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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黑河学院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为例,探讨了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
地的创新模式和路径,以及元宇宙时代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思路。得到只有通过贯穿学生培养
全过程的虚实结合,线上线下结合的思路来创建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创新模式,才
能提升计算机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这种基于工作过程和项目驱动的培养模式为计算机类专业的校
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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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base of Heih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innovative mode and path of
practical teaching base, as well as the idea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build practical teaching base in the
metaverse era.It is onl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virtuality and reality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student
train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ideas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model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building practical teaching bases for computer majors tha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computer majors.This kind of training mode based on work process and project-driven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bases for computer majors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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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理论价值

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创新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学校教学和

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探索与实践能

人才培养单一模式,改以院校教师和企业教师共同培养模式。这

够规范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管理方式、

样借助学校老师扎实的理论基础配合企业教师丰富的工程实践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丰富计算机类专业校企

基础,共同培养出理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的适应工作岗位的

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运作模式。

实用人才。校企合作是一种注重培养质量,注重在校学习与企业

1.2实践价值

实践,注重学校与企业资源、信息共享的“双赢”模式。在计算

共建专业实践教学基地能够优势互补,提升计算机类专业

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过程中,可从三个视角来

的师资力量。计算机类各专业能够依托校企实践基地,提高学生

展开研究：一是基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二是基于计

科技竞赛质量。计算机类各专业能基于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基

算机类专业的特点和发展需要,三是基于IT企业需求的角度。

地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因此校企合

1 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目的和意义
高校和企业合作共建专业实践教学基地,是当前应用型本

作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研究有深远的实践价值。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科院校为学生提供实训、实习的条件,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

通过在JSTOR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实践教学基地建

途径和必然选择。教育部在《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程”大学

设”为关键词进行相关主题搜索,得到的如图1(国外)和图2(国

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了详细的建设工

内)的相关文献发文趋势图。从分布图可以看出国外对实践教学

作。因此,加快建设计算机类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步伐,可以

基地建设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早,国内的相关研究近几年才成为

充分发挥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科优势。

热点,可以预见的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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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5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3.1校企共建的理念不同
学校偏重于理论教学,注重长期培养目的。而企业偏重于实
际应用,注重短期利益。现有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的实践机
会单一,对校企双方软硬件资源配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需
要双方沟通交流统一思想。
3.2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
在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虽然在经过了广泛的调研,目标明
确,课程体系设置合理,但计算机IT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频
繁,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求存在明显滞后性。
3.3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模式单一
运作模式简单。很多高校计算机类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
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生毕业前的企业顶岗实习,与专业
结合不够紧密,有些岗位甚至与专业不相关。另一类是针对理论
图1 国外相关文献发文趋势图(数据来源：JSTOR)

课或某项技能的跟班专项付费培训学习。校企深度合作还不够,
没有共同开发的课程、没有产品创新、没有双向兼职教师。
3.4在元宇宙概念冲击下未来实践教育基地规划问题
2021年,元宇宙概念受到追捧,热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
人提到元宇宙如何应用到教育行业中,作为前沿科技风向标的
硅谷到处充斥着“如何使用VR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
“如何在线
上办一场沉浸式的虚拟毕业典礼”等声音与讨论。而国内较早
关注“元宇宙”概念的经济学教授朱嘉明曾公开表示元宇宙应
用潜力最大的领域是教育。
上海市教委在2021年11月中旬,借元宇宙之名启动《上海市
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明确了要全面提升上
海市教育整体质量,集中探索和积极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VR/AR、5G应用等新型信息科技在教学场景的应用,全方位赋能

图2 国内相关文献发文趋势图(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2.1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教育综合改革。
未来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的工作也要适应时代变化,如

国外的很多大学贯彻面向应用、面向实际的办学方针,教学

何把元宇宙应用到实践教学中,达到随时随地能够保障学生的

与企业、社会紧密结合,将实践教育贯穿大学人才培养的全部过

实习、实训等教学任务的完成。因此在实践教学时间、方式、

程中,通过多种途径建设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保证实践教学质

内容等方面如何做好长远规划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量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主要体现在重视实践教育与基地建

4 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解决方法、路径

设,广泛开展多元化、多层次的校企合作,实施社会第三方的协

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
物联网
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
（感知层）
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

调服务和政策帮助,实施严密有序的实践组织与管理,有高质量
的师资与设施。
2.2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在中共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深化产教融合的政策内涵及

线上虚拟仿真实践教
学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制度框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要完善实践教学条件,推进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开展产学
项目驱动的教育模式

研合作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改革试点,构建创新平台体系。
《教育
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表示要以人才培养、
教育改革和发展需求为导向,建设完善的多方参与的实践教学
基地平台。

3 存在问题

图3 计算机类专业的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模式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的质量,对于高素
质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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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学实践基地的途径主要有两种：(1)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由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强化人才培养目标与区

学校或相关企业协商共同建立,做到足不出户的教学实践活动,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在促进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

确保学生实践过程中的便利与安全。(2)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由各

养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黑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学院根据学科、专业性质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能满足实

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在计算机类专业实习实训的实践过程中

践教学条件的企业、单位协商基础上建立。为解决校企合作共

得到检验,计算机类3个专业已与多家上市公司共建了实践教

建实践教学基地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图2所示,可采用虚实结

学基地。合作对象都是业内先进、管理规范、有发展前景的

合,线上线下结合的思路寻求解决方法和路径。

企业,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提高

4.1加强计算机类专业的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规

了学生的高质量就业。在校企联合培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和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两届项目生共320人中,2020届毕业生一

范化和标准化建设
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与政府、企业合作,引进优秀师资,

次性就业率89.67%,2021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92.1%,通过在

开展规范化、标准化基地建设。收集计算机类专业的人才培养

实践教学基地学习、培训,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工资底薪都得到

过程的现有状况资料,调查学生和用人单位对教育服务质量的

了保障。

具体要求,结合计算机类专业特点对原有的人才质量管理体系
进行研究,找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痛点,围绕市场需求制定具有

6 结论
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实现产学研结合,培养全面

专业特色的实践教学基地人才培养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促进学生就业择业创业,激发

4.2加强基于工作过程和项目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团队协作精神、自主学

构建计算机类专业校企无缝连接的新型特色教育模式。建

习能力、实践动手能力等发挥着重要作用。黑河学院依托企业

设集教、训、测、评、职、创等功能的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行业优势,建立了校企深度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合作机制,

采取项目驱动,工学结合模式,在基地内引入企业实战项目,在

在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方面做了有益的探

实战项目中消化知识,运用技术,并以成果检验学习效果。

索和实践。

4.3元宇宙时代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思路

[基金项目]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业都在积极的布局元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重点课题(课题批准号：

宇宙。元宇宙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概念,而是整合了5G 、VR和

GJB1422632)研究成果。课题名称：《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共

AR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互联网等多种信息技术,虚实相

建实践教学基地的探索与实践》。

融的新型互联网业态和数字社会的形态,它可以让我们在数字
网络空间中与他人或者数字化的食物与环境无缝对接,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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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实施
效果
黑河学院的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一直
有产业背景支撑。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黑河学院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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