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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标准化为我国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而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经济紧密结合。
随着各产业、行业标准化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探索一条如何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与标准化之间的融合发
展的路径,已成为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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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dardization provide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hina's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regional industrial economy. With the
advanc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strategy of various industry, exploring a path to better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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