,本院产品设计专业的专任教

模式存在的问题可知,该专业人才培养

乎没有联系,讲授知识主要来源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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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确定学生的培养目标,共同制订产

双方召开教学研讨活动,打造紧密协作

业的用人需求。此外,校企合作可以实现

品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让企

的教师共同体,互相帮助,共同成长,在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进教

业深度参与到学校育人过程中,加强校

协作过程中,构建出相对完善的“双师

育与产业的协同发展。

企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产品设计人才

型”教师团队。

3 总结
高职院校要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共

培养应当对接区域服务产业,突出院校

2.4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优势,发展专业特色。校企协同育人,在

重视实践教学条件的建设,改善学

同培养学生,积极与市场对接,能够主动

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要适应企业行业

生的实训场所,尤其是实训基地的建设,

调研与分析市场需求,科学有效地推动

标准和岗位需求。结合区域产业定位与

加强校内实训中心、校内外实习基地、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深化产

文化定位,围绕新产业、新技术、新工艺,

创新工作室等建设,满足产品艺术设计

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充分发挥地方优

强化课程中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构建

专业学生开展实践创新教学的学习训练,

势,促进地方产业经济需求发展。探索产

区域特色人才培养体系。围绕企业的岗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对专业知

教融合背景下的高职产品设计专业人才

位职责工作任务,设计职业能力课程,校

识的实操能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侧重

培养模式,从岗位需求出发,以就业为导

企共建“核心课”；依托地域文化资源优

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有

向,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合理的

势开拓特色课程,探索以实际项目为主

效促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目标

产教融合课程体系,建立校企合作,搭建

的企业岗位课程。培养的人才需要具备

的实现。根据产品艺术设计专业特点和

实训基地,注重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职

一定的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建立完善的校内外

业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市场竞

需要开设一些专业基础课程提升学生的

实践课程体系,开展多元化教学活动,结

争力,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满足产业的

审美鉴赏能力、创新设计思维表达能力

合专业发展特点,加强校企合作,共同建

人才需求。

和创新创造能力。另外还需增设企业文

设校内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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