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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 章 以 1999-2018 年 中 国 知 网

CSSCI 数据库中关于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课程

信息化研究的 813 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

Excel 和 CiteSpace 5.3 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可

视化分析，厘清了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

研究的演进历程、前沿热点、发展态势和存

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结

果表明研究热点主要体现在基于信息技术的

英语专业课程改革、网络环境下学生的自主

学习、网络资源的建设、多媒体教学、大数

据时代的教学模式创新和信息技术与英语专

业课程的整合研究上。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

体现在高校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课程与教育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研究、大数

据在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翻译技术

与翻译教学研究、机辅翻译、英语教育大资

源的共享研究和英语教育的智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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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信息

化进程，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中国高

校的教育形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2010 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把教育

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署信息网络”，加

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2012 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2011—2020）》，提出“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

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018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

息化 2.0 行动计划》，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

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模式变革、

体系重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

重申了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目标，规定“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并印发了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提出“经

过 5 年努力，全面构建现代化教育制度体系”的总体目标，并把“大

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列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十项重点任务之一。

这两个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方案，

系统勾画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愿景，明确了教育现代化的战

略目标、战略任务。教育信息化对于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支撑性、

驱动性、引领性的战略作用 [1]57，是教育现代化实施的基本路径。

面对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和信息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

校英语专业教学不可能游离于现代化和信息化之外，英语专业课

程的信息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对我国英语专

业课程信息化研究进行梳理，厘清其演进历程、研究热点及发展

态势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对透视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

的现状与未来，以应对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高等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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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美国德雷赛尔 ( Drexel) 大学的美籍华人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动态可视化分析工

具 CiteSpace 5.3，结合 Excel 对文献数量进行处理，辅以文献阅读分析的方法，对我国英

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进行大数据的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软件适用于多元、分时、动

态的复杂网络分析，是近年来在科学计量学中最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可视化软件。其功能主

要包括作者合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机构合作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文献共被引分

析等，提供各种聚类图、时间线图和时区图等多样化显示模式，并生成各类知识图谱。[2]359

这种多元、分时、动态的分析可视化技术所绘制的 CiteSpace 知识图谱，能够将一个知识

领域来龙去脉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在一幅网络图谱上，并把图谱上作为知识基础的引文节

点文献和共引聚类所表征的研究前沿自动标识出来。[3] 人们可以依靠知识图谱的帮助，透

视人类知识体系中各个领域和结构，构造复杂知识网络，预测科学技术和知识前沿发展态

势。[4]

1.2  数据处理

本文选用中国知网作为文献来源检索库，数据最后更新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为保证研究对象的权威性和研究数据的有效性，本研究以 CSSCI 数据库的文献为研究对

象来源，因为 CSSCI 是核心来源期刊，被国内学术界广泛认可，具有足够代表性。为研

究方便，本研究的英语专业课程主要是指高校本科英语专业、商务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教

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设置的课程，将检索条件设置为关于课程的关键词，分别输入“英语专

业”、“翻译课程”、“翻译教学”“课程信息化”、“信息化课程”分次检索，时间不

限，并采用主题检索式以保证研究对象的全覆盖性。同时，为保证研究对象的准确性，对

命中文献一一进行甄别，选出属于“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领域的文献，共计 813 篇。

然后导出并转换成 CiteSpace 能够识别的 CNKI 格式文件，并将数据导入 CiteSpace。随后

对各参数进行设置，根据所下载的文献的年度跨度，将时间分段（Time Slicing）的跨度

设置为 1999—2018 年，间隔为 1 年；检索关键词（Term source）默认系统选定的 Title、

Abstract、Author Keywords、Keywords Plus，并选择 Burst Terms 进行突发性检测；因中国知

网数据无法导出期刊文章的参考文献，故不能做共被引分析，只能选择关键词进行共现分

析，所以确定 keyword 为节点类型（Node Types）；依据标准（Selection  Criteria）选择 Top N，

设置为 50，即提取每年排名前 50 的核心关键词；可视化方式（Visualization）选择静态聚

类视图（Cluster View-static）。

2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发展脉络和演进历程

为描绘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领域文献数量的变化趋势，本文对 813 篇核心文

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如图 1 所示。

关键词是文献研究内容的精华和提炼，是整篇文献研究问题的高度概括，通过关键词

共现图谱能够有效地提炼出研究前沿的热点主题。笔者通过 CiteSpace 5.3 基于 LLR 法则

对关键词的进行聚类生成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时区视图（见图 2），图中聚类节

点 94 个，连线 152 条。时区视图侧重于从时间维度上来表示知识的演进，有助于发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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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在研究内容上的演进规律。图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着一个关键词，

出现频次越多，节点就越大。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关系越紧

密。颜色从冷色调到暖色调的变化表示时间从早期到近期的变化。[5]

通过图 1 和图 2 的结合分析，可以大致将我国二十年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的演进

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信息化研究初步探索阶段 ( 1999—2004 年 ) 。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此阶段的研究成果较少，数量呈缓步上升趋势。图 2 时区视图中呈

现出来的关键词主要有“外语教学”、“多媒体”、“网络”、“信息技术”、“建构主

义”“教学模式”、“英语教学改革”等，表明这一阶段基于信息技术的英语专业课程改

图 1  1999-2018 年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文献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 2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时区视图



4

革开始启动，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建构主义理论支持下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及基础网

络设施建设。这个时期我国教育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快发展 [6] ，但是相关的应

用研究并没有达到相对深入的阶段 [7]。

第二阶段，信息技术全面应用阶段 ( 2005—2009 年 ) 。

从图 2 的聚类关键词可以看出，英语专业学科的各个方向几乎都有呈现。根据节点的

大小，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是“翻译教学”、“英语写作”、“商务英语”和学生“自主

学习”的研究。结合其他共现关键词“语料库”、“计算机辅助翻译”、“多媒体教学”、

“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整合”、“移动学习”、“数据驱动学习”等，可以推断该

阶段是信息技术全面应用于英语专业各领域的阶段。表明随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日

趋完善，相关研究的重点开始由“设施建设”转向“实践应用”[8]5；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

推动了技术与教学更深层次的整合，实现校园网络化 、资源数字化 、管理科学化，已逐

步成为高等学校改革的重点 [9]。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大量的研究成果在该阶段涌现，从图

1 中可以看到文献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并在 2009 年达到了二十年间的最高峰。

第三阶段，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度融合阶段 ( 2010—2014 年 ) 。

该阶段的主要凸显关键词有“教学资源”、“英语语言信息网络”、“MOOC”、“整

合优化”、“TPACK”、“云计算”等，表明外语教学信息化研究由应用转向深度融合阶

段。这与该阶段的我国的国家政策紧密相关，2010 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指出要“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优质教育资

源开发与应用以及构建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2012 年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提出“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该阶段的研究成果也颇为

丰富，图 1 显示每年核心文献数量保持在 50-60 篇之间。查询相关文献，陈坚林认为在该

阶段教育信息化研究由应用转向全面整合的阶段，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就是“互

联网 +”的深度融合 [8]5。信息技术和外语课程的深度融合甚至催生了一种新的外语教学理

论和实践的学科方向—外语教育技术学 [10]。

第四阶段，大数据时代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创新发展阶段 ( 2015—2018 年 )。

图 1 显示该阶段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2015-2017 年每年核心文献数量保持在

50-60 篇之间，只有 2018 年数量有所减少。图 2 显示主要凸显关键词包括“翻转课堂”、“慕

课”、“微课”、“大数据”、“人工智能”、“教育信息化”等，表明教育信息化研究

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发展阶段。教育的全面智能化以及“海量”信息网络资源的共建、

共享、共用成为前沿研究和突现课题的重要常态 [8]6。“翻转课堂”、“慕课”、“微课”

等课程模式的创新成为本阶段研究的热点。研读国家相关政策发现，2015 年国务院印发

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将大数据作为重大战略实施；2017

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发展智能教育，主动应对新技术浪潮带

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2018 年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推动新技术支持下教育的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这些标志着

中国全面进入大数据时代和智能时代。与时代相呼应，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的关

注点转向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的转变、“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的建设和英语专业

课程模式的创新发展。

3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热点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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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iteSpace 所生成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帮助研究者追踪整个研究领域中的前沿

热点。笔者借助 CiteSpace 5.3 软件基于 LLR 法则对关键词的进行聚类生成我国英语专业

课程信息化研究聚类视图，如图 3 所示。

如图 2 所示，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共出现了八大聚类。根据聚类中关键词包

含的多少，CiteSpace 分别对聚类进行了编号，聚类编号越小，聚类规模越大。按照规模大小，

聚类依次是信息技术（#0）、电子学档（#1）、英语视听说课程（#2）、网络环境（#3）、

语料库语言学（#4）、外语教学（#5）、多媒体（#6）、慕课（#7）。这些反映了我国英

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的前沿领域。

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和中心性是衡量关键词在研究领域内重要性的数据，出现频率

和中心性越高的节点可以代表在一定时间段研究的热点。根据聚类图谱，本文统计了前

30 位高频关键词（见表 1）。“外语教学”和“英语教学”虽然出现频率高但不能反映研

究热点，故不做统计。

序号 词频 中心度 关键词 序号 词频 中心度 关键词

1 43 0.2 信息技术 16 8 0.1 大数据

2 27 0.3 自主学习 17 8 0.05 微课

3 26 0.15 多媒体 18 8 0 计算机辅助翻译

4 26 0.07 翻译教学 19 8 0.03 移动学习

5 23 0.22 教学模式 20 8 0.07 整合

6 20 0.2 网络 21 8 0.02 网络技术

7 16 0.08 网络环境 22 7 0 学习者

8 15 0.04 英语写作 23 7 0.13 教学资源

9 13 0.18 语料库 24 7 0 翻译技术

10 12 0.05 翻转课堂 25 7 0 口语教学

11 11 0.09 商务英语 26 7 0.03 TPACK

12 11 0.04 建构主义 27 7 0.02 语料库语言学

13 10 0.03 教学设计 28 7 0.03 慕课

14 9 0.02 模式 29 6 0.03 云计算

15 9 0.07 mooc 30 6 0.01 人工智能

通过图 3 关键词聚类图谱和对高频词的聚类分析能够有效地提炼出研究前沿的热点主

题。根据八大聚类与高频词汇和高中介中心性词汇的综合分析，可大致将我国英语专业课

程信息化研究热点主题归类为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信息技术的英语专业课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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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聚类图谱

表 1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前 30 位关键词（按频度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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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示“信息技术（#0）”的聚类规模最大，“英语视听说课程（#2）”则排名第三。

“信息技术”一词在表 1 中词频最高，其共现关键词主要有“翻译教学、教学模式、英语

写作、商务英语、教学设计”等，这些词的词频和中心度都较高，且都与课程改革相关。

结合聚类和关键词分析，说明基于信息技术的外语课改研究是研究的热点主题之一。（2）

网络环境下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自主学习”词频排名第二，且中心性最高，图 3 显示

其共现关键词主要有“网络环境、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网络资源”等。而“网络环境

（#3）”是第四大聚类，说明网络环境下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是关注的焦点之一。（3）

网络资源的建设研究。图 3 中的聚类“电子学档（#1）”和“语料库语言学（#4）”都与

网络资源的研究相关，在表 1 中“语料库”的词频和中心性都较高，“教学资源”的中心

性也较高。这些说明网络资源的建设研究是热点之一。（4）多媒体教学研究。“多媒体”

的词频排名第三，且中心性较高，属于图 3 中“多媒体（#6）”聚类，其共现关键词主要

有“外语教学、英语教学、教学模式、英语写作、建构主义、教学设计”，说明建构主义

理论支撑下的多媒体教学是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的关注点。（5）大数据时代专业英

语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从图 3 中可以看到“慕课（#7）”聚类，表 2 中出现“翻转课堂、

MOOC、大数据、微课、移动学习、慕课”都属于该聚类，且这些词的中心性也相对较高，

说明大数据时代专业英语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正成为新的研究热点。（6）信息技术与英语

专业课程的整合研究。表 2 中的“整合、TPACK”中心性也相对较高，其共现关键词主要

有“外语教学、英语教学、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说明信息技术与英语专业课程的整

合研究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4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发展态势展望

Kleinberg 在 2002 年提出了突变检测算法，突变检测算法可以对文献中出现的所有词

进行突变分析，及时发现低频但具有情报意义的词 [11]，因为频次突变的关键词所代表的主

题更有可能是学科领域未来主题演化的方向所在。陈超美也认为趋势上升的突变词更能帮

助了解学科领域的新趋势和动态发展 [2]361。陈超美团队根据 Kleinberg 的突发检测算法设计

了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的突变词检测功能，该功能可计算并提取词频突变的焦点词，而

这些新兴的处于上升阶段的焦点词可用于揭示学科的前沿 [12]。笔者采用文献关键词词频突

变检测得到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 1999—2018 年间突变词 12 个（见图 4）。

Top 12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序号 关键词 突变强度 开始年度 结束年度 1999 - 2018 年变化趋势

1 外语教学 6.6793 1999 2005 ▃▃▃▃▃▃▃▂▂▂▂▂▂▂▂▂▂▂▂▂

2 翻转课堂 5.7891 2015 2018 ▂▂▂▂▂▂▂▂▂▂▂▂▂▂▂▂▃▃▃▃

3 自主学习 5.3329 2006 2008 ▂▂▂▂▂▂▂▃▃▃▂▂▂▂▂▂▂▂▂▂

4 多媒体 5.2975 2005 2010 ▂▂▂▂▂▂▃▃▃▃▃▃▂▂▂▂▂▂▂▂

5 教学模式 3.7818 2004 2008 ▂▂▂▂▂▃▃▃▃▃▂▂▂▂▂▂▂▂▂▂

6 整合 3.6218 2007 2017 ▂▂▂▂▂▃▃▃▃▃▃▃▃▃▃▃▃▃▃▂

7 大数据 3.5815 2015 2018 ▂▂▂▂▂▂▂▂▂▂▂▂▂▂▂▂▃▃▃▃

8 信息技术 3.4808 2010 2017 ▂▂▂▂▂▂▂▂▂▂▂▃▃▃▃▃▃▃▃▂

9 MOOC 3.1745 2014 2018 ▂▂▂▂▂▂▂▂▂▂▂▂▂▂▂▃▃▃▃▃

10 翻译教学 3.1296 2011 2017 ▂▂▂▂▂▂▂▂▂▂▂▂▃▃▃▃▃▃▃▂

11 教学资源 3.1052 2012 2018 ▂▂▂▂▂▂▂▂▂▂▂▂▂▃▃▃▃▃▃▃

12 人工智能 2.5815 2015 2018 ▂▂▂▂▂▂▂▂▂▂▂▂▂▂▂▂▃▃▃▃

图 4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 1999—2018 年间突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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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图 4 中突变词的强度和时间发展趋势，再结合图 2 研究前沿的演进和关键词的共

现关系，可以探知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时代高校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从图 4 可以看出，“翻转课堂”突变强度位居第二，而且从 2015 年一直持续到 2018 年，

“MOOC”一词突现性从 2015 年保持到了 2018 年。翻转课堂和慕课都是近几年的新型教

学模式，代表着新时代课程信息化的发展趋势，预示了高校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2）英语专业课程与教育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研究

“整合”突变强度位居第 6，持续时间较长，从 2007 年一直持续到 2017 年，图 2 显

示其共现关键词主要有“信息技术、英语教学、网络环境、教学模式”等；而“信息技术”

一词的突现性从 2010 年一直保持到了 2017 年。查阅国家政策和相关文献发现，教育教学

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研究一直是教育信息化研究的热点。我国《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提出“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推进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这些都预示英语专业课程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研究依然是未来的研究焦点之一。

（3）大数据在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图 4 显示“大数据”的突变强度也较高，而且是近几年（2015-2018）的突现词，这

表明大数据在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亦是未来研究趋势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

该趋势是时代发展和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要。今天，互联网发展已经从最初的网络化、

数字化演进到大数据、云计算阶段，云时代已经来临。政府在 2015 年的《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中系统部署了大数据发展工作，在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大数据作为重大战略实施；2018 年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也是教育部结合国家“互联网 +”、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战略而制

定的计划。鉴于以上所述，大数据在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必将是未来的研究大方向。

（4）翻译技术与翻译教学研究

根据表 1 的数据，“翻译教学”的词频较高，共现关键词主要有“信息技术、计算机

辅助翻译、语料库、翻译技术”，说明信息时代基于计算机的翻译技术对翻译教学提出了

新的挑战，新型的翻译教学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再结合图 4，该词的突现性从 2010 年

一直保持到了 2017 年，因而可以预测“翻译技术与翻译教学研究”有可能依然是未来的

研究趋势之一。智能技术正在颠覆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定义及其众多的代名词，

随着云计算、智能技术和基于深层神经网络的翻译智能技术的发展，翻译智能技术的流畅

度、精准度和自然度越来越高，而神经网络又受到掌握多门语言的人类在翻译过程中大脑

中发生的模式识别过程的启发。通过深度学习算法，程序利用数据模型分析大量数据，不

断地创新翻译智能，并逐渐强大，形成翻译超级智能，这将是指日可待的。[13]

（5）英语教育大资源的共享研究

“教学资源”也是突现词之一，而且突现起始年度是 2012 年。研读当时的国家政策

发现，政府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提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

及共享，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施教育大资源共享计划”。自此，教育大

资源的建设和共享成为各高校关注的焦点。2018 年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确定的

基本目标包括“建成‘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推动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

宋英，何高大，柳安娜：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热点及发展态势分析——基于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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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的战略任务包括“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机制”。这些预示英语教育大资源的共享研究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6）英语教育的智能化研究

图 4 显示“人工智能”是近几年（2015-2018）新出现的突现词之一，预示了该领域

的研究将是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这与时代发展需求和国家政策是紧密相关的。根据联合

国下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研究报告《技术趋势 2019：人工智能》显示，

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中，中国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政府一直将人工智能的发

展放在战略位置。2017 年政府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发展智能教育；

2018 年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将“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列为实施行动之一，

提出“大力推进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全流程应用，利用智能技

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探索泛在、灵活、智能的教育教学新环境建设

与应用模式”。2019 年 2 月《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的第八项战略任务是“加快信

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迎合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人工智能、智慧教育、超智能教育必将是未来英语专业课程信

息化研究的焦点。

5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5.1  存在的问题

（1）关于课程信息化研究理论的创新不足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

纵观研究文献，主要是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理论，而缺少支撑我国信息化研究的本土

化理论。我国教育信息化有史以来产生的带有方向性、指导性、引领性、基础性、根本性

的重大理论原始创新数量严重不足，迄今没有形成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及方

法，也没有形成技术变革教育的理论和方法。[1]58

（2）研究内容宽泛，系统性研究较少

笔者对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内容的覆盖范围进行了统计，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但系统性的综合研究较少，忽略了课程信息

化的系统设计观，关于英语专业课程体系框架设计的研究不足，不适应当下外语课程信息

化需求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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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

图 5 中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多，从宏观方面进行研

究的较少。对文献进行二次阅读，发现鲜从政府部门、社会公众、教育服务业等生态环境

来研究，使高校与外环境还是形成了“信息孤岛”。

（4）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实证研究较少

笔者对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如图 6 所示。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关于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的研究都离不开定性分析，相比之下，

定量和实证等的研究数量较少。大多数研究只是理论式的分析，缺乏数据、案例的支撑。

（5）研究视角单一，跨学科研究较少

信息化研究是涉及多学科的研究，如语言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理学、心

理学、仿生学等。但研究文献显示大多数研究者从单一视角研究，缺乏学科之间的互补研

究，从而使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出现盲点或缺陷。

（6）褒扬性研究较多，反思性研究较少

查阅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信息化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或所起的积极作用，

如多媒体对教学的促进作用、网络基础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翻转课堂、慕课和微课对课程

模式改革的推动力等。然而，我国信息化发展过程出现了诸多问题，如黄荣怀认为教育信

息化经费投入大、效果不显著的现象是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性的内部问题 [14]；任有群提出

了所投入的工具、设施、装备、资源是不是能符合“信息化生产工具”的内涵的质疑 [15]；

杨宗凯认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未能使教育的质量与本质发生“显著性差异”[16]；陈琳认为

MOOC、微课、翻转课堂共同的最大问题是只增进了知识传授，都存在认知“天花板”，

这些课程形式逐渐显现出自身的滞后性、局限性和疲态 [1]60。对于信息化发展过程出现的

问题研究者们缺少反思，相关研究数量稀少。

5.2  建议

针对以上所述问题，笔者认为以后的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1）创新研究理论。研究者们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势，树立教育信息化理论创新自信与道

路自信，增强教育信息化理论自主创新意识，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在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

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方面，应该充分发挥该优势尽快实现重大理论的突破，形成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理论 [1]59。（2）扩展研究方向。根据英语专业课程信息

宋英，何高大，柳安娜：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热点及发展态势分析——基于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图 6  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信息化研究方法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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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发展需求，从具体微观层面向系统宏观层面倾斜，关注其系统设计和宏观设计。根据

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拓展研究方向，探索新型学与教的创新模式。教育信息化 2.0 将呈现

体验、开放、融合、数据、连接、服务、创新、引领、变革、智慧十大特征，十大信息技

术支持的创新教学模式，包括远程专递课堂、网络空间教学、异地同步教学、双主教学模式、

翻转教学、校园在线课程、基于设计的学习、引导式移动探究学习、协同知识建构、能力

导向式学习，正在悄然变革学与教方式。（3）融合研究视角。视角的融合是课程信息化

研究发展、繁荣的必然趋势。在将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应加大合作力度，形成研究团队，建

立跨学科以及超学科研究平台，实现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上的优势互补。（4）拓宽研

究路径。目前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需要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实现方法的综合化、

多元化、实证化、高科技化，实现个案与大数据的结合，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结合。（5）

反思研究盲点。研究既要肯定成绩，推广成果，更要反思盲点，找出不足。陈琳认为教育

信息化发展主要存在重大理论创新缺失、重大原始实践创新不足、技术变革教育的宏大设

计缺乏、高校教育信息化引领缺位、教育信息化绩效不高、教育信息化学科地位不高、重

建设轻创新、唯“商”、唯“美”、唯“量”、唯“新”等 11 个方面的问题 [1]59。只有发

现问题，才能提出解决策略，才能切实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6    结语

本文以 1999-2018 年中国知网 CSSCI 数据库的关于我国高校外语教学信息化研究的

813 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 Excel 和 CiteSpace 5.3 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

知识图谱的形式将研究结果客观形象地呈现出来，基本厘清了我国高校外语教学信息化研

究的演进历程、前沿热点、未来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相

信研究结果对后续外语教学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我国高校外语专

业教育应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 5G 对外语教学的变革等新技术浪潮带来的新机

遇和新挑战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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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s and Trends of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zation 
of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Visualized Analysis of CiteSpace

SONY Ying, HE Gaoda, LIU An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hot spots, trends and defects of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zation of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HEI) based on the visualized analysis of 813 academic papers of CSSCI educational 
journals published from 1999 to 2018 in CNKI database by employing the tools of Excel and 
CiteSpace 5.3.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udent autonomous learning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resources, multimedia teaching,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for English majors in HEI, 
the deeper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English teaching, translation teaching related to translation technology, CAT, the sharing of vast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 informatization; research hotspots; future trend;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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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统一战线在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巨

大优势。新时代高校统一战线工作面临新的

机遇和挑战，结合新冠疫情防控典型案例，

分析研究新时代高校统一战线工作在新冠疫

情防控中发挥作用路径，对加强高校统一战

线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

义。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应广泛传递高校统

一战线“团结奋斗、共克时艰”正能量，大

力发扬高校统一战线“恪尽职守、担当有为”

敬业精神，充分发挥高校统一战线“凝聚智

慧、建言献策”智力优势，全力构建高校统

一战线“立足长远、健全高效”长效机制，

并不断深入探索和实践，为构建和谐校园、

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高校统一战线；突发事件；民主党派；

疫情防控；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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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预防处置的过程就是一个危机处理的过程，更是一

个理性的过程。当前，我们面对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这场突发事件是对我国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一次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

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疫情防控中，统一战线聚焦重

点、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发挥着独特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做出了积极贡献。高校统一战线工作

面临新形势，加强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对于

维护校园和社会安定和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合新冠疫情

防控典型案例，对突发事件中高校统一战线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是一个新课题。

1    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突发事件大都具有危机的特质 , 或者说具

有向危机事件转化的潜质。面对风险社会来临以及突发事件的危

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规定 :“国家建立统

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

管理体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统一战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应该发挥更

加积极的作用，在突发事件预防处置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对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的介入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国家

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20 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在应对突发事件中高校统一战线的作用机制研究

李念良，柳德舫

广东白云学院  教务处，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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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关系深刻调

整，各种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社会不和谐因素日益增多，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严重威胁到全

体人民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为了更好地调动社会全体成员参与国家和社

会治理现代化、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根本上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就必须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协调关系

和化解矛盾的优势。可以说，统一战线的介入，是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政治保障。

另一方面，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对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的介入是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

促进社会广泛参与的必然要求 [1]。对于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必须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

依靠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监督，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的统一，自觉地

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活动。因此，要充分引导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劳动的热情，同时在

突发事件的处置和恢复重建中，要更好地发挥基层群众、宗教人士、港澳台胞以及海外侨

胞、非公有制经济以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公共意

识，迅速高效、科学理性地处理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校各民主党派、统

战团体积极响应，积极支援疫区，包括一些高校积极响应号召支援医护人员、捐款捐物爱

心奉献、医疗设备及防护物资筹措等，同时积极传播防疫抗疫正能量，谱写了广大高校统

战人员广泛参与、勇于担当的新篇章。

2    应对突发事件对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用专门篇幅阐述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又从

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是做

好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随着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全面深化，统战

对象人数不断增多，工作范围不断扩大，思想政治工作任务艰巨，这些都给高校统战工作

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高校统统一战线工作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带来的新要求，

深化对高校统战工作的认识和把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找准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的新起点，谋划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的新转变 [2]。

统战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运用多种手段构建一整套快捷、灵活、高效的预防和化解

突发事件的工作机制，以最快的速度、较小的成本、最佳的途径来应对突发事件，构建和

谐社会。高校统一战线工作如何适应新时代对统战工作的新要求，创新高校统战工作机制，

在突发事件中发挥优势和作用，既是一项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一项实践课题。针对统战工

作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高校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关于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努力形成新气象、实现新作为，积极投身到突发

事件的预防和化解工作中，为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提供应有的支持、贡献应有的力量。

面对疫情，高校统战人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响应“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要求，全面

开展在线教学、管理和服务，同时发挥高校高知优势，为抗击疫情献言献策，积极履行人

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崇高使命。

3    突发事件中高校统一战线作用机制研究

统一战线独特的思维理念和工作方法彰显了统一战线在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预防

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巨大优势。高校统一战线在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预防和处置突发事

李念良，柳德舫：在应对突发事件中高校统一战线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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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具有重要价值，并在长期巩固和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和不断加强，值得借鉴、推广和运

用 [3]。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广大高校统战成员和统战干部携手并肩，献计献力献资源，

履行统战担当、展现统战作为、书写统战答卷，用行动、用坚守、用爱，谱写了一曲守望

相助、风雨同舟、戮力同心、大爱无疆的赞歌。分析研究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在新冠疫情

防控中的作用机制，对统一战线在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中作用发挥、统战工作方式创新、

加强和改进高校统战工作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3.1  同心协力，广泛传递高校统一战线“团结奋斗、共克时艰”正能量

实践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各种信息充斥网络，公众因为缺乏相关知识，

可能产生慌乱和焦虑心理。如果引导不力，就有可能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不利影

响，甚至影响社会大局稳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的是事实、科学和万众一心的斗志，

必须汇聚起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正能量，传递向上向善的积极心态。统一战线是做人的

工作的，搞好统一战线需要发挥党外代表人士的独特作用，把统战成员所联系的广大群众

团结起来，做好思想工作，让人心凝聚得更牢固、更长久。面对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高校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积极响应，“涓涓细流汇成大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主动奉献爱心、筹措物资，聚沙成塔，为疫情严重地区和医疗机构提供支持，助力抗击疫

情，凝聚了抗疫阻击战的强大力量。高校统一战线积极传递正能量，用爱心和行动支援疫

情防控工作，践行了新时代服务社会的崇高使命，彰显民主党派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3.2  履职尽责，大力发扬高校统一战线“恪尽职守、担当有为”敬业精神

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央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各城市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前沿

阵地，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方面社区起着重要的阻击作用。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和

志愿者在当前社区阻击战中，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积极配合基层党委政

府工作，充分发挥自身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在参与社区防控中可以积极作为。面

对疫情，高校统战人“立足岗位不停教、在线教学助战疫”，坚守本职，履职担当，克服

困难，响应“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要求，充分利用多种网络教学平台，积极开展在

线教学，为抗击疫情贡献自身力量。从疫情期间高校 2020 年春季学期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及效果看，教师教学准备充分、教学热情饱满，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教学运行总体平稳有

序，全力保障了疫情期间“教师教学质量不下降、学生学习效果不下降、课程考核要求不

下降”，有效实现了线上线下教学实质等效。同时，各高校正在根据国家、省教育主管部

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积极研究对策，制定方案，统筹做好 2020 年秋季学

期教育教学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全面恢复秋季学期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确保教育教

学平稳、顺畅。

3.3  凝心聚力，充分发挥高校统一战线“凝聚智慧、建言献策”智力优势

在短时间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原因往往不易确认，其发展趋势和影响范围也难以

判断。如果防控处置不当，就可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由于应急处置和救援工

作时间紧迫，必须有专业知识保障和充分智力支撑，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随着企业复

工复产，人口流动和聚集增加，疫情防控面临更多风险。这就更加需要发挥智库作用，帮

助党和政府优化决策。高校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具有“智囊团”和“人才库”

的作用 [4]，能够及时把各方面意见建议、利益诉求传递给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应对疫情中

发挥自身智力优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校统战人充分发挥高校高知优势，群策群

力谏箴言，为疫情防控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不少高校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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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成员积极在应对疫情中发挥自身智力优势，聚焦疫情联防联控、公共卫生、企业复工

复产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展开分析研讨，为抗疫防疫工作献智献力，形成了一批高

质量的调研报告、社情民意信息、“献一策”建议等，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积

极贡献。

3.4  临机制变，全力构建高校“立足长远、健全高效”长效机制

统一战线是组织资源和人才资源十分丰富的大联盟，如何把统一战线的优势转化为应

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实际效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现实课题。当前，高校统一战线参与重大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缺乏健全而有效的统战系统参与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机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整体合力不强。要把高校统一战线中健全的组织优势变成组

织力，丰富的人才优势变成人才支撑力，独特的功能优势变成社会行动力，关键是建立一

个能把各种资源综合利用起来的有效机制 [5]：一是建立高校统一战线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

统一组织指挥体系，增强统战系统参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力和协同性；

二是建立高校统一战线参与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信息反映预警机制；三是建立高校统

一战线领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专业技术人才储备库，增强参与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

能动性和实用性；四是建立对高校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舆论引导和矛盾化解机制，积极参

与开展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社会稳定维护工作。

4    结语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一战线责无旁贷的职责。新时代高校统一战线工作面临新的

机遇和挑战，高校要深刻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引领，充分发挥高校的育人优势，积极探索统战工作的新思路、新机制 [6]。在应

对突发事件中，高校统一战线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努力调动统战系统的一切积

极因素，不断深入探索和实践，进一步提升高校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全面深入推进高校

统一战线工作，为助推人才培养、学校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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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the United Fro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oping with Emergency Incidents

LI Nian-liang,  LIU De-fang

Abstract: The united fron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and advantage in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interest expression mechanism, preventing and coping with emergency incidents. Meanwhile, 
the united fro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ed wi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Combined with typical cases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united front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role path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 To cope with emergency incidents, the united fro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ransfer positive energy through uniting and struggling together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develop the spirit of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by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fulfilling their duties, and acting courageously; give full play to superiority on condensing the 
intelligence and making recommendations; construct efficient long-term mechanism, make new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build a harmonious campus and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the united fro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ergency incidents; democratic partie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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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黎遂球作为岭南著名诗人，其诗歌

呈现出了劲健的艺术风格。虽然后人因其黄

牡丹的诗作的绮丽风格而熟悉他，但是平心

而论，黎遂球在当时的岭南文人创作中产生

的影响更多在于其诗风中的劲健。本文通过

《莲须阁集》中的作品的分析，总结了黎遂

球劲健诗风的艺术特点，并进一步的探讨其

诗风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黎遂球；诗风；形成原因

收稿日期：2020-07-09

作者简介：刘乐乐（1980-），女，山东临清人，

硕士，广东白云学院中文讲师，研究方向：

明清文学。

黎遂球（1602—1646），字美周，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

是明末清初岭南的知名诗人。在文学方面，他的诗文和书法都有

相当的成就，为南园诗社盟主陈子壮、复社盟主张溥所推重。著

作有《莲须阁集》、《莲须阁文钞》等。黎遂球的诗歌众体兼备，

题材亦十分广泛，其诗歌的风格亦呈现多样化的风格。其中值得

注意的是，不管是写哪一种题材，观其诗，无不充满着刚健有力、

高华爽骏的气息，在《岭南诗歌研究》中陈永正教授誉之为“粤

中李白” [1]。结合诗人的经历、所处的地域影响和其思想的变化，

笔者通过《莲须阁集》中的作品的分析，对其家世、交友、师承

等进行分析，进而总结了黎遂球劲健诗风的艺术特点。

1    诗人生平

温汝能曾以国变来划分黎遂球作品风格前后的变化：“黎美

周少负才名，花酒声歌无所不染。国变后，幡然该行，提一律之师，

力守孤城，巷战奋呼而死。前后如出两人，可谓奇也矣。昔日文

山杀身成仁，少时亦癖声伎。美周，其即文山后身耶。”[2] 诚为确

论，然而这一变化不是一蹴就成的。研究其诗风的发展，这种风

格的转变和形成离不开家世、师承、交友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影响。

1.1  家世与师承

根据道光《广东通志》、《明史》、《番禺县志》、《从化

县志》等史料以及黎遂球的诗文集《莲须阁集》可知，黎姓氏族

自帝尧时为火正，至汉初，朱苍封軚侯，其后宋室南渡自南雄徙

居番禺板桥乡（今广州番禺南村镇）。其后裔中分化为两支：从

化黎贯一门；番禺黎瞻一门，黎遂球属番禺黎瞻一支。黎瞻是遂

球的曾祖父，黎密是遂球的父亲，黎瞻、黎密都是是诗文俱佳之人，

黎遂球的两个儿子延祖、彭祖皆好学笃行，遂球夫人为欧大任的

侄孙女，区大相的孙女则是黎遂球的儿媳，可谓是满门书香。从

陈恭尹编集、黎延祖刻本的《番禺黎氏存诗汇选二十一卷》中看，

论黎遂球诗风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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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黎氏十九人，诗作皆有可观。其中黎瞻、黎密、黎遂球、黎延祖、黎贯、黎民衷、黎

民表、黎民怀、黎邦瑊更是这个家族有代表性的人物。陈恭尹在《番禺黎氏存诗汇选序》

中感叹黎氏“一家之中多才如此”[3]。

青少年时期的黎遂球，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化传统的文学世家。他五、六岁便能诗，家

庭中浓郁的儒学气氛对他的儒道信仰影响甚大。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有着远大

的政治抱负和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希望能够像荆轲、项王、于公等人那样名扬千古。

凭借着父亲的声望，黎遂球获得了当地名士的教导，如邓云霄、欧主遇等；其中对黎

遂球影响比较深远的就是东林党人：陈子壮。陈子壮 (1596-1647)，广东南海沙贝村人。

他是黎遂球父亲的同辈好友，而陈子壮最为深爱的门人便是黎遂球，“遂球番禺人，执贽

门下，师事唯谨，公亦雅爱重之。师弟二人，往往于月夕花朝，论及时事，辄唏嘘流涕”。[4]

明崇祯六年（1633）黎遂球第二次上京会试，离别前，南园诸子于东林僧舍送别。陈子壮、

陈子升等十人赋诗相赠，书成长卷《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崇祯帝召见保举法，

陈子壮时为礼部侍郎，立即想到的是保举遂球。崇祯十一年（1638） 陈子壮、黎遂球重

修南园诗社。明崇祯十四年（1641），40 岁的黎遂球夺得牡丹状元的称号后，归至广州，

师陈子壮首和之，其后和者日众，编成《南园花信》一卷，刊印成书。对黎遂球而言，这

样的师徒关系后来成为了黎遂球加入复社一个有利的条件，因为东林党人的弟子和亲属加

入复社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5] 正是这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影响，对黎遂球的诗风从

绮丽到雄浑，思想上从喜好宴饮游乐到经世致用的转变起着关键的作用。

父亲和老师们清操劲节名世，又有文名。在性情上相投契，文学上相渗透，这些无疑

对黎遂球的性格和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1.2  交友与应试

十二年间不断往来江南的旅途生活，对黎遂球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个时

期其诗飘逸成分减少而现实主义成分增加，豪迈中蕴含着苦闷和忧愤之情。崇祯元年（1628）

他踏上追逐功名的路途，前往京城赴试，可是此后历经五次考试，在这条的大道上，黎遂

球屡屡失败。他在创作中极力宣泄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即次惬幽赏，转伤羁旅情。谁

能与梦来，相对银烛清”[6]106（《七夕酌李文中竹圃留宿作》）；“可怜同巢燕，孤飞向春殿”[7]101

（《艳歌行寄两弟》）；“灯前起舞拼沉醉，老我风尘待著鞭”[8]101（《夜过王予安寺楼，

令子茂远从山阴至率赠》）。于是，黎遂球转向积极投身于复社的活动当中，参加复社的

集会，与复社成员投赠交游。复社“经世致用”的思想使黎遂球的创作题材从模山范水、

批风抹月转变为关注现实、哀悯民生。如：“辽阳征戌憯频年，金粟输来尽赐边”[9]89（《戊

辰长安感述》）；“盗贼绕山城，金钲昼夜鸣。”[10]82（《庚辰出都二首》）。在深切同

情人民疾苦的同时，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这一期间诗人创作思想的转变。在复社好友张溥、万时华的影响下，黎遂球对

何谓诗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顾不盈和拟古乐府诗序》（卷十八）黎遂球提出：“今

天下多言诗之人，然而无多诗人。夫所谓诗人者而必深居泉石钓戈，简出置世。故于不闻

而后为诗。此其说有然有不然。然者，何不逐逐于名誉得失。斯其性止而情必深。不然者

则惟其不深观于世。于世事亦不能深发其感故也。三百篇何所往而不从感发哉。” [11]240 可

见黎遂球心中的诗人既要抒发性情兼具学问，同时还要善于观察世事，方能发出感叹。在

《区叔永诗集序》（卷十八）中黎遂球更为清晰地勾勒出人、事、诗三者的关系，强调以

事传人、以诗传事：“诗声教也，其徵通于鬼神，故不可以名位权利强至，而传有以其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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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者，其人传者，传其诗，非诗传也。” [12]246 于是，中期的黎诗充分体现了“文以气为主”[13]246

的审美理想，其忧愤之情渗透着汹涌澎湃的豪迈英气。一些诗作首陡然而起，直抒胸臆，

如“龙肉不可饱，珠贝不如衣。”[14]56（《放歌行》）、“北风何萧萧，感慨过易水。”[15]58（《述

古》）一些诗作结构跌宕起伏，如《拟古杂诗首二》先从渲染场景开始，构建宏大壮观的

战事场面，结尾处言志抒情，全篇体现了诗人洒脱阔达的气势。还有一些诗作呈现出清淡

的境界，但是这种对美好境界的描写却是一种无奈的寄托和苦闷的宣泄。如《舟暮》（卷

五）：“细草扁舟暮，寒月澹树天。渐沈桥外翠，空听石间泉。庙古门当岸，邨孤屋背田。

众山看处断，微雨滞炊烟。”[16]85 诗中所写的景色带着伤感的色调，“扁舟”“寒月”“微

雨”“孤都”“古庙”均透着淡而深挚的悲凉，加上诗人在这些景物中表述的感情又是如

此浓烈 , 朦胧细雨加上袅袅的炊烟，一个“滞”字点出诗人现在苦闷的心情。于是全诗意

象凄清，空旷孤寂，用笔曲折顿挫，抑扬起伏，有着充沛的情感，给人以警健的感受。

可见，这个时期黎遂球的诗作，无论是咏怀还是写景，其劲健诗风日趋成熟。

1.3  时代的声音

天启年间，岭南地处边陲，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呈现出平静、繁荣的局面。美

周一如明末的贵公子，携妓赋诗，狂歌痛饮。诗歌中出现“歌舞彻春宵，飞花溅暮潮。美

人杂琼佩，公子挽兰桡”；“别墅谈经暇，山楼染翰勤”；“丝绕炉烟细，珠添草露纷”[17]

等略带“西昆”习气、辞彩华丽、情思婉转的诗句，此时的诗风绮丽缠绵。

明末社会宦祸炽烈，党争激烈，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外族的连年侵扰，中央集权制已

趋衰落，内阁制度濒于崩溃，大明王朝已经处于内外夹攻的困境。经受着国家的不幸，民

族的危亡、挚友的离去所带来的巨大痛苦，黎遂球诗风苍凉悲壮之气进一步增强，这集中

体现在诗人的忠义精神。在《三大忠祠赋序》（卷一）中黎遂球这样写道：“三大忠祠，

故宋兴国文公天祥、左丞相陆公秀夫、越国张公世杰也。地本广州南园旧址，当国初有赵

御史介、孙典籍蒉、王给事佐、李长史德、黄待制哲，是为‘五先生’，结社南园，开我

明岭南风雅之始。继而当事者因其地建祠，以祀三公。为岁已久，崇祯戊寅，直指葛公奉

命巡按东粤，遂出俸锾，率僚属诸公，庇才募工，修之池亭，堂寝无不完美。盖公丰裁凛

冽，欲昭忠节以振世，而雄文雅思，源沛流合，因右举‘五先生’所为诗，重授剞，于以

采风激俗，义有兼贯一时，绅僚咸勒碑矢，颂以志不朽，若养公之蚬首，召佰之棠下，又

得以公重斯祠焉。”[18]43 此处，黎遂球明确的表达了忠贞之骨的主题思想，表达了自己随

时都能为保卫民族而献身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发下，黎遂球的创作题材开始描写军旅

生活、战乱实景。《壮游篇》（卷二）中豪迈的呼喊：“誓雪国耻，以舒郁陶。死重于山，

生轻于毛。西当灭贼，东欲破辽。孟贲抱鼓，庆忌从轺。”[19]54《苦热行》（卷三）中“山

高不可越，天高不可量。赢瓶坐井底，割轮愁津梁。放士如饥鳶，站站飞炎方。秋冬且气湿，

春夏凭云光。长蛇伺我门，射工登我床。白日不遐尔照，酷吏威乃张”[20]65 的战地场景描写，

豪情顿挫，语言苍凉。甲申之变的爆发再次唤起了黎遂球济世救难的使命感，直到南明隆

武二年（1646）南都破，黎遂球披挂上阵，以战死沙场来实现自己一生的理想。

2    劲健之风

《二十四诗品》中的“劲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

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21]

可以说劲健体现的是一种阳刚美。人的精神和作品的神气相互流行转化，并由此构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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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盈着力量与气势的壮阔的艺术境界。观黎遂球的诗，这种劲健的骨力和沉雄的气格无处

不在。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建功立业的豪情与冷酷的社会现实相冲突。这个冲突使

他处于矛盾当中，但是他从未被这种矛盾所压服，反而在其诗作里展现出沉痛中寓洒脱的

精神。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特有的真诚，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也正是这份执着构成了他

诗作中那极具感召力和情感张力的劲健风格。正如徐巨源云：“癸酉始得黎子诗，读之如

春风骀荡，夏云崔嵬；如坐百花杂听箫韶美人，剑客翾动左右。于是俛仰叹息，自恨其不

如也。” [22]

2.1  情感直白

黎遂球的劲健诗风在抒发情感上体现最为明显。他认为“袭者不得而拟。斯所以愈久

愈新乎。”[23] 这显示他对袭拟的不屑，批评这些所谓的摹拟之作：“烦声音字句之间、为

颦眉捧心态乎。”[24] 因此，黎诗中强调的就是“真”，突出情感的真实性。即在抒发情感上，

直抒胸臆，真切自然。读黎诗，无论是描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还是描绘边塞生活，总

觉得情感真挚、气韵生动，呈现出高华爽骏之气。先看《途次寄两弟山中》诗中处处体现

对家人的思念，情感真挚、浓郁。“旅服涉尘泞，戎途如即戎。”[25]60 直抒胸臆，直截了

当地表达了每次出行如同出兵之苦。偶尔途中停下，置身于美景之中，“茅檐缬丹实，霞

幔披重重。芳荫隐溪梁，激流注遥峰。”[26]60 濯足、听烟，诗人心事重重，带着无限的忧怨。

冷风一吹，诗人无尽感慨：“嗟我同生人，食贫守幽踪。”[27]60 家中的弟兄们啊，真想回

去与你们把酒夜话。“归与逐结庐，与尔巢梧桐。”[28]15 作品从景色到情感的抒发，突出

了美景也挡不住思乡的情怀，这一转变增强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再看《拟古少年从军首四》

诗中美周自比战场上战场奋勇杀敌的将军，虽然在凯旋而归后得到了珠宝、爵位的赏赐，

却不愿为终日喜好酒池肉林的君主效命，“惟愿归南山，射猎能供母。”[29]56 诗中蕴含着

那种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时刻吸引着读者，牵动着读者的心。另外，黎遂球在摹写景

物、表述感情的时候，始终表现得直白奔放，读之很少有拖泥带水的感觉。在黎诗中经常

出现诸如：“湖头一色空无影，孤舟遥载与君看”[30]56（《丁丑南还道中杂述四首》）、“几

转溪香一色风，家家荷气与君同”[31]109（《为徐巨源作榆溪草堂图因题，湖溪在豫章城内

颇恨无山，予谓为图补山不如为堂补楼也》）之类表示全局的诗句；也经常出现诸如：“于

今定试新偷谱，画出双眉似与非”[32]138（《梁年贞年兄新婚赋赠二首》）、“游人解说当

年事，不比寻常近侍官”[33]145、“每从庭下学言时，相见曾怜觅枣黎”[35]15（《赠李伯熙先生》）、

“且凭欢伯未须疑”[34]180（《赠欧子建先生六十初度二首》）、“独有胜情应任得，开囊

收尽作诗供”[35]170（《西湖二首》）之类表示肯定、否定、分明、推断的诗句，读来直接

了当、干脆利落。

2.2  气势豪迈

通过作品中的气势可以体现作家的气质、才性，即刘勰所谓“气形于言”。（《文心雕龙·才

略》）诗人胸中含气，形之于文即成气势；诗有了气势才能谓之有精神、气骨。黎遂球正

是将自己那忠肝义胆，侠骨情怀的气质放置于其作品中，使其诗文尽显豪迈奔放之气势。

其《结客少年场行》（卷三）中写道：“生儿未齐户，结客少年场。借问结交人，不数秦

舞阳，泣者高渐离。深沉者田光，醉者名灌夫。美者张子房，感恩思仇报。” [36]55 诗中高

渐离的忠诚，田光的智慧，灌夫非凡的气概和张子房的品德正是诗人志向、理想的生动体

现和形象反映。而“左手敛垂发，右手拍长剑。行行已万里，马力直于箭”[37]55 更是道出

了诗人欲成为国家栋梁，流露出一种愿为国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豪情壮志。崇祯年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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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荡不安，黎遂球写下“十年磨一剑，繍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难堪醉时视。旧仇剑

边鬼，新仇眼中泪。倚啸复悲歌，齿断长虹气。不得语公孙，阿世斯其志。”[38]55 壮怀激

荡的诗句。“磨剑”、“繍血”当有大仇之恨。新仇旧恨，咬牙切齿得发誓定当一并报，

鄙视谗言小人。全诗音调高亢、直抒胸臆，表现出诗人崇高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渴望参与到治理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欲挽狂澜于即倒，解国难于倒悬，救民众于水火。

除此以外，黎遂球还对豪侠进行吟咏，将这种劲健感发挥的淋漓尽致。如：“十五事遨游。

射鸟赵家路，吹箫秦氏楼，龙媒花下马，狐腋雪中裘。”[39]56 的刘生，俊逸少年、宝剑骏

马，长歌慷慨之形象，与黎遂球励志奋发的精神风貌实相一致；巾帼侠客聂娘美艳动人“玉

颜染晕沁红冰”，[40]58 遇到盗贼的调戏却是大义凛然“人生安能知死期，痴情艳骨东风吹。

借娘眉峰不斩贼，先斩偷生巾帼儿”。[41]78 这些人物中同样有诗人自我的影子，或是自我

理想、情怀的寄托。侠肝义胆、气概凌云，显得骨气端翔，刚健有力。这都是诗人自己精

神风貌的写照。

2.3  境界阔达

黎遂球在诗歌中塑造了一种阔达与显豁的境界，这是其诗气骨劲健风格的重要表现之

一。在表现情景交融的场景时，诗作中渗透着诗人独有的认识。如《拟古杂诗三首》[42]52（首二）

（卷三）：此古体诗语意沉顿，描写细致。诗中“大地吹黄沙，白骨为尘烟。”构成了一

个空旷辽阔、杀戮遍地的战场，景色苍凉悲壮。壮士气焰高涨，气吞“九边”。这个战场

上战士、战马构成宏大壮观的战事场面。诗人毫不隐晦的表达“不如且行乐，乐意谁能宣，

陌上多游魂，纷来缠竹弦。”[43]52 诗人以歌声宣告着，游魂莫来扰我歌，流露出一股英爽

俊拔之气息。其名作《花下歌》更是骨气满篇、一目了然。屈大均选此诗入《广东新语》

并注“此篇予亦爱之。”[44]“生平不事求神仙，愿上东海求仙船。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之

歌舞及管弦。逍遥行乐二十年，遂令婚配同力田。可得万人驰九边，大雪国耻铭燕然。老

夫须眉图凌烟，结屋花园临酒泉。名儒侠客列四筵，等闲诗赋人争传。”[45] 诗作中，时间

上从青年时跨度到二十年后；空间上远从东海神仙到万人驰骋的九边到今日自家花园；氛

围上一边是国仇未报，“万人驰九边”的慨然，另一边却是花间月下名儒列筵的潇洒。这

些交织在几句诗歌中，内容上显现了层次感，境界上突显持续与延伸之感，使人感到虽置

身其中，却又神驰万里。尤其是现实中北地的战乱与南方的安逸相对比，广阔的空间范围

向我们展示诗人沉郁的无奈，扩大作品的思想，使作品反映的悲剧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

总的看来，无论是情感的表达，亦或是境界的塑造，黎遂球诗都能表现出壮阔古朴、

气势雄浑之美。正如何吾驺所评价黎诗：“气骨之在文章，如醍酪之在元水，冰屑之在晶

盆，不可以意象窥测也。”[46]36 纵观黎遂球的一生，出生于书香世家，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

其父在岭南地区有名望，善文辞，好交友，虽无官职，但生性洒脱、乐观。即使多次赴试

不得志，仍勤学不辍，广交友朋，学业精进。五上公车不中，黎遂球在身心疲惫的情况下

选择了隐居。直至甲申之变四十四岁的他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活动之中斗志和锐气仍不减当

年。他最后选择投身战斗，表现出坚贞不屈的品质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黎诗的创作

也随着诗人的一生变动，逐渐趋向于现实主义，诗风经历了绮丽到忧愤到豪迈悲壮的形成

过程。这种形成是诗人人生遭遇和思想经历的真实体现，也是明末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

必然反映。

刘乐乐：论黎遂球诗风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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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 Suiqiu's Poetic Style

LIU Le-le

Abstract: As a famous poet in Lingnan, Li Suiqiu showed a vigorous artistic style in his poems. 
Although later generations are familiar with him for the beautiful style of his poems of Huang 
Peony, it is fair to say that Li Suiqiu's influence on the writings of Lingnan literati at that time lies 
more in the vigor of his poetic sty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works in lianxuge colle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 suiqiu's vigorous poetic style, and further probes 
into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his poetic style.

Key words: Li Suiqiu; poetic style; formation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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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并迅

速影响企业采购行为。随着网络经济环境逐

渐形成，这也为企业协同采购的进一步优化

提供了条件。而网络环境也不可避免地影响

着企业采购，企业协同采购的现象在产业链

集成中越来越常见。本论文旨在通过对现有

企业采购平台的现状、问题进行剖析，进而

分析网络环境对企业协同采购的影响，并提

出企业协同采购的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网络环境；协同采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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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

环境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如果说 19 世纪是铁路的时代，20

世纪是高速公路的时代，那么 21 世纪就是网络的时代。网络革命

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智能互联网络诞生为标志，代表着人类社

会进入到一个新经济时代——网络经济时代。

网络经济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

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走向一个以智力资源为主要

依托的时代，它使得 21 世纪开始进入“网络社会”，这个网络社

会不是未来学，它分析的是正在浮现的新社会结构。

在工业经济背景下，战略管理的假设前提是 : 现在的趋势将延

伸到将来 ; 环境比较稳定 ; 未来可以预测 ; 企业的资源可以流动。

在这种假设前提下，经验的持续积累可以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

泉，局部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持续动力，这种战略称为线性战略

形态。

网络经济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战略管理的前提假设。现

在的趋势不一定延伸到未来，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 环境波动惊人，

不仅不连续，而且不可预测 ; 难以流动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持续竞

争优势的源泉。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传统竞争战略所包含的许多

假定都逐渐变得过时了，这就迫使我们对企业战略问题进行根本

性的再思考。面对企业竞争空间的巨大改变，企业面临的问题是 :

如何通过转变竞争方式来对新的竞争现实做出有效反应。围绕这

一问题的回答发展起来的战略形态称之为非线性战略形态。非线

性战略的核心是从全局出发，针对未来，根据组织能力，通过合

作来实现资源共享，从而实现参与各方都获利的“协同效益”。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

加强和科技进步速度的加快，现代企业单靠自身力量来维持长期

竞争优势已经非常困难。企业为了弥补自身资源与能力的局限，

必须与其他企业相联合。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协同竞争已经成为

网络环境对企业协同采购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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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协同竞争在企业间的深入发展，使企业间的竞争模式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单纯表现为单个企业间的竞争，而是表现在价值链上的相关企

业组成的系统间的竞争，从而增加了企业之间竞争行为的系统复杂性，即企业竞争的目的

已不是要击败对手，而是要与那些同企业相关的供应者、销售者、互补者甚至竞争者进行

合作，以创造更大的收益。

日前，赛迪顾问联合中国电子报社发布了《2018 年中国自营式企业网购分析报告》。

该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电子商务整体交易规模将达到 29.8 万亿元，其中，企业网购规

模高达 2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而在自营式企业采购平台中，京东企业购、天猫企

业购和苏宁企业购占据前三位。那么，中国的企业级采购平台究竟处于什么境况呢？这正

是本论文所要研究的内容。

1    研究综述

目前对于网络经济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从 1993 年到 1997 年，主

要以互联网本身为研究对象，研究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解决的资源分配和定价等问

题，以及网络和标准兼容性以及网络外部性等问题 ; 第二阶段是从 1998 年至今，主要针

对飞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对理论界提出要求，关注网络的商业应用，关注电子商务及相关的

经济、技术法律以及社会等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对网络经济的研究成为经济管理学科的一个热点，相关理论正呈百花

齐放、方兴未艾的趋势，但是对于网络经济的定义以及领域界定尚未统一。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 : 网络经济是建立在国民化基础

之上，各类企业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整合各种信息资源，并依托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网

络进行动态的商务活动和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经济。

以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乌家培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 : 网络经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

义的网络经济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应用为特征、信息与技术

起重大作用的经济活动，包括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次。狭义的网络经济则单纯指的

是以 Internet 为基础的经济活动。

然而，在目前网络经济环境下，我国学者在进行企业竞争战略研究时，将网络经济与

企业竞争战略结合的并不多，虽然有一些学者也对网络经济与企业竞争战略有所涉及，但

大多数主要探讨的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企业竞争环境、竞争战略的影响，没有深刻分析网

络经济环境下企业竞争从根本上改变的竞争战略前提。

例如，杨杰认为网络组织的发展趋势是 : 虚拟组织模式、专业技术型公司分离、服务

外包经营的组织模式。于芳认为企业组织环境新变化为 : 自然资源约束软化、核心价值观

变化、企业内部要素关系简化、劳动力资本化。他们从企业的组织形式上论述网络经济环

境下企业战略的改变。

王功勋认为网络经济时代创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必要，其文化特点是 : 学习文化、

创新文化、诚信文化、虚拟文化、开放合作文化。他从企业文化入手论述网络经济环境下

企业的文化战略。

张迪认为企业应正确看待并处理锁定、降低信息化的锁定成本、学习成本、机构设置、

流程重组等成本。马民英研究了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提出必须通过网上信息服务、专题

分析研究、专题检索代理等方式，对特定的用户群的需求进行创造型的信息产品深度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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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跟踪。

吕大鹅和朱常俊认为知识共享可以有效的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他们从企业信息

管理角度论述网络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战略选择。

姜锦虎、冯宗宪、汪应洛提出了信息空间的概念，并对网络时代的战略环境做了分析

和探讨。张新华还在此基础上认为信息空间包含了数码、信息、智识三个空间域。他们从

企业外部环境角度，分析网络经济环境下企业竞争环境的变化。

这些都是国内学者对网络经济背景下战略研究的不断深入，但对网络经济的新特点给

企业战略所带来的变革的研究尚欠全面和深入，都专注于某个角度、某个层面或某个过程

进行论述，缺乏对企业如何适应网络经济的挑战并利用网络经济所带来的机遇而正确处理

各价值网中企业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关系的全面研究。

随着企业竞争战略由传统的对抗性竞争向协同竞争的转化，协同竞争成了战略管理领

域最前沿的研究内容。因此，最近几年，无论是在管理的理论还是实践领域，人们对协同

竞争的关注程度都普遍提升。例如，Pedmutte Heenan(1986) 指出，加剧的全球性竞争促进

了全球范围规模经济的形成并使得对国际上顾客需求多样性的关注成为必要。他们认为，

只有那些进行跨国合作并取得合作协同效应的企业能够迎接新的挑战并应对全球性竞争。

Dyer，Kael 和 singh 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世界 500 强的大企业中，平均每家就有 60 项主要

的合作协议。         

Dunning(l997) 认为，战略合作的含义甚至远远超越了公司这一层次。根据他的论述，

整个经济系统都正处于从“市场资本主义”向“联盟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中，这一过程

的表现就是大规模跨国公司与小规模和中等规模公司间通过合作而形成交互作用的密集网

络，并体现出巨大的协同效应。

“协同竞争”是一种新观念，是一把竞争的“双刃剑”，它既能阻止对手加入竞争，

起到防御的作用 ; 又能突破对手的障碍，起到竞争的作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经验表明，

21 世纪企业的竞争战略将与 20 世纪产生根本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相

互依存的网络企业”在逐步取代仅仅是“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以合作为基础的协同竞争

将成为企业面对现代外部竞争环境的理想选择。通过协作，企业可以发现共同使用彼此资

源和能力的方法，并通过上述方法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

目前理论界对协同竞争的研究，主要是从复杂系统、进化博弈论和企业生态学等角度

进行的。从复杂系统角度出发的观点认为，经济生活是有生命的系统，具有自发性和复杂性。

在工业经济时代，虽然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着以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性契约形式出现的

第三种方式，但是不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广泛发展并以协同竞争形式普遍存在的关系型

契约网络是伴随着新经济出现的。处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一个个开放的系统，外部因素

特别是扰动因素的输入，要求企业做出适应性调整。企业协同竞争系统实际上是具有逐利

动机的相关企业为适应新经济的要求，充分运用各自优势和充分发展分工所进行的企业之

间竞争方式的自发调整，是经济系统内自发形成的完整而连续的复杂结构。企业竞争方式

的改变使得竞争中的共生性、互补性和协同性日益显露出来，不仅表现在企业间相互制约

和相互协同的收益上，还表现为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收益上。残酷

的事实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协同竞争才能实现优势相长，从而突破了传统的竞争法则，增

加了企业之间合作的新内涵。于是，企业间竞争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从竞争淘汰过渡

到协同发展，从简单的竞争理论发展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系统的新视野。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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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市场竞争的实质已经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由价值链上相关企业所组成的

系统之间的竞争，即价值链与价值链之间的竞争。价值链可以分为横向价值链和纵向价值

链两种 : 横向价值链是指企业联合处于同一阶段其他企业的资源和技术，以创造更大价值

为目的所组成的协同竞争系统 ; 纵向价值链是指企业与价值链上不同阶段的其他企业合作，

以共享技术、能力和价值的协同竞争系统。由于价值链成员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竞争与合作

这两种完全对立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因此成员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由协同竞争的企业所组

成的价值链是一个具有复杂特性的经济系统，对系统复杂特性的把握，将有助于更好的理

解价值链上企业之间的协同竞争关系。

从进化博弈论角度出发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一切都在不断改变，协同竞争战

略正是指导我们去改变商业游戏规则，使之向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的工具。协同竞争是一

种新的战略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思考如何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方法，产生于企业之间重复进

行的博弈。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仅有竞争，也应该有合作。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合作仅仅出现

在市场存在某种缺陷的情况下，而且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存在尤其与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

和不完善的契约紧密相关。

与上述观点相对照，其他一些学者从一种交互式的角度研究了企业间合作关系的产生。

他们认为，买卖双方间的合作关系可以伴随着正在进行的交易实现而无需市场缺陷的存在。

随着交易的重复进行，企业间的合作行为会自动增加，而无需任何特殊的引导。这正符合

了进化博弈理论对于“进化稳定策略”的解释。协同竞争关系可以发生在两个企业之间，

也可以发生在多个企业之间，还可能发生在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企业的协同竞争

行为是一种动态过程，也是一种不断选择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基本状态—合

作与背叛。企业协同竞争博弈的性质主要表现为企业行为的不确定性、行为人的个体理性、

博弈的非零和性和博弈的重复性等几个方面。

从企业生态学出发的观点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共生单元能够形成共生关系，共生能

够产生“剩余”，不产生共生“剩余”的系统是不可能增值和发展的。互惠共生、共生进

化是共生系统的本质，是自然界中一个主要的组织规则。企业之间的共生也能产生“剩余”，

也能产生 1+1>2 的效果，这表现在共生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上。企业在共同进化过程中强调

的是一种协同竞争理念 : 它并不要求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趋于同化，而是要求企业间

建立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

协同的目的不是完全去除竞争，而是强调在竞争过于激烈的领域进行合作，或者是在

自身力量比较薄弱的方面同外界进行合作。也就是说，激烈的竞争需要一定程度的合作，

而合作反过来会促进竞争的有序进行。企业协同进化是通过合作来把饼做大，然后再采用

合理的竞争方式进行分割。企业间的协同本身也存在风险，在不同的协同过程中，有的企

业可以获得协同效益，有的则没有。企业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者包括供应者、投资者、生

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竞争者、互补者和相关的政府机构等。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关键

企业 ( 一个或几个 ) 的发展会影响到其他个体和整个系统的发展方向，系统内部是一种协

同进化关系，不同的企业生态系统之间是一种合作的互惠共生关系。维持企业生态系统稳

定性的主要因素是各成员在利益上相互妥协而形成的利益的相对一致性。企业生态系统内

的竞争，应该表现在对系统领导地位的争夺上，因为系统内的关键企业将影响并决定整个

系统的发展方向。

2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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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采购平台服务对比表

从当前国内研究机构给出的数据看，中国传统企业电商化的比例仅有 8% 左右，消费

者电商化的比例却已超过 50%。与之对应的美国的数据则是：传统企业电商化的比例高达

80%，而消费者电商化的比例比中国还低。

这组数据之间的差距说明了什么呢？做为供应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传统企业不应该被

忽视，消费者直接电商还是有不小的弊端，企业级网购才是电子商务发展的重中之重。

针对越来越紧迫的传统企业网购需求，如何优化企业采购平台才是各方应当关注的重

点。反过来，我们又可以清晰的看到，网络经济环境日臻完善，网络经济环境下企业之间

的协同机制也开始逐渐成行，做为企业协同中的重要一环，企业采购平台的建设绝不是单

一的一个企业服务于另一个企业，而是在新的环境下，形成有机的生态链条，让让链条中

的每个企业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达到这一目的，显然并不是容易的事。在此，笔者通过对现有企业协同采购的基本情

况进行规整分析，研判当前的问题所在，进而利用网络经济环境下企业协同的理念提出企

业协同采购平台的建设构想。

3    企业协同采购的现状

根据《2018 年中国自营式企业网购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国内市场排名前

三的企业采购平台分别是京东企业购、天猫企业购、苏宁企业购。而根据该报告详细数据

可知，京东企业购的市场份额再次大幅提升，已经达到 45.6%，排名第二的天猫企业购占

比达到 18.5%，位列第三的苏宁企业购市场份额达到 8.6%。三巨头总体规模占比达到了

72.7%，企业级采购市场已经处于寡头垄断的状态。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企业采购市场已经

非常成熟了呢？这一点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还要从企业协同采购平台的服务水平进行判

断。

服务项目 京东企业购 天猫企业购 苏宁企业购

产品采购 购物流程完善 购物流程完善 购物流程完善

产品配送 211 限时达 时效性强 7 天内配送

支付服务 多种支付方式 支付宝 易付宝

票据服务 提供增值税发票 提供增值税发票 提供增值税发票

售后服务 7 天无理由退换货 7 天无理由退换货 7 天无理由退换货

特色服务 价格保护、延保通 蚂蚁金服、天猫会员 延保服务

产品定制 无 无 家电定制

企业协同 无 无 无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目前国内比较成熟的三大自营式采购平台（京东、天猫、苏宁）

均已实现企业采购所有环节电子化，基本上打通了“产品 + 供应链 + 采购”核心环节，实

现了企业采购的整体解决方案。但从上表中反映出的信息来看，三大企业采购平台还是采

取以我为主的策略，围绕全产业链线上化开展平台的建设。这也促使笔者思考，这种“以

平台为中心”的企业协同采购平台真的是企业所需要的吗？

4    企业协同采购作业的需求

企业协同采购做为企业自身经营和发展的基石，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企业采

购传统的做法至少需要经历 5 个阶段。

（1）采购需求确认阶段。这一阶段是需求部门根据当前的经营需要制订采购计划，

并按照采购计划的时间，填写采购申请表，提交主管部门审批。

李左声：网络环境对企业协同采购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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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批复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都是走程序的过程，较少企业会对需求部门上

报的采购计划提出较大的修改意见，而这一过程的监督审核作用相对较为牵强。

（3）询价竞标阶段。这一阶段是企业采购过程最为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多数是由

另外一个叫做物资采购部的机构来完成。这一环节虽然不会在具体数量上有太大出入，可

是对产品的标准，品质，价格等往往会有较为明显的出入，这也是传统企业采购中最为令

人头疼一个环节。

（4）采购跟踪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配送和售后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也是

由物资采购部门来完成，对于具体的细节他们往往并不清晰。

（5）入库保管阶段。这一阶段是企业采购最后一环，但却是需求部门对具体采购行

为的评估阶段，这时候出现的问题也是最多和最难解决的。

通过对传统企业采购的过程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以往企业采购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

而最为突出的就是采购方和供货方是站在两个角度看问题的，无法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

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需求方在提出自己的采购需求时，往往是十分具体细致的，

但采购部门进行采购时，却都是从市场上现有的供应商处对比性能、价格、优惠政策之后

做出的决策。这种情况下，使用部门对于产品的细致追求往往会被放置在最后考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网络经济环境下，企业级采购对于自营式采购平台有了更高的

要求，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产品需求个性化和供求双方协同，但从本论文第二部分的内容

可以明显看出，目前比较大的几个企业采购平台能够实现企业采购定制化的只有苏宁企业

购平台，而且还只是家电产品可以实现定制。而对于要求更高的企业采购供需协同则全都

无法实现。这也为中国自营式企业采购平台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搭建一个升级版

的企业采购平台成为核心课题。

5    网络环境对企业协同采购的影响分析

从第三部分的图表中可以看出，当前的几大企业级采购平台均已实现采购流程的电子

化。企业采购规模和金额都比较大，采购流程的电子化也极大的减轻了采购企业的压力，

降低了采购成本，提高了采购的效率。不可否认，这都是现阶段几大企业级采购平台的贡

献，这让企业采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事物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律，当一个阶段目标实现之后，另一个更高目标便会随

之出现。企业采购平台已经实现了企业采购电子化的第一个目标，所有的采购环节都可以

线上完成。因此，企业采购平台重新构建的目标当然会更高，笔者在这里将这一目标定义

为供需协同采购平台。那么供需协同采购平台如何搭建呢？在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5.1  供需协同采购平台建设目标。

从目标实现来看，初级的企业采购平台，如京东企业购、天猫企业购、苏宁企业购等

均已完成企业采购电子化的目标。自然，供需协同采购平台的建设目标需要在个性定制和

协同实现两个方面做出改善。

5.2  供需协同采购平台的系统构成。

现有的企业采购平台都已经很好的实现了提高采购效率和降低采购成本的基本要求，

而供需协同采购平台则还应在流程优控和供需管理两个纬度做出更多努力。欲使供需协同

企业采购平台起到这样的作用，至少还应该增加两个子系统。

一是供需双方认证评估体系。当前几个企业采购平台对于会员的注册显得较为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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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只需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法律文件即可注册会员，对于影响更大的企业资质，管控

体系未能做出认证和管理，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二是供需对接子系统。现有的企业采购平台过于突出自身在采购流程中的中介地位，

增大了供需双方的对接难度，不利于企业采购环境的优化。想要实现供需双方的自然协同，

必须弱化采购平台的中介地位，而突出采购平台的服务宗旨。而采购平台搭建供需直接对

接系统则可以实现该目标。

只有这样，企业协同采购平台体现自身的优势，在个性定制和供需协同方面发挥更大

的作用。

5.3  企业协同采购平台的建设难点。

网络经济给企业采购营造了新的环境，在新的环境下，必须发挥采购平台的供需协同

效应才能将企业采购平台推向新的高度。而供需协同采购平台的建设难点就在于供需企业

联盟的建立。关于企业联盟的优势，在很多学者的著作中都有论述，这里不作阐述。企业

联盟的建立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供需采购平台的协同战略，也只有做到这一点，供需协同采

购平台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6    小结

企业采购平台的发展时间并不长，目前也只是几个电商巨头，在 B2C 的基础上开展

了企业级采购的业务，它们甚至都没有独立的企业采购平台而是电子商务旗下的一个采购

频道而已，可以说，在重视程度上还不够，对于企业采购的实现也只是比较表面的流程电

子化。

本文对于供需协同采购平台的建设构想也是比较浅显的，后续研究将会在供需协同采

购平台的实现上进一步深入，以求实现企业采购的个性定制和供需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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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Environment on 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Purchasing

Li Zuoshe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Chinacc)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greatly affected corporate 
purchasing behavior. With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network economic environment, it is 
also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the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corporate collaborative procurement.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also inevitably affects corporate procurement, and the phenomenon 
of corporate collaborative procure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in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corporate 
procurement platforms, and then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on corporate 
collaborative procurement, and put forward constructive opinions on corporate collaborative 
procurement.

Key words: network environment; collaborative procurement;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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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 特别

是快递、电商等互联网行业的物料分拣业务

快速爆发，基于自动化的物料分拣装备市场

也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本课题设计一个物

料分拣流水线系统，利用 OpenMV 机器视觉

模块负责识别需要分拣的物料，并将识别到

的数据发送到下位机 STM32 控制中心，利

用 Modbus 协议实现与机械臂控制主板的通

信，机械臂抓取物料并放入指定的位置，完

成分拣。

关键词：物料分拣；STM32；机器视觉；Modbus 

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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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视觉的分拣系统是物料分拣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广泛应用于物流配送中心和物流系统 [1,2]。常见的自动分拣机主

要有机械手分拣机、滑道分拣机、摆轮分拣机、交叉带分拣机、

球模块带分拣机、悬挂式分拣机、AGV 分拣机等。自动分拣运输

技术主要分为两大类别：一个类别是由分拣机和输送线组成的自

动分拣系统，该系统在产品的性能、详细设计等方面仍不断优化，

如将最新的信息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另一个类

别是源自 Kiva 机器人的 AGV 物料分拣系统。由于该系统具备较高

的灵活性，其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关注。基于机器视觉的快速物料

分拣技术，代替了大量的人工分拣，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

大大提高了物料分拣的效率和准确性 [3,4]。

1    基于机器视觉的物料分拣控制系统总体方案

物料分拣生产线控制系统总体方案如图 1 所示，本设计涉及

到十大模块，分别是 TB6612 电机驱动板、物料输送线、光电传感

器、STM32F103 主控板、STM32F103 机械手控制板、舵机机械手、

OpenMv 机器视觉模块、防抖动按键、蜂鸣器以及 LCD 液晶显示屏。

STM32F103 主控板，其作用在于控制输送带运转、OpenMV

机器视觉模块识别、LCD 液晶显示屏显示操作信息、蜂鸣器的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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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物料分拣控制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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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及 STM32F103 机械手控制板的运作。接收光电传感器、OpenMV 机器视觉模块以及

STM32F103 机械手控制板反馈的信息，作为物料分拣系统的运行大脑。OpenMV 机器视觉

模块：机器视觉模块基于 ARM 32-bit Cortex-M7 架构的 STM32F765 视觉处理器，对图像

处理能够达到微秒级别。

STM32F103 机械手控制板，负责接收主控板的运动控制指令以及反馈运动信息，控制

舵机机械手的运作。TB6612 电机驱动板用于驱动物料输送线中的直流电机转动。光电传

感器用于检测物料是否到达机器视觉识别的区域。LCD 液晶显示屏，显示系统的工作状态，

有利于故障的排查。防抖动按键，按键按下中断整个系统的运作，可以有效避免在系统运

行中出现不可挽回的事故。有源蜂鸣器，当系统通信超时或系统停止运作时鸣响，起到报

警作用。在本设计项目中设备之间通过 UART 串口进行数据交互。运用 Modbus 协议中的

RTU 通讯模式进行传输数据，在相同的波特率下，RTU 模式比 ASCII 模式传送更多的数据，

而且数据帧结构简单，便于操作。

2    物料分拣主控系统设计

物料分拣主控系统控制流程图，

如图 2 所示。开机系统初始化硬件

配置；发送机器视觉 RTU 检测响应

数据；检查机器视觉是否正常工作

和硬件配置是否初始化完毕，有利

于故障的排查；接收机器视觉响应

数据；发送机械手 RTU 检测响应数

据。检查机械手是否正常工作和硬

件配置是否初始化完毕，有利于故

障的排查；接收机械手响应数据；

启动光电传感器和输送带，将物料

送往指定的视觉识别位置；当光电

传感器识别到物料时，输送线停止

运作，主机发送机器视觉识别指令；

接收机器视觉识别到的物料数据；

发送机器手执行指令，控制机械手

将物料放置到指定的位置上；接收

机械手执行完毕数据，完成了系统

设定的程序。循环反复，实现物料

分拣功能。

3    机械手控制系统设计

机械手控制系统架构如图 3 所示。机械手控制板通过 UART 串口与 STM32 主控板建

立数据通道，采用工业通讯 Modbus 协议进行数据交换。STM32 主控板发送执行 RTU 数据

帧至机械手控制板 , 控制其运动的状态。机械手控制板接收到运动指令后则通过 I/O 口控

制五路舵机执行预设好的动作组。机械手动作执行完毕后则生成相应的 RTU 二进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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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并反馈给 STM32 主控板。实现了物料抓取功能。

机械手的关节采用舵机驱动。本设计采用了 TBS-K20 数字舵机，舵机的伺服系统由

可变宽度的脉冲来进行控制，信号线是用来传送脉冲的。这个角度是由来自信号线的连续

脉冲产生的。这种控制方法称为脉冲调制。脉冲的宽度决定了转向器旋转的角度。例如：

1ms 脉冲宽度伺服电机保持不动（0°）、1.5ms 脉冲转到中间位置（90°）、2ms 脉冲宽

度转到中间位置（180°）。机械手由五个舵机同时驱动。由上文舵机原理可知，向每个

舵机输入已设定好脉冲宽度的方波即可驱动舵机，完成预设的动作组。

4    机器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本 设 计 的 机 器 视 觉 模 块 采 用 OpenMV Cam3 

M7 视 觉 识 别 系 统， 如 图 4 所 示。 其 搭 载 了

STM32F765VI ARM Cortex M7 处理器和 OV7725 摄

像头芯片。该模块用 Micropython 脚本语言处理高

级机器视觉运算算法的输出，利用外部终端可以

方便地触发运行算法或拍摄，并利用算法的结果

控制 IO-Pin，简化了视觉识别开发的流程，提高

机器视觉应用效率，固选择其作为本物料分拣系

统的视觉处理模块。镜头采用手动变焦镜头，焦

距范围为 2.8-12mm。在开发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好焦距，达到识别的最佳距离。增加

了图像识别的区域范围，并且提高了识别物料的

准确度 [5]。

STM32 主 控 板 发 送 执 行 RTU 数 据 帧 至

OpenMV 视觉模块 , 控制其识别的状态。OpenMV

视觉模块则将识别到的物料颜色数据转化为 RTU

二进制数据帧并反馈给 STM32 主控板，实现了物料识别的整体功能。机器视觉识别系统

控制流程：首先开机 OpenMV 系统初始化，判断是否接收到 STM32 主控板发送的 RTU 检

测数据帧，若接收不到数据帧，则继续等待接收数据，如果接收到数据帧，则校验 data

数组存放的 RTU 数据帧是否正确，若校验数据出错，则系统返回等待接收 STM32 主控板

发送的检测指令状态，若校验数据成功，则将接收到的 RTU 检测数据帧发送回 STM32 主

图 4  OpenMV 机器视觉模块实物图

图 3  机械手控制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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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板上，并清除 data 数组里的数据，判断是否接收到 STM32 主控板发送的 RTU 识别数据

帧，若接收不到数据帧，则继续等待接收数据，若接收到数据帧，则校验 data 数组存放

的 RTU 数据帧是否正确，若校验数据出错，则系统返回等待接收 STM32 主控板发送的识

别指令状态，若校验数据成功，则将接收到的 RTU 检测数据帧发送回 STM32 主控板上，

并清除 data 数组里的数据，等待 10ms 保证 STM32 主控板进入接收数据状态。

OpenMV 模块识别物料，并将识别到的颜色数据打包成 RTU 数据帧发送回 STM32 主

控板上，等待接收 STM32 主控板发送的响应指令状态，若校验成功，则解析 data 数组

存放的 RTU 数据帧，并判断 RTU 数据帧中是否存在 OK 数据，若不存在 OK 数据，证明

STM32 主控板接收识别颜色数据出错，则清除 data 数组里的数据，视觉模块恢复到识别

颜色状态，重新发送识别颜色数据。若存在 OK 数据，则清除 data 数组里的数据，视觉模

块恢复到等待接收 STM32 主控板发送的识别指令状态，如此循环，实现对物料的颜色识别。

5    系统调试与结果

基于机器视觉的物料分拣系统样机如

图 5 所示。对其进行运行调试，系统上电

启动运行后，主控板与机械手控制板和机

器视觉控制板建立通讯连接，如果通讯正

常，则起动输送线，其上摆放的物料在经

过光电传感器时触发信号，输送线停止，

并触发相机拍照进行视觉检测，若识别到

红色和绿色的物料，则通知机械手进行抓

取分拣，其他颜色的物料则不执行抓取。

机械手动作完成后，输送线再次起动，如

此循环往复。

系统通信超时处理。在 STM32F103 主

控板（主机）与 OpenMv（从机）、机械

手控制板（从机）通信时，当主机发送数

据五秒后仍接收不到从机返回的信息，则

重新发送操作指令（该做法可以保证较高

的通信成功率）。若发送次数为 5 次时，

则证明主机与从机通信超时。当出现通信

超时时，LCD 液晶显示屏会显示具体某一

次通信超时的信息，有利于故障的排查，提高查找 bug 的效率。

机器视觉识别物料算法优化。在机器视觉识别物料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其他物体的干

扰，需要添加彩图光线去除算法。该算法能够将非目标物体去除，转变为黑色背景，能够

大大提高识别物料的准确度 [6]。

6    结论

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化的快速分拣技术，取代大量的人工分拣，不仅降低了人力成本，

同时还大幅提高了分拣作业的效率与准确率。此设计基于此情况下进行工业视觉智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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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机器视觉的物料分拣系统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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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动控制系统设计，在有理的范围内缩短分拣的时间，提高物料分拣的效率。本设计运

用机器视觉识别输送线上的不同颜色或形状的物料，并通过机械手将物料放入到指定的位

置。应用工业级通讯原理，确保设备运行的稳定性、高效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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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aterial Sorting Production Line System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XIAO Cheng-ju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rapid outbreak 
of material sorting business in express delivery, e-commerce and other Internet industries, the 
market of material sorting equipment based on automation has also seen explosive growth. In this 
paper, a material sorting assembly line system is designed. The machine vision module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materials to be sorted, and send the identified data to the STM32 control center of 
the slave computer. Modbus protocol is used to realize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anipulator 
control board. The mechanical arm grabs the materials and puts them in the designated position to 
complete the sorting.

Key words: material sorting; STM32; machine vision ; Modbus RTU

肖成军：基于机器视觉的物料分拣控制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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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土木工程专业，于 2007 年由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在原建筑工程技术专

业的基础上开办的土木工程专业。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开展了系列的探索和研究，为建筑

行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2013 年教育部启动“应用科技大学改革试点研究”，

广东白云学院成为全国首批“应用科技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院校”，2016 年 7 月，土

木工程专业被广东省教育厅批准为广东省特色专业建设专业。为响应应用科技大学改革试

点战略研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工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职业性应用型

人才的需要，2016 年 7 月，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成立了以郭保生院长为组长的“土

木工程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课题组，以土木工程特色专业建

设为契机，依托广东省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优势，围绕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开展了创新型土木工程人才的教育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3 年多来，课题组就土木工程专

业“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进行了积极探索，针对我校土木工

程专业在校企协同人才培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对土木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一）调研分析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不足

组织专业教师深入

建筑企业开展专门调研

（ 图 1）， 通 过 调 研 和

分析已经毕业的学生状

况，使我们认识到土木

工程专业和我们的目标

要求还有很多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培养的学

生在综合素质和创新创

业意识上还有不足，教

师队伍的双师型比例不

够，教师队伍的年龄结

构、职称结构、专业方向结构不符合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实验室的建设还不能满

足应用型教学的要求，土木工程专业基础计算能力、工程结构分析与设计、计算机软件在

建模、设计、计算和数据处理方面的应用能力、BIM 新技术、吃苦耐劳精神等方面还存在

不足，教学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还有较大的差距。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发展规划

一是在原有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更新教育理念，进一步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

理念，融入信息化和国际化育人思路，修订和完善了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二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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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业教师深入企业调研



37土木工程专业校企协同“3+1”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十招”

分利用学校、企业和社会的优质资源，组建由教师、企业技术人员、行业专家参与的，面

向建筑专业集群的教学团队，优化师资队伍，提升教学能力。三是建立高效合理的人才培

养方案实施的组织结构，规范和改革人才培养的各个教学过程。将土木工程专业标准确定

为：以满足建筑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的需求为目标，以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科发

展为标准，以教育部土木工程专业教指委的“高等学校土木工程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和

建设部的“建筑行业标准”为依据，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 具有良好综合素质

和创新创业意识 , 掌握土木工程专业房屋建筑方向的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

熟练掌握工程结构分析与设计、施工技术与管理、工程经济分析、工程测量等技术 , 具有

土木工程设计、施工、项目管理和工程监理等基本能力，具备较强的适应建筑专业集群高

速发展要求的土木工程计算机软件在建模、设计、计算和数据处理方面的应用能力的应用

型本科人才。

（三）组建学校专业老师加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教育教学团队

一是加强专任教师的引进，改善教学团队的学历与职称结构，在原有教师的基础上，

引进了 2 名博士，2 名教授，6 名企业的工程师充实专业教师队伍；二是聘请了 8 名具有

深厚的土木工程专业技术的企业技术专家为企业导师，组成了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从学生的实习实践到毕业设计都有企业技术人员的具体指导（图 2）。

（四）建立校企协同“3+1”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修订和完善了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土木工程专业发展规划，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特点。建立了学校 3 年理论教授、1 年企业实践锻炼、施工现场确立毕业设计项目，真题

真做完成毕业设计的“3+1”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是：学生经过 3 年的在校基础理论学习

后，下到企业生产一线，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为期 1 年的生产实习并完成毕业设计。

经过 3 年多的探索与实践，达到了校企共同育人的目的，共完成了 7 项学校（3+1）改革

质量示范项目，土木工程专业获得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3+1”质量示范工程专

项奖”一等奖，其成为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获得 2018 年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建设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教学资源库，以适应专业发展需要

建设了 60 个建筑新技术的施工视频库，供同学们在网络上学习；探索和实践了 PYS

图 2  毕业生在实习基地进行有企业导师一同参与的毕业设计现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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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件技术，建设了桥梁工程、房屋建筑学等 8 门网络课程；开发了五维模块化课件制

作技术，受到评审专家组一致认可：称其实现了建筑类课件从二维到立体，从抽象到现实

的转变，具有核心制作技术和方法，具有可观的推广应用价值。

（六）创建了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课外实训平台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BIM 软件系统、微型实物系统，建设了土木工程微型实物仿真实

训平台；与企业合作搭建了铝合金模版教学样板房、成立了参与企业建筑技术攻关的项目

工作室等（图 3、4）。其中“微型实物仿真实训平台”获得广东白云学院 2016 教学成果

二等奖。

（七）搭建优质学生实践基地

与广东省建筑企业合作，签订校企协同育人合作协议，在深圳、广州、珠海、佛山、

中山等地共成立了 30 个校企合作实训基地。聘请经验丰富的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学生实践

的指导老师，手把手指导学生的实践，深层次地解决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的“应

用”问题。

（八）多渠道开展校企合作，做实校企产学研育人

培养创新性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是 3+1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核心，2016 年来，

土木工程专业与建筑企业或机构签订了 33 份合作合同（表 1）。开展了涵盖土木工程专

业的教学平台建设、新技术研究、学生实践项目等为主要内容的校企协同产学研合作。

序号 合同名称 合作单位 签订日期

1 BIM 应用教学能力建设服务战略合作协议 广州优比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2016.1.12

2 BIM 师资培训服务合同 广州筑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6.2.25

3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授权认证中心合作协议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6.6.8

4 校企协同开展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北京谷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7.2.23

5 BIM 一体化建设合作协议 北京谷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7.2.23

6 校企协同开展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北京互联立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7.2.23

7 深圳光明玖龙臺项目 BIM 技术服务协议 湖南省家和兴劳务有限公司（原佳邦） 2017.3.15

8 校企协同铝合金模板系统产学研合作协议 广东合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5.18

9
铝合金模板系统研发项目合作协议（铝合金模板加

固系统中螺杆的研发）
广东合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5.18

10
校企协同铝合金模板系统产学研合作前期技术咨询

服务协议
广东合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5.25

11 BIM 算量软件采购合同 北京谷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7.7.3

12
广东众图互联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东白云学院产

学研合作协议
广东众图互联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17.9.20

13 校企协同铝合金模板系统产学研合作协议 合迪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201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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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大乾校长同企业领导一同为铝合金模版教学

培训样版房剪彩

图 4 白云合适家项目工作室成立

表 1   土木工程专业产学研校企合作合同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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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同名称 合作单位 签订日期

14 出版合同《BIM 技术应用实务 - 建筑部分》 武汉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7.10.13

15 出版合同《BIM 技术应用实务 - 建筑设备部分》 武汉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7.10.13

16 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合作协议
广州一砖一瓦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2017.12.11

17 校企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 纪元集团有限公司 2018.1.18

18
校企协同铝合金模板系统研发项目合作协议（模板

在超高层结构中应用的研发）
合迪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2018.3.13

19 白云智筑建筑技术校企联盟合作协议 深圳市智筑庇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8.3.5

20 白云合适家薄壁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学研合作协议 广州合适家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2018.5.11

21 仁和家园钢筋算量项目产学研合作协议 深圳智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8.11.22

22 云荟装配式建筑装饰智慧数据平台产学研合作协议 好荟装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19.2.20

23 白云·华联工程咨询信息化应用产学研合作协议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2019.4.11

24 白云恒雨 BIM 项目工作室校企产学研合作协议
深圳恒雨能效建筑工程设计顾问有限

公司
2019.5.31

25
广东白云学院与深圳汇林达科技有限公司产学研合

作框架协议
深圳汇林达科技有限公司 2019.9.16

26 白云誉托智慧建筑产学研合作协议 深圳市誉托科技有限公司 2019.10.17

27
制定广东省建筑标准设计推荐性通用图集 << 冷弯

薄壁型钢装配式房屋 >>( 粤 20J/TXXX) 合同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2019.10.30

28 白云合适家产业学院合作协议 广州合适家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2019.12.16

29 白云众邦智慧产学研合作协议 广东众邦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020.6.28

30 薄壁轻钢装配式建筑智能设计平台网站建设服务合同 广州万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20.6.2

31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考核站点申报书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

考核评价委员会
2020.9.13

32
关于共同参与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装配式冷

弯薄壁型钢结构建筑施工及收规程”的合作协议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7

33 白云学院中科雅图信息技术产学研合作协议 广州中科雅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0.10.11

（九）成立学生课外活动项目工作室

为巩固课堂教学成果，先后成立了 简·维建筑设计施工工作室、BIM 匠新工作室、

启航建筑设计工作室、创立方三 D 打印工作室、绿居有害物检测工作室等 5 个学生课外

活动工作室。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与企业合作，直接参与建筑物的设计和技术攻关。土

木工程学生参与了 26 个创新创业项目，获得了校外 18 个奖项（图 5、6、7、8）。

土木工程专业校企协同“3+1”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十招”

图 5 工作室学生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创新大

赛——3D 打印造型创新大赛中获双奖

图 7 工作室参与深圳玖龙台项目 BIM 建模

图 6 学生获得的奖项

图 8  工作室学生参与设计的项目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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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强和完善实验室建设

3 年来，在原有实验室建设的基础上，新建设了“装配式建筑虚拟仿真实验室”、新

建设了“3D 打印实验室”、建设了“建筑室内有害物检测与防治实验室”、正在建设 “薄

壁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实验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面积

（M2）

实验室

人员配备

（人）

仪器设备（台、件） 仪器设备

总值

（万元）

年度接收

实验

学生数合计 万元以上

1 建筑材料室 170.2 2 34 1 18.319 379

2 土工室 133.34 2 45 2 40.673 132

3 结构室 174.26 2 14 2 66.7 132

4 工程测量室 68 2 74 30 34.2841 379

5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室 84.8 1 128 0 48.5707 651

6 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70.5 1 68 4 28.8425 97

7 计算机 BIM 实训室 1 90.72 1 156 6 79.32 611

8 计算机 BIM 实训室 2 90.72 1 140 0 56.25 589

9 建筑工程制图室 1 121.77 1 1 0 0.3999 285

10 建筑工程制图室 2 121.77 1 1 0 0.3999 274

11 装配式建筑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室 90.72 1 8 6 120 150

12 3D 打印实验室 70.3 1 12 6 100 112

13 建筑铝合金模板实验室 50.4 1 2 1 20 81

14 室内有害物检测实训室 30.3 1 3 2 16 36

15 力学室 80 2 22 8 38.36 122

16 建筑制图室 91 1 6 0 1.331 48

17 CAD/CAM 室 102 2 70 0 20.06 40

18 画室 170 1 8 0 4.711 96

19 课程设计室（1） 87.1 1 5 0 1.985 378

20 课程设计室（2） 87.1 1 5 0 1.985 368

21 课程设计室（3） 87.1 1 5 0 1.985 312

22 课程设计室（4） 106 1 7 0 2.244 149

23 计算机基础实验室 106 1 76 0 50.63 348

二、“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项目成果达成情况

（一）“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经过 3 年多的探索与实

践达到了校企共同育人的目的，共完成了 7 项学校（3+1）改革质量示范项目，土木工程

专业获得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3+1”质量示范工程专项奖”一等奖。

（二）构建了“BIM 和装配式融合”的土木工程专业特色，建设了两个 BIM 实验室和

一个“3D 打印实验室”，“3D 打印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与研究”获得广东省教育厅

特色创新人才项目，开展了面向学生和企业技术员的 BIM 技术教学和人才培训，教学和

培训人员 456 人；带领学生完成了 15 项企业的真实项目，编写 BIM、3D 打印技术和装配

式建筑等教材 5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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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建筑技术合作的利益共享体共建多维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项目 2019

年获广东白云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

（四）建设了 60 个建筑新技术的施工视频库，供同学们在网络上学习；探索和实践

了 PYS 网络课件技术。建设了桥梁工程、房屋建筑学等 8 门网络课程；开发了五维模块

化课件制作技术，评审专家组认为：实现了建筑类课件从二维到立体，从抽象到现实的转

变，具有核心制作技术和方法，具有可观的推广应用价值。

5.“基于建筑技术合作的利益共享体共建多维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2019 年获广东

白云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

6.“土木工程微型实物仿真实训平台的研究与构建”获广东白云学院 2016 年教学成

果二等奖。

7.2018 年成功申报了“广东省薄壁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开发中心”。

8.2019 年通过广东省建筑标准设计办公室的专家评审，正在主编“冷弯薄壁型钢装配

式房屋”广东省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0. 建设了教育部批准的与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装配式建筑虚似仿真

实验室”，杭州万霆科技赞助 60 万元人民币。

11.2017 年与北京谷雨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立了“谷雨时代人才培养基地” “互联立

方 BIM 工程大数据中心”，获得了北京谷雨科技有限公司 358.8 万元的赞助。

12. 教师带领有土木工程学生参加的项目团队，为企业完成了 15 项产教融合的项目，

最大的项目是深圳玖龙台商业综合楼的 BIM 项目，总投资 400 亿元人民币。

13. 开展了土木工程 8 个班共 400 人的 BIM 教学工作，校企 5 期 BIM 培训工作，共培

训了学生和企业的技术工人 456 人。

14. 学生获得了 18 个校外奖项，参加了 26 个创新创业项目，发表了 10 篇论文。

15. 与英国密德萨斯大学开展了远程“建筑 BIM 硕士”教学课程，引进了全套的教学

大纲和教材。

16. 土木工程教师主持和参与了 1 项部级，5 项省级，7 项院级，1 项教学名师和教学

团队科研项目；完成了广东白云学院 7 项校企协同育人 (“3+1”)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质量

示范项目，开展了 7 门网络课程和 1 门广东省教育厅开放课程建设。

17. 申报了 4 项国家发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

三、校企协同“3+1”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分析

5 年来，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在开展校企协同“3+1”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过程中，进行了系列探索和研究，为建筑行业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

“创新十招”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特别是在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

（一）土木工程专业特色还不够突出

专业特色是学科发展之本，也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学院在教学内容、课

程设置与优化上还需进一步凝练，在凝练中探索出路，形成适应土木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独树一帜的内涵和特色。

（二）创新实践环节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因学院学术研究的氛围还不够浓厚，受实验室、实习等条件限制，创新实践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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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建筑工程学院  徐建良）

节开展得不够系统，创新实践教学内容单一，影响了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三）应用型人才能力与技能培养的相关课程不突出

目前，学院为突出能力与技能培养，设置了 BIM 技术应用基础和创新创业基础等课程，

但还不能完全满足 2016 年教育部正式启动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需要。必须

有针对性的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开设综合性、创造性、设计性课程，突出相关课程设置，

切实解决目前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现状，更好地强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四）企业导师的选聘与管理不够规范

目前学院设置有专业导师、思政导师、职业导师和企业导师等“四导师”，企业导师

负责学生的实践与创新指导，但在选聘过程中条件把控不严，缺少对企业导师的考核与管

理的办法，有的导师没有履行导师职责，更有个别导师的能力还没有达到指导学生实践和

创新的能力，极大地制约了学生能力的培养。

四、结语

应用科技大学的核心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应用”是土木工程专业教育的核心。校企

协同“3+1”人才培养模式，是广东白云学院在发展本科阶段的职业教育，满足产业转型

升级，培养高层次土木工程专业技术服务人才的实践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国家粤

港奥大湾区建设需求，依托广东省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优势，借鉴欧洲应用科技大学的办

学经验，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进行探索的一次实践，旨在建立中国的应用技术大学，推

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金字塔型人力资源体系。三年多来，经过校

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学生，理论知识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动手能力得

到了锻炼，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企业的欢迎。2019 年有 94 家

大中型建筑的企业来招聘参加（3+1）的土木工程学生，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到达了 96%

以上，在广东省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和示范辐射作用。建筑工程学院将不断总结和完善校企

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凝练土木工程专业特色，培养更多能够胜任企业

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岗位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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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示范建设的基本情况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是广东白云学院最旱开设的专业之一，是学校重点建设专业之一。

根据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要求，该专业于 2016 年 6 月申

报为校企协同育人（“3+1”）模式质量示范专业建设，项目批准号为 ZLSF-ZY2016-04。

经过 4 年的建设，已达到了预期建设目标，取得了示范性建设成果，该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结项。

二、 项目示范建设目标

（一） 总体建设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教育思想和“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深化校企合作，根据“产

教融合、工学结合”的校企协同育人（“3+1”）模式，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技术应用

为重点”的教学目标，以“四贴合、三对接”方式，培养电子信息工程应用型技术人才，

形成嵌入式系统技术特长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特色。建立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

培养质量评价方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建成校企协同育人

（“3+1”）人才培养模式质量示范专业。 

（二）具体建设目标

1、建立 2 门职业标准要求的示范课程

以校企共建的方式，企业为主，以企业产品为基础，根据企业产品技术标准构建课程

实践内容，建设“电子线路 CAD”、“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课程设计”和“电子产品

综合设计与制作”三门示范性专业课程。

2、建立 12 个综合训练项目

根据“能力培养为核心、技术应用为重点”的教学目标，以企业实际产品技术要求，

开发出电子系统设计综合训练项目 12 个。以实际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训练，实现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专业能力，为学生最后阶段的企业实践教学做

准备。

3、建立创新创业实践条件

以校企合作方式，建设能满足实践要求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和“众创空间”，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提供实践平台，以企业的实际产品为基础开发创新创业项目，培养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4、建立 6 个示范实践教学基地

利用珠三角区域的电子信息类企业的优势，开发 6-8 个校企深度合作的企业实践教学

基地，示范基地建设目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导师匹配的企业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企业实践教学配备职业导师、专业导师、思政导师、企业导师等导师，完善企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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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4 导师制，实践基地能使在岗学生配备有企业导师达到 95% 以上。

（2）实习岗位与专业匹配

实践基地满足本专业学生实习岗位需求，提供的实习岗位与专业相匹配达到 90% 以上。 

（3）毕业设计真题真做

学生毕业设计能结合企业产品和实习岗位情况立题，在企业导师和专业导师的指导下

选择毕业设计（论文）课题，使毕业设计（论文）课题来自于企业的实际课题达到 90% 以上。

（4）开展课程教学与改革

利用校企双方的优质资源积极开展课程改革，建设课程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的示

范性课程。

（5）具有企业实践教学的管理体系

在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校企双方参与企业实践教学的管理体系制订，形成一套

科学合理的企业实践教学的管理体系，能对学生进行规范管理。

（6）具有企业实践教学的考核体系

在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校企双方参与企业实践教学的考核体系制订，形成一套

科学合理的企业实践教学的考核体系。

5、建设示范性专业教学团队

利用校企双方人才优势，建设由学校专业导师与企业专家参与的教学团队，建设一支

水平高、技术过硬的教师队伍，以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6、建设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根据学校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目标要求，以校企合作、协同育人（“3+1”）人

才培养模式，开展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建设，形成合理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

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方案，

（2）企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方案。

7、合作完成横向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

教师积极与企业开展合作，参与企业新产品研发，以企业实际项目为纽带，建立合作

关系，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完成项目研究与开发，企业提供实践平台，校方为合作企业提

供技术服务，建设周期内完成 2 个项目研究与开发。

三、项目示范建设思路与措施 

（一） 项目建设指导思想

坚持“立德树人”教育思想和“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人才培养面向电子信息行

业和广东省经济发展需求，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校企深度合作，以 “产教融合、工学结合”

的“3+1”育人方式，形成“能力培养为核心、技术应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特色，

培养嵌入式系统技术特长的电子信息工程应用型技术人才。 

（二） 项目建设方法

通过校企深度合作，采用“四贴合、三对接”的方式进行建设，“四贴合”：专业建

设贴合行业发展，课程体系贴合岗位（群）要求、理论知识贴合职业需求、实践教学贴合

工作技能。“三对接”：专业与产业链（岗位群）对接、专业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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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的主要措施

根据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示范项目建设目标要求和预定计划，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1、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专业指导委员会以学校、企业双方人员组成，校方成员由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骨干教

师担任，企业成员由企业领导、专家组成，成员组成如表 1 所示。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主要

职责是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横向课题研究等。

职务 姓名 所在单位 备注

主任 林春景 广东白云学院 院长 / 教授

副主任 龙诺春 广东白云学院 系主任 / 副教授

副主任 任德伦 深圳卓想物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 高级工程师

副主任 杨祖愿 广州市宏亿电子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 高级工程师

委员 陈立旺 广东白云学院 副教授

委员 邢锋 广东白云学院 副教授

委员 李进东 广东白云学院 职业导师 / 助理研究员

委员 秦迎春 广东白云学院 副教授

委员 林海阳 广州智传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委员 王庆宇 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 高级工程师

委员 李如孟 美的电气集团 人事经理 / 工程师

秘书 余丽红 广东白云学院 讲师

2、制定校企合作项目实施方案

校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和职业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构建校企合作实施方案来达到实现校企合作的目

的。根据项目建设目标制定以下方案：

（1）校企共建课程方案

（2）综合训练项目建设方案

（3）创新创业训练条件建设方案

（4）实践基地建设方案

（5）科研项目合作方案

3、组建专业建设团队

为了项目能按进度正常开展，组建由企业专业技术参与的专业建设团队，团队由林春

景、龙诺春、陈立旺、杨新盛、邢锋、秦迎春、曹蕾、余丽红、李进东、杨祖愿、龙昱程、

任德伦、林海阳、朱柳松、黄醒霞、李如孟、黄惺、王庆宇组成，其中后 9 位为企业技术

人员。

四、项目示范建设成果

电子信息工程示范专业建设的建设周期为 4 年，根据项目建设的特点与具体情况分段

进行建设，现将建设成果归纳如下：

（一） 校企共建示范课程

1、职业考核标准的《电子线路 CAD》课程示范建设

通过与广州市宏亿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广州市宏亿电

子有限公司专家杨祖愿以企业实际产品为案例提供了《电子线路 CAD》 课程教学内容，

以行业技能标准共同编写了职业考核标准的课程考核方案，重构了《电子线路 CAD》课

程教学大纲。该课程从 2014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实施。

表 1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列表

以“四贴合、三对接”方式打造电子信息工程示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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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产品综合设计与制作》课程示

范建设

通过与广州传智科技公司、广州粤嵌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等

企业合作，共同完成了《电子产品综合设计与

制作》课程教学大纲的制订，并以企业实际产

品为项目构建了课程教学内容。该课程由企业

工程师来校授课，从 2014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开始实施。图 1 为企业工程师授课后与班级

同学合影。

3、《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课程设计》

课程示范建设

通过与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共同完成了《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课程

设计》课程教学大纲的制订，并以企业实际产

品为项目构建了课程教学内容。该课程由企业

工程师来校授课，从 2014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开始实施，图 2 为企业工程师授课现场。

（二） 建立了 12 个综合训练项目

以实际产品为基础，与多家合作企业共同

完成了电子产品设计综合训练项目 12 个，编

写了项目任务书与设计制作指导书，并在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实施，为学生企业实习打下较好

的基础。

（三） 完成了创新、创业训练条件建设

通过与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

度合作，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新建立了“粤嵌

科技众创空间”，为学生提供了创新创业平台。

该平台面向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各专业，并在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实施。另外，我们还改建了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实验室”、“高频电子技

术实验室”、“通信原理实验室”，新建了“嵌

入式系统技术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扩建与

新建，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平台，提供了创新创

业实践条件，图 3 为建设的众创空间，图 4 为

校企合作建设嵌入式系统技术实验室。

（四） 完成了 9 个校企深度合作实习基

地建设

为了提供良好的实习条件，立足于粤港澳

大湾区，我们与多个企业开展了合作，已签定

图 1  企业工程师授课后与学生合影

图 2  企业工程师授课现场

图 3  校企合作建设的众创空间

图 4  校企合作建设的嵌入式技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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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的企业有 96 个，其中深度合作的企业有 9 个，如美的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省级

实践教学示范基地）、广州方雅电子有限公司、广州穗达电气有限公司、

广州雷拓电子设备厂、广东河东曙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市影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聚显电子有限公司、惠州大亚湾永昶科技电子

有限公司。

通过与多家企业签订实习基地协议书，保障了实习的基本条件，能满足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学生实习岗位与专业匹配要求。

（五） 实习岗位与专业匹配 100%

2013 级—2017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实习岗位与专业相匹配，根据实习基地开发

情况，本专业学生实习岗位与专业相匹配能达到 100%。

（六）实习期间企业导师配备 100%

2013 级—2017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100% 配备企业导师。

（七）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基本实现真题真做

2013 级 —2016 级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专 业 毕

业设计课题来源于企业，真题真做课题达到

93% 以上。根据学校对实施“3+1”以来毕业

设计要求，检验各届毕业设计“真题真做”的

质量，电子信息系组成了有企业专家参与的现

场答辩小组，如在广州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举行了 2017 届毕业设计企业现场答辩。图 5

为毕业设计企业现场答辩。

（八） 开展了产学研项目合作

1、合作开发项目

分别与深圳市智胜达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了项目合作协

议，共同开发项目 2 个，已完成了项目开发，申报了软件著作权。

2、开发与编写教材

根据嵌入式系统实验室具体实验设备情况，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编

写了《嵌入式 ARM Cortex-A53 实践指导教程》教材。与广州传智科技公司、广州奥松电

子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共同完成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与职业发展导论》课程的教材开发。

3、合作申报教育部项目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有关企业支持的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申报指南（2016 年第一批）的函》（教高司函 [2016]48 号）文件精神，2017 年，

通过与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申报了《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开发》, 

教高司函〔2017〕37 号 ( 项目编号：201701067032)，2018 年申报了《广东白云学院电气

与信息工程学院实践条件建设》实践条件建设项目，教高司函〔2018〕4 号 ( 项目编号：

201702071126)。

（九）建设了省级电工电子教学团队

通过校企合作，2017 年，“电工电子教学团队”成功申报了省级项目，2020 年 11 月

已递交了结题材料，准备结题。

（十）建设了省级示范实习基地

图 5  校企合作建设的嵌入式技术实验室

以“四贴合、三对接”方式打造电子信息工程示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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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的电器集团为实践基地的省级项目建设 ,2019 年以优秀成绩结题。如图 4.10.1 所

示为结题证书。

（十一）重构了 2019 版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深入行业、企业、学校调研，撰写了调研报告，根据行业、产业发展趋势和社会

对专业人才要求，重构了 2019 版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五、 项目建设成效

（一）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教学，实现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从 2014 级开始，聘请了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对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电子产品综合设计与制作》课程和《嵌入式系统综合项目设计》课程进行了基于工作（产

品开发）过程的教学。通过课程教学，学生熟悉了企业产品开发设计的基本流程，掌握了

新产品开发设计的基本方法。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二） 教师进入企业交流学习，提升了双师队伍水平

为了提升双师队伍素质，根据专业建设要求，2017 年 3 月 25 日至 3 月 30 日电气与

信息工程学院电子通信系龙诺春、陈立旺等多位老师到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嵌入式师资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图 6 所示。

（三） 学生到企业交流学习、培养了创新创业能力

为了使学生了解企业产品开发过程和开发设计方法，提

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014 级黄东升

等 4 位同学参加了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嵌

入式培训班（免费），并取得合格证书。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与企业开展合作，举办

了多种形式的电子设计竞赛，例如：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与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粤嵌杯”电子

设计竞赛。同时近几年组织学生参加“蓝桥杯”电子竞赛，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有多人获得了设计奖项，2020 年 2018 级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赵海萍、邹泽乐等同学获得省级一等奖，

在全国竞赛中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按职业技能考核标准制定课程标准，实现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图 6   教师进企业学习证书

图 7  学生参加蓝桥杯竞赛获全国

总决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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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广州市宏亿电子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电子线路 CAD》课程教学案例，并制

定了基于职业技能标准的课程教学大纲，按照广州市职业技能鉴定统一考试“中级计算机

辅助设计绘图员（电子）（Protel DXP）”技能考核评分标准制定了《电子线路 CAD》课

程考核评价方案。为了实现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对接。与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卓想物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奥淞电子有限公司合作，以实际产品为基础开

发 8-10 个教学项目，重构基于工作过程的《电子产品综合设计与制作》课程教学大纲，

通过以实际产品开发、生产过程开展项目化教学，实现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五） 合作开展项目研究，提高了教师教学能力

通过与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功申报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产学合作

项目。通过与深圳卓想物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奥淞电子有限公司合作，申报了实用

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通过教科研项目合作，提供了教师教学能力。

（六） 提高了学生就业竞争力，就业率高，薪酬待遇相对较高

近三年，以“3+1”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本专业学生

就业率平均达到 95% 以上，如图 8 所示。

近几年来通过校企协同育人，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学生就业的薪酬相

对较高，例如：2017 届电子专业，杨康儿年薪 15 万，彭英旺年薪 20 万。2018 届电子专业，

黄东升年薪 18 万，李匀恒年薪 40 万。2019 届电子专业，任复衡年薪 18 万。2020 届电子

专业，许柳华，年薪 18 万，现在自己开公司。2017 级实习生段宇鸿，月薪 1.2 万。

六、 项目建设特色与亮点

（一） 项目建设特色

坚持“立德树人”教育思想和“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通过校企深度合作，以“四

贴合、三对接”方式，建立了社会、学校、企业、学生“四赢”的“产教融合、工学结合”

校企协同育人（“3+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嵌入式系统技术为特长的电子信

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科研项目研究与专业特色建设相融合。

2、职业技能培养与专业能力培养相融合。

3、企业实践教学与学校教学相融合。

4、工作与学习相融合。

图 8   近三年学生就业率统计情况

以“四贴合、三对接”方式打造电子信息工程示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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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建设亮点

坚持“立德树人”教育思想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通过校企深度合作，以

“四贴合”方式，实现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与电子信息产业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与就业对接、人才培养与市场对接。建成了社会、

学校、企业、学生“四赢”的“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校企协同育人（“3+1”）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创新了校企合作机制，建立电子

信息工程特色专业。具体建设亮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行业需求的嵌入式系统人才培养，使专业与产业链对接

通过广泛调研，校企深度合作，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针对社会所需，形成了以嵌入式系统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了经济社会发展

所需要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实现了专业与产业链对接。

2、职业技能考核标准制定的课程标准，使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参与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参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按职业技能

考核标准共同制定《电子线路 CAD》教学大纲，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3、采用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方式，实现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通过校企合作，学生在企业实习过程中，以企业工作环境和先进设备为训练平台，在

企业导师（师傅）的传、帮、带下，学习实践技能。聘请企业工程师来校教学，以企业实

际产品开发教学案例，进行专业能力培养，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4、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了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使学生毕业与

就业接轨

通过校企合作，学生在生产岗位上接受技能训练，有利于提高专业能力，并初步具备

了职业能力。企业可录用实习表现优秀的学生做为人才储备，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

职业培训成本，有利于实施人才战略。校企合作符合学生职业发展需要，促进解决学生就

业问题，有利于学生提高就业竞争力，可实现学生毕业与就业接轨。

5、校企合作的教科研项目研究，培养了双师型教师、提升了教师水平

有通过校企合作，校企双方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学校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为企业研

究新技术研究和开发设计新产品服务，教师参与企业的产品开发设计，能提高科研能力，

校企双方的科研水平都能得到提升。同时，利用企业的优质资源能够为学校培养双师型教

师队伍，提高双师型教师素养。余丽红老师获 2020 年中南地区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子线

路课程教学比赛一等奖。

七、项目建设的创新

（一）科研与教学一体化设计的专业建设思路，是专业建设思路创新。

（二）“能力培养为核心、技术应用为重点”的能力引领策略，是专业建设的策略创新。 

（三）“四贴合”和“三对接”的方法，是专业建设方法创新。

八、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存在主要问题

大多企业只愿意提供学生实习岗位，校企深度合作企业比较难解决。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8 卷第 1 期    VOl.28    NO.1



51

2、问题原因分析

（1）企业对“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认识不够。

（2）企业人力资源不强，企业没有人力等条件开展深度合作。

（3）在协同育人方面，企业得不到政府的政策、资金扶持，合作意愿不强。

（二） 问题解决对策思考

1、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对“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

2、多与企业联系沟通，寻找实力雄厚的企业进行深度合作。

3、学校可建议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政策，提

高企业的积极性。

九 项目建设成果的示范与推广

（一） 在本学校的示范与推广

1、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方案作为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的模板进行示范和推广，其

它专业采用此模板。

2、林春景院长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方案在学校进行交流，为其他学院的人才培

养方案修订起到示范与推广作用。

（二） 在同类院校示范与推广

林春景院长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3+1）人才模式在其他学校进行交流，为其他学校

的人才培养起到示范与推广作用。培正学院、广州科技学院等学校来我院进行交流学习。

（三）在广东省电子信息教指委的示范与推广

林春景院长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3+1）人才模式在广东省电子信息教指委进行交流

和推广。

（四） 在学术期刊发表了学术论文

《电信与电脑》等杂志公开发表了学术论文，起到示范与推广作用。

（文 /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龙诺春）

以“四贴合、三对接”方式打造电子信息工程示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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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动因

（一）实践国家“高校分类改革，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理念

人才培养模式是对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过程、人才培养方法等方面的全面总结，

既保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又是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确定教学编制的基

本依据，是教学管理的核心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牵涉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

既影响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否能实现，又影响到社会需要的某类人才能否培养出来。应

用型本科高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办本科院校由于创办时间不长，办学模式

不够完善，办学经验不够成熟，教育教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便

是照搬传统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导致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缺乏特色。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作

为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热门专业之一，为许多新办本科院校所开设，同样存在照搬普通高校

人才培养方案，缺乏专业特色等问题。因此，要打造应用型本科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特

色，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二）传统普通本科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1. 课程体系不完善，理论和实践搭配不合理。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不明确直接造成了

课程体系及课程内容的不完善。目前，普通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大都按职能式的方式设

计课程内容及课程体系，试图为学生开出一份解决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问题所需的菜单，

这种“适应主义”的课程体系表面上强调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实际上却忽视了两个基

本前提：一是人力资源管理首先是一种管理理念的创新。其最重要的职能是如何评价、调

动和提升人的工作能力。仅有各项具体的操作技能是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二是某些能力

和技能是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人力资源管理诸如人事测评、绩效考核的

技能是很简单的。对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校学生，这类技能是既容易学

会，也容易遗忘。这类操作技能不需要在上岗之前过度注重。许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

生由于其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没有树立起来，虽然学了许多技能性的内容，但却忽视了根据

企业实际灵活运用专业知识进行系统开发设计的能力，导致专业素质不高。再者专业课程

教学方式以理论式填鸭教学为主，缺少学生自主学习的翻转课堂与实践教学，培养出来的

毕业生难以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要求。通过对我校 2014、2015、2016 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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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白云实践

图 1 认为在所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哪些

图 2 目前专业毕业生在实际岗位中突出的问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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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见图 1 和图 2）可以看出学生普遍反映实践教学环节不足，其次是专业课程和社会

需求脱节，同时用人单位也反映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需求脱节。这客观上要求今后的专业

建设需要加强校企协同育人，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企业实际需要。

2. 缺乏较为成熟的实践环节教学模式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学科，所以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对实践性的要 

求较高，然而大部分高校在实践教学环节做得不够，主要体现在实践教学资源缺乏，实践

教 学课程较少，实践教学学时不足，实践教学方式单一，实践教学内容陈旧等等，不利

于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形成。具体来讲：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较为单一，实

践教学往 往局限在课堂内的实验教学和技能操作。此外，有部分高校通过校企合作方式

进行实践教 学，但是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岗位的特征，一个企业只能安排少数几个学生进

行人力资源管理 岗位的专业实践学习，因而校企合作实践教学也很难实现。在实践教学

效果上，由于缺少双师型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实践教学环节设计

不合理，教学内容无 法反映企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导致学生所学知识难以应用到实践工

作中。特别是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环节，大都在学校教室完成实验 报告和毕业论文，与

企业结合不紧密，学生实习收获不大。因此，研究探索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本科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教学模式，仍然是当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建设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二、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改革依据

（一）发达国家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主要有美国的“合作教育”模式、英国的“学徒制”、德国的“双元制”和澳大利亚

的“技术与继续教育”。美国“合作教育”模式最早源于 1906 年辛辛那堤大学的工程学

院施奈德教授提出的工学交替模式，具体的实施方式主要有工读轮换制、半工半读制、劳

动实习制和全日劳动工余上课制。英国的学徒制历史悠久，正规的学徒制源于 12 世纪伊

丽莎白时期的手工业行会对其内部员工进行的职业训练。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面对熟练工日

益紧缺的劳动力市场，英国政府在传统学徒制的基础上于 1993 年制定了《现代学徒计划》，

开始实施现代学徒制。德国的“双元制”是国家立法支持、校企协同育人共建的办学制度。

学校主要负责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 ; 企业主要负责校外实践场所学生职业技能方面

的专门培训。“双元制”集合了社会三大系统的力量，即经济界的企业集团、行业协会、

工会和政府文化教育等部门，培养了大批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技术人才，被誉为创造德

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政府同企业行业密切合作，

具有统一教育和培训标准，面向职业资格准入，强调终身教育培训，充分体现以“能力本

位”为特点。实行“新学徒制”培训计划，各州和地区设立了新学徒制培训服务中心。

（二）国内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孙雷（2016）探索卓越计划理念下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积极拓展校企协同育人有效

途径；王素君等（2015）探讨项目需求模式、平台互助模式和战略联盟模式，构建“五共

一体”的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李澎林，徐吉洪（2011）以浙江大学的改革与探索为基础，

提出了基于委员会模式的校企协同育人应用型人才培养。除了以上，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

的角度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虽然针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文、理、工等学科专业的差异大，各学校及地方的办学水平

和条件不一样，还没有形成能够统一推广实施的有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特别针对本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白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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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人力资源管理等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探索与实践很少。

（三）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培养模式核心要素

第一需要重视培养形成管理素质的人文课程教学：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以人为本，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尤其是把挖掘人的工作潜力，激发人的工作激情，开发

人的智力和潜能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因此，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

伦理学等多种学科领域都应当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所涉及的范围。因为这些学科是研究

如何看待和理解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同类别（群体）人的

行为规范、意识形态方式等人文范畴的内在规律的理论基础。因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课

程体系应充分吸纳以上学科浓厚的人文色彩。第二架设“管理学——经济学——法学——

行为科学”四条主线。人力资源管理尽管属于管理学科，但其学科特色决定了要加强管理

学、经济学、法学、行为科学四条主线的专业基础理论学习。包括：管理学原理、微观经

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劳动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沟通、企业战略管理等；行为科学系列课程包括：组织行为学、普通心理学、社会心

理学等；法学系列课程包括：经济法、劳动法与劳动争议处理等。第三管理的定性与定量

分析有机相结合；人力资源管理既应充分体现管理的定性分析，加强管理学基本原理课程

的教学，又应重视对管理的人和物基本的质的度量。其课程设置要有诸如：微积分、线性

代数、概率论、统计学、运筹学等系列课程的定量分析。第四加强实践教学与专业技能培

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应按照“专业技能训练——模拟实习实训——综合训练”

三个环节进行专业技能的训练。专业技能系列课程包括：薪酬管理、绩效管理、工作分析、

人员素质测评、员工培训、组织理论与组织设计、人力资源开发、领导科学与艺术、企业

文化等。模拟实验系列课程包括：计算机上机实习、人力资源管理沙盘模拟、绩效管理课

程模拟实训、组织设计模拟实训。综合训练系列课包括：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

等环节。第五突出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培养，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三、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实践

（一）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培养模式白云实践概述

广东白云学院创办于 1988 年，2001 年广东白云职业技术学院招收高职高专，2005 年

专科升格为本科院校，2011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为了适应社会和市场

对人才的需求，从 2013 级工商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向）110 位学生，2014 级 112

位学生、2015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78 位学生，2016 级 112 位学生探索并实施了“3+1”

校企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本科学生前 3 年在校系统地学完了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

专业课，进行仿真模拟等实验实训，企业实践教学一般在学制的最后一个学年进行。这一

年企业实践教学主要包括：区域、行业、企业调研，职业能力拓展课程学习，职业品德教育，

生产（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 6 个环节，共计 18 个学分。以 2013

级学生为例，企业实践教学的时间为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 43 个教学周。

在最后 1 年里学生系统地完成专业和毕业实习，对他们严格管理并设立专业、思政、

职业、企业四导师，学生联系自身工作岗位认真撰写毕业论文，真题真做，并认真填报实

习日志、周记、月记，最后经四导师考核合格，方可参与毕业论文答辩，获得毕业和学位

双证。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育人，做好校企“四共建”，学校与企业共建学院、共建教材、

共建专业、共建课程。以上改革尽管取得了有益的经验，但仍需进一步改革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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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实践教学的基本原则

1. 加强管理。实践教学是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根据本专业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和实践性的特点，由学校实践教学中心与二级学院管理者共同组成社会实践指导小组，引

导学生把外在的知识学习变为内在的个人能力。这一过程应统筹安排，教育经费预算中应

拨出社会实践专项经费，加强过程的全程管理和跟踪指导。

2. 分层指导。学校实践教学中心和二级学院应以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实践

为主，不同的年级，其确定的目标和提出的要求也不同。例如，低年级学生的认识实习，

其目的是了解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而校外 1 年的企业实践，应按照学以致用

的原则，以员工和学生双重身份参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形成实际工作能力。

3. 形式多样。社会实践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如承担具体项目，编制人力资源规划，

对企业进行绩效考核和薪酬设计，从事社会考察，提供咨询服务以及参与员工培训过程等。

可以集体组织，也可以自愿组合或个人自主独立实践。但要注重合理布局，实践活动应有

一定难度，确保收到实效。

4. 制度保障。首先，把企业实践列入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从制度上得以保障。企业

实践有 18 个学分的学习任务，对表现突出者给予评优奖励。其次，应当建立优秀的社会

实践和实习基地。这是开展社会实践的有力保证，并有重点地建设固定的实习单位，将学

生实习、社会实践、学生创新性科研项目与毕业论文有机联系起来。

5. 服务社会。学校应借助协同企业的支持，完成实习任务；协同企业可以借助学生的

实践，结合企事业实际工作，解决管理中的难题，培训员工，掌握一般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这种互利互惠的实习形式，既是协同企业获得实效的有效途径，也是社会实践教学能够长

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实习过程中，学校要妥善处理好服务社会与学生受教育的关

系，结合专业选择实习项目，而作为长期合作实习基地的企业也要处理好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与自身获益的关系，将培养实习生的社会工作纳入企业的议事日程。

（三）科学设计社会实践方案

1.“循序渐进”的搭建科学合理、有效运行的实践教学环节

序号 主要环节 内容说明 学习成果 学分 责任人

Ⅰ

区域行业

企业调研

(3 选 1)

1
区域历史、地理、人文调研要求学生就某一专题具体

内容开展调研，由各专业自定。
调研报告

1

专业导师

2
行业发展现状调研要求学生就行业发展某一具体专题

内容开展调研，由各专业自定。
调研报告 专业导师

3
企业调研要求学生结合工作岗位，就企业某一具体内

容开展调研，由各专业自定。
调研报告 专业导师

Ⅱ

职业能力

拓展课程

学习

1
劳动法律

法规课程

由学校统一制订课程目录，并建成网络课程，

学生根据工作岗位需求在专业导师指导下选

修。职业能力拓展课程学分可以用企业实践

创新学分替代，凡在企业产品研发设计、技

术改造、技术革新、生产管理、营销服务等

任一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并获企业及以上奖励

的成果或获得专利，均给予企业实践创新 2

学分。

课业考核 2 专业导师2
技术创新

课程

3
企业管理

课程

Ⅲ 职业品德教育 培养遵纪守法，具有良好品质道德的职业人。 品德鉴定 2 职业导师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白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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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环节 内容说明 学习成果 学分 责任人

Ⅳ
生产（专

业）实习

1

第一阶段：结合专业特点，到企业生产现场，了解企

业全貌，熟悉企业生产工艺过程、管理流程，学习企

业文化及相关规章制度。

生产

（专业）

实习

报告

5
专业导师

企业导师

2

第二阶段：在企业生产现场，按照生产工艺过程或管

理流程在不同岗位进行实习，以巩固加深专业知识，

学习生产与管理技术，达到实际岗位操作的能力。 

Ⅴ 毕业实习

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解决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搜集必要的资料，为毕业设计（论文）做好准备；进

一步了解区域、行业、企业发展状况，积累职场经验，

为就业做好准备。

毕业实习

报告
2

专业导师

企业导师

Ⅵ 毕业设计（论文）

围绕本学科专业相关领域研发、生产、营销、服务产

业链中的 1 个（或几个）环节或就业企业生产经营某

些问题进行选题，真题真做。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

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初

步能力。

毕业

设计

（论文）

6
专业导师

企业导师

学分合计 18

为了满足行业、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在实践教学设计中与企业、行

业对接，从高校、企业、行业三者的特性出发，充分发挥三方的能动性，根据人才培养的

规律，在不同的培养阶段制定不同的实践目标，通过不同的实践模式来完成，即构建“专

业认知——课堂实践——综合实训——企业实习”四种实践模式有序推进、融会贯通的实

践环节，从而完成从“学生角色——专业角色——职业角色”的转换。同时，以实践教学

过程管理和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为保障，使实践教学环节的整体功能得到优化，达到保障实

践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目的。

2. 逐步建设一支水平高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学团队。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既有丰富

的理论知识，也有实操经验的“双师型”教师。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以广东省特色专业为

建设平台，一方面培养校内“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学团队不断发展壮大，13 名团队有 2

名教授和 3 名副教授及 2 名博士，实践教学和应用研究能力强，其中有行业企业背景的“双

师型”教师达到 70%；另一方面，学院聘请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高管和行业实战专家 3-5

名担任兼职教师，每周与学生报告和交流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战经验，使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教学真正落到实处。 

3. 切实推进课程改革管理机制创新

在课程设置方面，根据工作流程及岗位要求设计课程体系，并与国家劳动部门颁布的

行业职业标准接轨，通过“知识传授、技能训练、素质提高、职业对接”四结合，既满足

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的需要，也满足核心专业技能及综合素质能力培养。在教学手

段改革方面，以“信息化、作品化、项目化”为导向，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师充分利

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效果，利用实训室环境或人力资源软件系统模拟企业实况，以

模拟对抗的方式增加学习的针对性；课程采取项目化、作品化形式，以学生的项目成果或

作品展来检验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如学生招聘海报设计展、新员工培训方案设计展

等；鼓励教师深入生产一线，将企业项目引入课堂，建立项目化课程，真正做到专业课程

与企业对接；实战经验较丰富的教师带领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人力资源技能大赛，已获得省

级以上奖励 10 多项。

4. 有效推进四导师协调配合的实践过程管理机制

要加强实践教学的指导工作，“思政导师、职业导师、专业导师、企业导师”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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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管理办法，落实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思政导师”一般由辅导员担任，负责

跟踪学生的思想动态并进行及时指导；“职业导师”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并结合学生实际情

况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提出建议，为学生落实实习岗位，签订双方实习协议，组织老师实习

巡查，以防止学生实习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专业导师”在学生实践或实习期间，校

内要配有本专业的老师对实践、实习、毕业论文全程跟进，协助学生解决在实践过程中遇

到的专业问题；“企业导师”在实践过程中担任学生在实习岗位上的“师傅”，对学生在

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技巧、毕业论文等全方位的指导。各位导师各尽其职，相互配

合，共同对学生的实践全程指导，保证学生在实践中获得较完善的实践指导和较全面的专

业技能提升。

5. 稳步搭建校外实习基地和多层次的实践平台

通过建立与学生实习岗位相匹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习基地是保障实践育人的基础和

前提。广东白云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对接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充分利用学校的地域

优势，与当地的生产与服务企业、培训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请进来、走出去”，

将行业专家请进学校课堂，将企业项目引入课堂，定期安排学生深入企业、行业实践实习

以及专业老师深入企业实践。通过实践基地建设，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提供根本

保障。在深入合作过程中，企业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并储备人才，高校也获得在人才培养方

案制订、课程改革、学生就业指导、教师的企业实践等方面的一线经验，能达到双赢的局

面。因此，我们十分注重与多家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与学生实

习实训基地。多层次的实践平台由课堂实践教学环节、系列专业实验实训课程、专业见习、

毕业实习、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毕业论文、社会实践、学科竞赛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等多

方面组成，以求多途径多方位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

四、优化我校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思路

围绕培育广东省预备重点学科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深入推进广东省特色专业

建设，全系师生凝心聚力，在校企协同育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过去一年发表了 16 篇

专业论文，其中国家级 A 类期刊 1 篇，双核心期刊 1 篇。主持省级科研项目 5 项，教改项

目 3 项，校级教研教改项目 10 项；校企合作主编《人力资源管理》教材 1 本。1 项成果

获第 4 届广东省卓越人力资源研究成果一等奖。今年 5 月我系学生代表队参加由中国人力

资源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竞赛中荣获二等奖等可喜成果。展

望未来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除了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外，需要从以下

方面着手：

1. 加快形成教学、科研团队、梯队

我系教师平均年龄较年轻，学历以硕士研究生为主，职称以讲师为主，师资力量比较

单薄。教学方法和手段创新不足，教学团队难以形成。如果教师流动性较高，难以保证教

学创新的持续性。科研方面缺乏经费投入及制度保障，缺乏科研交流，特别是校外单位的

交流。由于教学方面和其他事务性的时间花费较多，无法保证科研时间，高水平的科研成

果比较缺乏。学科专业建设是我系的生命线。目前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既没有相应的人力

投入保障，也缺乏资金投入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还需要提高，本科学生的实践、科研能力

有待提高。

2. 尽快建设好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专用实验室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白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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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文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新荣，杨勇军）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学院实践教学条件相对较弱。今年学校审批同意通过 120 万元

实验室建设项目，可以缓解实验条件简陋的尴尬。仅仅有 10 万元的 “南京奥派人力资源

管理”软件还不足以开展专业核心课教学，同时目前还没有专职的实验教师队伍，不利于

后期教学工作的开展。随着专业的发展招生人数增加，需要对实验室建设投入更多的经费，

但是经费的投入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增加。目前，学校实验设备 ( 特别是计算机 ) 这些设备

老化，不断出现故障，而且检测、计算、运行速度非常慢，专业实验软件更是不足，甚至

无法满足实验所需的基本要求。

3. 加强校企协同育人深度合作、融合式发展

校外实习基地、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数量比较多，但质量不高。当前，人力资源专业校

企深度合作没有取得质的突破。合作院校数量有 30 多家，但是每家企业招聘人数只有 1、

2 个，缺乏与专业人力资源公司合作。校企合作从内容到形式单一、零散。校企合作往往

缺乏连续性，与企业合作浅尝辄止，难以建立长期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校企合作的形式

大于内容，缺乏深度，与企业的合作甚至仅停留在保持彼此人员有所交往、签一份合作协

议的阶段。院系也没有制定校企合作的工作标准和制度规范，校企合作处于自然发展、随

意发展的不深入状态。出现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系成立

时间短，学校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够，开展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学和科研的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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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中型企业建立起财务共享中心这一新型财务组织形式，特别

是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传统会计处理、会计行业产生深刻影响背景

下，简单重复的会计基础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换言之，审计监督和鉴证作用将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管理角色。于此同时，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将对传统审

计方法和审计技术造成巨大冲击，这既对审计专业人员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素养提出了新

的要求，也给审计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从审计人才培养视角来看，在审计全覆盖和大数据时代的大背景下，审计从业人员愈

来愈频繁面临跨专业、跨学科的综合性审计项目；另一方面，被审计单位错综复杂的业务

以及可能存在更加隐蔽的舞弊行为，对审计从业人员包括强化审计职业道德、提高政治站

位等在内的综合素养要求也将越来越高，这给应用技术大学应如何培养“应用型、职业性”

的专门审计人才提出了新的命题。在此背景下，广东白云学院审计系深度进行了校企协同

育人示范专业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建设成果、建设效益。

一、建设前：六大问题困扰专业发展

（一）专业规模波动大

广东白云学院审计学专业于 2010 年经向教育厅申请招生培养，并于 2011 年获批招收

第一届审计专业学生，当年招生为 54 人，此后总体呈现波动较大的特点。如果以四年累

计在校生人数来看，则呈现下降趋势，反应了我校审计学专业招生极不稳定。表 1 显示广

东白云学院 2011 年至 2017 年建设前审计学专业规模人数及增长情况。图 1 则直观显示审

计学专业规模波动情况。

年级 2011 级 2012 级 2013 级 2014 级 2015 级 2016 级 2017 级

学生人数 54 133 63 49 51 75 56

增长率 　 146.30% -52.63% -22.22% 4.08% 47.06% -25.33%

四年累计人数 　 　 　 299 296 238 231

四年累计增长率 　 　 　 　 -1.00% -19.59% -2.94%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存在差距

在教学环节中，现有课程体系脱胎于普通本科教育中的学科建设体系，并贯穿于传统

审计学专业“四五六”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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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建设前审计学专业规模波动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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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重理论学习、轻技能的培养现象较为严重。学生“干中学”机会较少，知识结

构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差。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实际需求脱节；部分受企业欢迎的前沿课程

如《EXCEL 在财务中应用》《计算机辅助审计》等实践性强的课程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三）实践教学与真实审计存在差距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需要加强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审计学专业虽然有实践学时和实践课程，但这些课程中审计案例有相当比例是虚构的，具

体体现在审计数据虚拟化、审计程序抽象化、审计技术应用理论化，是理想化条件下的审

计，与真实审计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与会计实践只需一个月的业务资料不同，审计

实践至少需要两年业务资料，完整的会计实训需要 50 笔左右业务，而两年审计资料则需

要 1200 多笔业务。现有的审计实训教材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最终导致实训效果差，这是

审计实践教学的痛点和难点。

（四）校内实训环境不能完全满足教学要求

为培养应用型审计人才，审计学专业实践教学环境还不能满足校内实践教学的需要，

主要表现在：一是校内实训软硬件设施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虽然有购买审计软件，但缺

乏专业的实验室。二是缺少审计专业综合实验，学生难以将审计知识与理论进行综合运用。

（五）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比较困难

首先，审计学专业校外实习基地比较少，难以满足学生通过校外实习来巩固课堂知识

的目的，并且由于季节性原因，每家企业需求的实习生岗位较少；第二，实习单位待遇普

遍偏低，学生在实习单位长期工作的意愿不强；第三，实习单位类型单一，缺少政府审计

和协会审计单位，导致学生在校外实习中，对于实习单位的选择存在难度。

（六）缺少审计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师占比较大

审计系 7 位专任教师中，只有 1 位教师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验，而具备注册会计师

资格且从事审计工作的只有 1 位教师。部分教师毕业后直接进入学校，没有任何企业实践

工作经验，难以根据企业实际需要进行教学，导致学生毕业后需要进行相关的培训才能从

事本职工作，学生的知识水平、能力水平与素养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面对专业规模波动大、具备实际审计工作验的专业教师缺乏、专业课程教学难度大、

专业实训案例与现实脱节等情况，借着 2017 年 3 月广东白云学院院系调整的东风，审计

学专业由原财经学院会计系管理改为新成立的会计学院审计系管理，并于 2017 年 9 月申

请建设“3+1”校企协同育人审计学示范专业建设同时获得立项，由此进入审计学示范专

业三年建设期。

二、建设中：构建“四五六”实践教学体系

（一）建设目标

依据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本质需求，我校构建了包含

四条主线、五个层级、六大功能的实践教学体系（图 2），即以“实验项目、实训项目、

实习项目、开发项目”为核心的四条主线，建设 “课程类项目→课程群类项目→专业综

合类项目→同学科跨专业业综合类项目→跨学科跨专业综合类项目”逐层递进的实践教学

项目，从而培养学生具备“语言表达与交际、信息检索与处理、自主学习、职业、创新、

创业”等六大能力。

审计学示范专业建设以培养学生六大能力为目标，以校企“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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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材、共建团队、共建平台”为抓手，围绕四条主线，着力打造两个平台，即以培养学

生职业能力和自主学习为主的课程实验、课程实训项目的综合实训平台（审计综合实验室），

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主、兼具了实习项目和开发项目运行的众创空间“信道白云财

税服务中心”平台。围绕五个层级，着力建设三个课堂，即以“学生为中心”的《审计学》、

《注册会计师实务》、《审计电算化》专业核心课程类以及《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

《财务管理》、《成本管理会计》课程群类改革及建设的第一课堂；以“学科赛、课业赛”

为抓手的专业综合训练类的第二课堂，旨在培养学生信息检索与处理能力、语言表达与交

际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打造以“同学科跨专业综合类项目”和“跨学科跨专业综合类”

为主、基于“平台项目”训练的第三课堂。审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内涵建设如图 3 所示。

（二）建设内容及建设举措

1. 建设内容

1.1 专业规划：开展审计专业行业企业调研，分析用人单位对专业人才能力需求，形

成专业调研报告。

1.2 专业调整：依据专业市场变化及人才能力需求变化，将专业人才能力进行分解，

进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与调整，动态调整审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3 专业课程资源建设：依托公共教学平台，围绕学生职业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建设审计学专业核心课程及课程群类课程资源，包括课程大纲、课程设计、课程习题库、

问题库、话题库、视频资源库以及通过建设审计失败的案例库来培养学生应具有的审计职

业道德和政治站位等教学资源。

1.4 专业教学实施：围绕培养学生信息检索与处理能力、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建设

综合实训项目《计算机审计案例分析》课程。

图 2  广东白云学院实践教学体系总体框架

图 3  审计学人才培养内涵建设

审计学专业“四五六”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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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专业实训资源建设：围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创业能力，校内自建审计综合实训

平台、同学科跨专业的仿真实训平台及校企共建跨学科跨专业的众创空间”信道白云”财

税服务中心。

1.6 专业师资团队建设：构建一支“高、精、尖“校企融合师资团队，企业兼职教师

参与审计教学、学生实训、论文指导等专业综合类教学活动。

1.7 校企融合建设：提供校企合作中的实践、实训、实习、预就业、就业等必要条件、

建设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及创新创业基地及平台。

2. 建设举措

2.1 专业规划：2018 年 12 月组织包括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国内排名 12）、中喜会计

师事务所（国内排名 35）等企业专家举行“专业人才需求调研及职业面向分析”研讨会，

并形成审计学专业调研报告 1 份。

2.2 专业课程调整：针对 1+X 证书，增加初级会计师考证实训课 U1702005 初级会计

训练，增加必修课 U1703002《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针对企业对熟练 Excel 操作的

要求，增加了选修课 U1702027《Excel 在财务中的应用》，针对审计未来发展，拟计划增

加《大数据审计》课程，完成了 2020 年审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

2.3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以科研项目立项研究的形式进行审计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建

设期间，专业带头人刘阳教授校企合作双元课程《审计案例分析》获得立项、审计系胡定

杰老师申报省教育厅质量工程项目《审计学》在线开放课程获得立项。开展了以学生为中

心的《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管理会计》、《审计学》、《审

计电算化》、《注册会计师实务》等七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校内课程改革建设，完成 2017 版、

2019 版新大纲编制，利用课程平台（超星泛雅）线上学习资源建设完成 80%，课程全部

进入第二阶段验收。

2.4 专业教学实施：第一课堂的 7 门专业核心课程全部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完

成专业综合实训项目《计算机审计案例分析》课程建设，该课程以北京华审会计师事务所

广东分所提供广东精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股票代码：870753）2017 年审计案例

为基础，以鼎信诺审计软件为平台，全面建设《计算机审计案例分析》课程，同时编写“审

计电算化 - 基于鼎信诺审计系统”教材并应用推广。学生通过实际案例借助鼎信诺系统完

成真实审计过程，得到审计报告与该上市公司公告审计报告对比，使得实训有可比性，也

有助于反思理论与实际的差距。这一成果，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审计实训与实现脱节的痛

点和难点。第二课堂方面，以企业深度参与的“学科赛、课业赛”为抓手，形成校企融合

的竞赛机制。现已形成 “信道杯”审计案例分析大赛校内竞赛品牌。该竞赛由广州信道

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奖金支持，该事务所高级会计师王永霞作为专家评委。

2.5 专业实训资源建设：2019 年 9 月完成审计综合实训室建设，审计综合实训室每学

年可供审计学、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840 名学生完成《审计综合实训》、《计算机

审计案例分析》等课程的实训项目，该实训平台未来也可供《大数据审计》课程的实训。

2018 年 10 月完成众创空间“信道白云”创新创业平台，形成平台管理机制。广州信道会

计师事务所陈海鹏所长、许兴红经理多次给学生真账实操及代理记账培训，截止目前学生

已完成 128 套真账实操。

2.6 专业师资团队建设

（1）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每届毕业生按 1：1 配有企业专家担任企业导师，担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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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指导，由中级以上职称、本科以上学历且任一定职务的企业专家担任论

文设计指导工作。2019 届毕业生校外公开答辩成功在合作单位北京华审会计师事务所广

东分所举行。

（2）企业专家进课堂：2017-2018 学年第 2 学期，企业专家信道会计师事务所高级

会计师王永霞担任《基础会计实训》实训课，并协助编写大纲。2020 年 12 月审计专业带

头人刘阳院长与华审会计师事务所广东分所注册会计师刘嘉欢给 2020 级学生讲授专业导

论与职业规划课程。 

2.7 校企业融合建设：示范专业建设期间，新开拓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校企合作企业

31 家，有充分岗位满足学生实习。从学生反馈来看，岗位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与规模大，

实力强的事务所合作进一步加强。例如，2019 年 12 月专业带头人刘阳教授带 19 审计学 2

个班共 103 名学生到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全球四大所之一）现场听企业专家现场授课。

三、建设后：师资强了，成果多了

（一）专业师资队伍 ( 共建团队 )

专业建设期间，建设了稳定的专任教师队伍。专任教师中引进教授 1 名、有企业丰富

工作经验高级会计师 1 名，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为 2：3：2。另外，有比

较稳定 3 家核心合作企业（广州信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华审会计师事务所广东分所、中

喜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或中级以上职称的企业专家队伍 7 人。具体情况

如表 2 所示。

姓名 年龄 学历（学位） 职称 单位 备注

刘阳 55 本科（硕士） 教授 广东白云学院 专业带头人

吕文平 50 本科（学士） 高级会计师 广东白云学院

胡定杰 47 研究生 ( 硕士 ) 讲师 / 会计师 广东白云学院 系主任

曾爱兵 46 研究生 ( 硕士 ) 讲师 / 会计师 广东白云学院

孙雪静 43 研究生 ( 硕士 ) 讲师 广东白云学院

吕奎 30 研究生 ( 硕士 ) 助教 广东白云学院

周韵琳 27 研究生 ( 硕士 ) 助教 广东白云学院

刘卫东 57 研究生 ( 硕士 ) 注册会计师 华审会计师事务所 所长

吴新 33 研究生 ( 硕士 ) 注册会计师 华审会计师事务所 副所长

魏晓明 58 本科 ( 学士 ) 注册会计师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副所长

刘嘉欢 32 本科 ( 学士 ) 注册会计师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

陈海鹏 46 本科 ( 学士 ) 中级会计师 广州信道会计师事务所 所长

许兴红 48 本科 ( 学士 ) 注册会计师 广州信道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

王永霞 52 研究生 ( 硕士 ) 高级会计师 广州信道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

（二）专业课题研究 ( 共建课程 )

专业建设期间 , 专任教师立项校级 7 门专业核心课程资源建设 ,1 门校级实践课程建设 ,1

门省级质量工程在线开放建设课程 ,2 门校级质量工程建设课程。具体涉及《中级财务会计》

课程改革与实践、《财务管理》课程改革与实践、《成本管理会计》课程改革与实践、《审

计学》课程改革与实践、《审计电算化》课程改革与实践、《注册会师实务》课程改革与

实践、校企双元课程《审计案例分析》、《审计学》在线开放课程、翻转课堂和案例教学

法在审计教学的运用研究、《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混合式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

（三）专业教学成果奖

课题组成员李炜教授作为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

表 2   审计学示范专业建设教师团队及专家团队（共建团队）

审计学专业“四五六”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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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课题组成员获 2018 年广东省教育厅教学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

四、建设效益：招生逐年增长，就业形势向好

（一）专业招生效益稳步提升

审计学专业 2017 年获批校级校企协同育人“3+1”示范建设专业。自实行示范专业建

设以来，专业效益保持逐年稳定上升的势头，2018-2020 年，招生人数年均递增 32%，且

连续 3 年报到率在 92% 以上，报到率稳定在全校各专业前 5 名内。现有在校生 336 人，

比建设前的 231 人增加了 135 人，总增长率 58%。2011-2020 年各年级人数如表 3 所示，

图 4 则直观反应了自专业建设以来整体专业效益稳步提升的趋势。

年级 2011 级 2012 级 2013 级 2014 级 2015 级 2016 级 2017 级 2018 级 2019 级 2020 级

学生人数 54 133 63 49 51 75 56 79 102 129

增长率 　 146.30% -52.63% -22.22% 4.08% 47.06% -25.33% 41.07% 29.11% 26.47%

四年累计人数 　 　 　 299 296 238 231 261 312 366

四年累计增长率 　 　 　 　 -1.00% -19.59% -2.94% 12.99% 19.54% 17.31%

（二）专业学生就业质量提高

1. 就业率及对口率

示范专业建设期间，学生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稳步提升。就业率从 2017 年的 94% 提

升到 2020 年 100%，对口率从 2017 年的 87% 提升到 2020 年的 100%。

2. 企业对毕业生评价

2020 年通过走访、巡查用人单位，企业对我校毕业生满意度显著提高，普遍认为我

校毕业实践能力较强，办公软件、会计软件、财务软件、审计软件等信息化系统操作能力

较前几届有明显提升。

（三）专业教学效果明显改善

——院领导评价：2017 年 9 月，建设初期审计专业招生 56 人，全院教师会上被院领

导亮黄牌。2017-2018 学年第 1 学期，3 位教师被院领导约谈。建设后期的 2019-2020 学

年第 2 学期，疫情期间线上授课，审计系 7 位专任教师中有 2 位教师排名学院前十，高于

学院平均比例，受院领导大会表扬。2020-2021 学年第 1 学期，7 位专任教师学生评教排

名整体进入学院前 50%，获历史性突破。

——督导听课评课：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疫情期间，审计学专业教师克服理论课、

实践课教学中的困难，各专业核心课程利用超星平台建设线上资源，并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表 3  审计学专业 2011-2020 级专业招生情况表

图 4  审计学专业 2011-2020 级专业规模变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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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建设的教师得分总体高于未实行课程建设的教师。督导听课的平均分由 2017 年

的 89.5 分，提升到 2020 年的 91.6 分。

——学生评价：审计学 7 门专业核心课线上资源也可供学生反复观看、学习 , 效果比

纯线下教学要好。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疫情期间，学生对各专业课程评教分数普遍高

于以往学期。学生评教由 2017 年的 90.4 分，提升到 2020 年的 92.8 分。

（四）学生综合素养显著提升

1. 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奖情况

2019 年 12 月，审计系吕奎、胡定杰老师带队参加全国审计案例精英挑战赛，在我校

没有购买实训平台的情况下，在全部参赛 97 支高校队伍中，获得 53 名好成绩。

2019 年 11 月，第十三届“新道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决赛，2018 级审

计学 1 班黄伟龙同学获本科组个人一等奖，2018 级审计学 1 班刘子通同学获个人三等奖。

2020 年 12 月，审计系吕奎、胡定杰老师带队参加第三届“福斯特”杯全国审计案例

精英挑战赛，在仍没有购买平台软件的情况下，在师生共同努力下，最终在全部参赛 198

支高校队伍中获得二等奖（前 30%）的好成绩。

2. 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升

作为实习项目的重要内容，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检索和处理能力，2017 年 12

月审计学专业对毕业论文进行改革，从原来单一的“调研报告“，改革为“审计案例分析”、

“财务报表分析”、“应用型学术论文”、“创业可行性分析报告”等形式多样的论文题

材。论文全部实现真题真做，且课题来源于企业，论文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图文 / 会计学院   胡定杰）

审计学专业“四五六”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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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在 15 年来的艺术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探索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并发现行业协会在校企协同中有较强的黏合与协调作用，总结、提炼

出了学校、企业、行业协会三方共同作用的“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取得

了较好的人才培养成效，形成了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该模式于 2019 年荣获广东省教育

教学成果奖（高教类）二等奖（见图 1）。

一、“三方融通、五位一体”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

在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过程中，以往强调“校、企、政”的协同，但实践证明，

由于政府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位置，决定了其与校、企之间只能是一种引导或

指导的关系，较难形成较紧密的协同关系。另外，在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中，也容易出现因

学校、企业各自的需求发生变化而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为了更紧密、更稳定的实现校企

协同，广东白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在践行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3+1”

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发现了行业协会在校企协同中有较强的黏合与协调作

用，探索出了学校、企业、行业协会三方共同作用的“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

式（见图 2）。

艺术设计学院构建“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

育人模式的“葵花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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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 年荣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教类）二等奖

图 2 “三方融通、五位一体”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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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融通”是指行业协会、企业和学校三方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学

校相关专业参与行业协会活动，依托行业协会开发企业资源，行业协会协调指导企业与学

校的合作，企业与学校协同培养人才，满足企业的需求。行业协会、企业和学校紧密协同，

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在人才培养方面，构建行业协会协调指导、企业深度参与、学校为主体育人的人才培

养模式。以行业对应的产业链、岗位群岗位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需要为依据，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以行业标准为课程标准，以相关设计企业的设计工作过程为参照，通过三方

讨论、研究，开展顶层设计，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搭建协同育人平台；

以真实或仿真的设计任务为引导，指导课程设置，构建课程体系，确定课程内容；以实际

工作过程指导教学过程，实行三方合作、协同育人，共享人才培养成果。

“五位一体”是指将“三方融通”协同育人落脚到课程教学，通过企业项目与教学内

容一体、企业专家与专业教师一体、工作过程与教学过程一体、教学成果与企业应用一体、

教师 + 企业 + 团队评价一体，实现课程教学项目化、课程组织团队化、课程实施系统化、

课程成果应用化、课程评价立体化。

二、“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的主要举措

（一） 组建包含行业、企业专家和其他高校专家在内的专业指导委员会

我院联合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广东家居建材行业协会、广东省商业美术协会、

广东省服装协会、广东数码艺术研究会等行业协会和广东省华宁装饰有限公司、广州国扬

广告有限公司、中山市尚仁服饰有限公司、广州御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企业，组建了环

境设计类、产品设计类、视觉传达类三大类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下设各专业指导委员会。

各专业指导委员会由行业专家、企业专家、外校专家和我院专业负责人及骨干教师构成。

行业专家主要为行业协会领导和业界知名专家，企业专家主要是各个装饰企业的设计总监、

企业经理，外校专家为其他兄弟院校同专业的专家教授。专业指导委员会成为协同育人的

协调、统筹和指导机构，委员会组织专项研讨交流会已经成为常态化（见图 3）。

（二） 学校、企业、行业协会三方融通，共建协同育人平台

依托行业资源和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紧密联合企业，从共建课程、共研教改项目到

共建专业，从共建实验室、共建企业实践教学基地到共建产业学院，从共办专业竞赛、共

研设计项目到共建创新创业平台，全方位打造协同育人平台。目前，我院协同育人平台项

图 3   我院与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相关企业联合举办“校企协同育人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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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情况如下表：

序号 协同育人平台项目 数量
项目说明

（合作企业、行业协会）

1 企业实践教学基地 21 个
广东鸿民集团、广州汇美时尚、东莞斯达文星皮具、佛山市依诺陶瓷、

广州御尚文化、东莞毛衫人电子商务、中山市尚仁服饰等

2
校企共建实验室（含

中心）
10 个

圆方家居设计实验室、博世建筑装饰专业培训中心、ENCAD 培训中心、

华宁装饰室内施工工艺仿真实验室、富怡服装工艺 CAD 系统专业教育培

训中心、ADOBE 数字艺术中心、旭化成 AGMS 株式会社服装 CAD 培训

中心、PROCAM 公司制鞋 CAD 软件培训中心

3
校企共建人才协同

培养基地
1 个 广东省华宁装饰有限公司

4 校企共建产业学院 2 个 宅可丽云设计学院（见图 4）、御尚文化创意设计学院

5
校企协同育人示范

专业
3 个 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

6
校企协同创新创业

平台
1 个 “白云学院 - 美琪陈列”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平台

7
校外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基地
1 个 广东省家居建材行业商会（见图 5）

8
大学生综合实践教

学基地
2 个

尚品家居设计大学生综合实践教学基地（省级）、劳卡数字设计大学生

综合实践教学基地

9 校企共研教改项目 1 项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设计改革（广州国扬广告有限公司、凯缇圣梵科

技有限公司）

10 校企共建课程 9 门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VI 设计、鞋靴专题设计、服装设计、室内装饰施

工工艺、室内装饰材料、室内设计原理、服装专项设计、摄影

11
校企共办创新竞赛

项目
10 项

“佛利斯杯”吉祥物设计大赛、“美其杯”展示海报架设计大赛、“尚仁杯”

内衣创新设计大赛、“金典杯”智能锁创意设计大赛等

12
校企共研横向、设

计项目
87 项 尚高绿色卫浴系列产品研发、民族文化之藏服饰创新设计等

13 开发实习单位 245 家
近五届累计开发实习岗位 3000 多个，参与指导实习的企业导师 2000 余

人次

14 参与的行业协会 7 家

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广东省家居建材行业商会、广东省商业美术

设计行业协会、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广东数码艺术研究会、白云区

皮具协会，中大纺织产业商会

15 聘请企业教师 23 人
李泳江（广州里尔设计事务所）、周炎（广州景仰室内设计公司）、邱衍（电

光之域文化传播公司）、徐国华（广州美琪陈列展示有限公司）等 23 人

（三） 学校、企业、行业协会三方协同实施人才培养

学校、企业、行业协会三方融通，共建协同育人平台，为协同育人提供了较好的教学

条件和环境，为顺利开展协同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校实行 3 年校内学习、1 年企业实践的“3+1”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模式，我院在 3

年校内教学期间，同样重视校企协同育人。通过引入企业专家，与学校专业教师组建教学

图 4   我院与广东宅可丽集成装配科技有限公司共建

产业学院“宅可丽云设计学院”

图 5  我院在广东省家居建材行业商会建立“校外创

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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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依据行业标准借助企业资源共建专业课程，引入企业项目、竞赛项目进课堂，基于

企业工作流程设计教学环节，校、企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开展基于真实工作情景的课堂教

学和综合训练。校内任课教师、校外企业专家和学生团队三方针对学习和实训过程及综合

项目成效进行形成性、立体化的学习评价。

在 1 年企业实践教学期间，在企业全程参与、企业导师和校内专业导师、职业导师、

思政导师等四导师共同指导下，学生在企业实践教学基地或实习单位，开展区域、行业和

企业调研，进行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完成职业能力拓展课学习，接受职业品德教育，完

成毕业设计。通过四导师的共同鉴定，评价学生企业实践教学成效。

通过“三方融通、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创新并践行了我校“3+1”校企协同人才

培养模式，实现了在 4 年本科教育阶段学生职业能力的初步养成，为企业提供了“零适应期”

的专业人才，推动了珠三角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下为协同育人的部分实施案例：

1. 校企协同指导的综合训练项目案例

居住空间方案设计（与华宁装饰集团合作的企业真实项目）

训练形式 学生综合集训，由指导教师及企业设计总监现场指导

训练目的和任务

根据专业教学的要求，对学生所学理论知识进行综合运用的实践，其目的在于让学生接触

社会，加强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观察社会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使之很快地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时间周期  1 周（20 个课时）

综合训练部分成果展示（见图 6）

2. 师、企、生多方评价的形成性、立体化的考核评价方案示例

考核类型 考核项目 权重 评价内容（评价人） 考核时间

学习参与类 出勤、课堂纪律、互动参与 0.1
每缺勤或违反课堂纪律一次，扣 1 分，

互动表现好每次加 1 分（教师）
日常教学

实践活动类
美其陈列海报架的改良设计 0.3 设计流程的完整性、用户研究及设计方

法的应用、设计表达能力、市场因素、

生产因素。（教师和企业专家）

学期中，结合

企业导师时间

进行调整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 0.3

综合性考核类 产品包装盒的创新设计 0.3

市场价值（企业销售总监或总经理结合

产品定位、用户需求、市场前景等进行

评价）、生产可行性（企业的生产总监

或厂长针对结构、材料成本等因素进行

评价）、创意、表现及应用（任课老师

评价），项目小组自评（参考小组自评分）

学期末

（以上为示例课程：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图 6  综合训练部分成果展示（学生设计作品）

艺术设计学院构建“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的“葵花宝典”



70

3. 学校、企业、行业协会三方共同举办的专业竞赛

序号 大赛项目 参与的行业协会 / 企业

1 “尚高杯”卫浴产品设计大赛 广东家居建材行业协会 / 广东尚高科技有限公司

2 “艺邦杯”绿色生态快题方案大赛 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 / 广州市艺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3 “艺邦杯”艺术设计手绘技能大赛 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 / 广州市艺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4

“广物汽贸广佛汽车城杯”汽车机器

人创新设计及汽车发展史主题公园

（雕塑）设计大赛

广东省商业美术设计行业协会 / 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

公司

5  “梦想改造家”空间设计大赛 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 / 广东华宁装饰集团

6 创意色彩装饰绘画大赛 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 / 广东华宁装饰集团

7 “尚仁杯”服饰设计大赛 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 / 中山市尚仁服饰有限公司

8 大学生智能餐厅设计大赛 广东省商业美术设计行业协会 / 香港思拓国际设计有限公司

9 “美其杯”展示海报架创意设计大赛 广东省家居建材行业商会 / 广东美其智能展示科技有限公司

10 竹文化生态空间与家居产品设计大赛 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 / 广东汉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1 “佛利斯杯”吉祥物设计大赛 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 / 佛山市佛利斯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12
当代城市住宅空间中的传统中国文化

研究专项训练大赛
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 / 中山雅居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13 “智能生活”手绘快题设计大赛 广东省家居建材行业商会 / 广东宅可丽集成装配科技有限公司

14 “福歌杯”中华养生银壶设计大赛 广东省家居建材行业商会 / 广州市福迎门金银制品有限公司

15
“百年海柳杯“中国烟斗创意设计大

赛
广东家居建材行业商会 / 佛山市佰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 行业、企业专家来我校讲座、授课，学生下企业交流

“请进来、走出去”，邀请行业、企业专家来我校开办讲座，聘请企业专家为我院教

师，参与专业课程授课。带领学生进企业，走进企业课堂，在设计一线实地感受、学习（见

图 7）。

5. 校企协同指导学生实习和毕业设计

在企业实践教学阶段，专业导师、职业导师和思政导师负责定期或不定期下企业巡查

指导，企业导师负责在企业现场日常指导。专业导师与企业导师协同指导学生的生产实习

和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设计（见图 8）。

图 7  行业、企业专家来我校讲座、授课，带学

生下企业交流

图 8 企业导师和专业导师现场指导学生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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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业参与毕业设计答辩评审

各专业均聘请企业专家来校参加毕业设计公开答辩，或组织到企业现场开展毕业设计

公开答辩（见图 9）。

三、“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的成效

近年来，经过“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我院取得了丰硕

的办学成效，主要体现在：

（一）培养了一批适应企业岗位的设计人才

培养了大批在经济转型发展中急需的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支撑了珠三角地区文化创

意产业和设计服务业的产业发展需求。近 5 年来，培养了适应珠三角地区企业专业技术岗

位的艺术设计人才 2000 多人，协同育人新模式使得学生毕业就能适应企业的岗位工作，

学生就业岗位与专业的对口率达 96% 以上。

（二）学生职业能力获得初步养成

协同育人新模式更加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养成。学生在校期间就广泛参与企业设计项

目开发研究、专业竞赛、设计展演等活动。近 5 年来，我院学生设计作品在国内外设计大

赛中获金、银、铜奖和优秀奖 1300 多项，其中获省、部级以上奖 100 多项，获市、厅级

奖 300 多项，被企事业单位采用的学生设计作品 900 多项，国家专利 300 多项，有不少学

生在学校和企业支持下，将创新设计项目落地，开展创业活动。学生的设计开发能力、创

意创新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完成了职业能力的初步养成，毕业就能适应企业设计岗

位工作。

（三）极大地提升了教师的教科研能力

在协同育人新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我院整体师资水平。近 5 年来，

我院教师设计作品在国内外设计大赛中获奖 200 多件，在国家核心刊物与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发表教研科研论文 400 多篇，正式出版专业著作或教材 41 部；学院现有省级科研

教研课题 26 项，校级科研教研课题 63 项，横向科研课题 80 多项，纵向、横向科研经费

达到 800 多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学科专业建设已经突显优势

经过实施“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新模式，我院学科专业建设已经突显优势。

近年来，我院获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校级校企协同育人示范工程成果奖 8 项、

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3 项。此外，目前我院还拥有省级一流专业 1 个（产品设计）；

省级重点培育建设学科 1 个 ( 设计艺术学 )；省级本科特色专业 2 个 ( 艺术设计专业、环境

设计专业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 ( 艺术与设计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民办教育基金

重点资助建设项目 1 个“艺术设计重点专业建设”；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 个 ( 面

图 9 企业专家来校参加设计答辩（左图）、到企业现场开展毕业设计答辩（右图）

艺术设计学院构建“三方融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的“葵花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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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艺术设计设计学院   陈华钢）

向珠三角创意产业的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省级重点综合改革试点

专业两个 ( 产品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 )；省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1 个 ( 家居设计实践教

学基地 )；省级一流课程 1 门（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省级优质资源共享课程 3 个 ( 服

装专题设计、网页视觉设计、影视照明 ) 等十多个省级建设项目。

（五）协同育人成效获得社会各界好评

2015 年 10 月 23 日上午，时任广东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袁宝成等领导一行参观了我

院学生设计作品展，听取了陈华钢院长的汇

报（见图 10）。袁宝成副省长称赞我院的

协同育人模式值得推广，特别是对学生作品

转化为市场产品的案例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5 年 10 月 24 日，我院学生参加广

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主办的“中博会 - 广

东白云学院学生设计作品展”， 时任工信

部副部长秦志辉（见图 11）等一行领导参

观我校师生设计作品后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院学生设计作品参加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智慧建材与家居展】展示

活动，引起社会各界及各级领导的密切关注。2016 年 10 月 23 日，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钟旋辉，以及时任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仕飞，时任佛山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蔡家华，时任顺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蔡伟等领导及嘉宾们纷纷来到“广东白云学院艺

术设计学院学生设计作品展”展区参观，听取了陈华钢院长的汇报后，均对我院“三方融

通、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所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见图 12）。

图 10  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宝成（右二）等

领导一行参观了我院学生设计作品

图 11  陈华钢院长向时任工信部副部长秦志辉（右三）

等一行领导介绍我院学生设计作品

图 12  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钟旋辉 ( 左二）

等领导来我院展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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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作为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示范专业，秉承“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与广东省微商协会、阿里巴巴、广东精橙汇、上海敏

学等 20 多个行业协会及知名企业深度合作，组建行业、企业人员过半的专业指导委员会，

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合作企业的营销实战项目，行业专家、企业导

师与校方教师协同授课，共建教学团队，校企协同完善实践教学条件，让行业、企业全方

位参与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打造了市场营销专业校企协同育人这张

响亮名片。

亮在充分体现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过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合大势。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是地方本科院校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地方本科院校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 2013 年 1 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指出“扎

实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完善行业指导教育教学工作体系”；2013 年 11 月，《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中指出，“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

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坚持校企

合作、工学结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适应经济发展、产业升

级和技术进步需要，建立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标准联动开发机制”；党的十九大对我国高

校在新时代的深化教育改革和加快教育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亮在构建优化的市场营销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重合作。市场营销专业作为校企协同

育人示范专业建设项目，秉承“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

与阿里巴巴国际事业部华南大区、广东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广东省营销协会、广东省

微商协会、白云区电子商务协会、广东尚高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宁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泰利联合贸易有限公司、香港绿之印贸易有限公司、广东精橙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敏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高搏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等 20

多个行业协会及知名企业深度合作，组建行业、企业人员过半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协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合作企业的营销实战项目，行业专家、企业导师与校

方教师协同授课，共建教学团队，构建校企协同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校企协同完善实践

教学条件，让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

亮在形成了一支校企共建的教学团队。地方本科院校主要定位是为地方经济培养高水

平应用型人才，必然首先要求教师具有职业精神、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广东白云学院市场

营销系十分注重加强师资培训，校企共建教学团队，鼓励教师参加校内外学术会议，鼓励

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到知名院校访问交流。完善校企互聘互用制度，鼓励引进行业、企

业专家充实到市场营销专业师资队伍，开设讲座或作为专业课程兼课教师、论文指导老师，

校企协同育人：市场营销专业响亮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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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学团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行业实践能力，为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人力资

源保障。校企共建教学团队，各项目组由企业专家、专业老师为运营项目的学生联合授课、

协同指导，让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

亮在校企协作制定“3+1”人才培养方案。组建了行业企业人员过半的校企协同的专

业指导委员会。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共 22 名，其中企业专家 10 名，高校专家 4 名，校内

专家 4 名。从合作企业中聘请了行业专家，负责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指导与审议、课程体

系设置。校企签订专业共建协议，合作开发专业课程及开展课程教学。共同编制 2016、

2017、2018、2019、2020 级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比于 2015 版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版人才培养主要在三方面加以优化：确立“互联网 + 营销、国际化视野”为主要特

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确立“专业 + 专长”的 T 字型培养规格；专业课程体系的

修订与完善。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配合中教集团国际化战略，进一步凸显“国际化视野”，

引入英国里士满大学国际特色课程（如会计学、组织行为学、销售管理、国际市场营销），

引入了中英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

2016 年 7 月 -2021 年 12 月，先后组建了由企业深度参与的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与运行

专项工作组，包括香港绿之印贸易有限公司项目组、广州宁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项目组、

广州美其道具陈列有限公司、欧淼（汇香坊）项目组、广州普升商贸有限公司项目组、深

圳泰利联合贸易有限公司项目组、广州松涛工艺仿真树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国际站项目组、

厦门苏小糖项目组、广东菁橙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项目组、广州高搏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敏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

组员包括企业领导、企业专家、工商管理学院领导、专业老师、项目学生。

亮在共同开发、开展示范专业课程建设。首先，与香港绿之印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宁

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广州美其道具陈列有限公司、广州欧淼日用品有限公司、广州普升

商贸有限公司、广州高搏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等合作，在 14 市场营销 3 班、15 市场营销 2 班、

16 市场营销 3 班开展课程《网络营销》、《网店经营》的建设与教学，基于企业真实网

店项目，校企联合授课，联合开展课程考核。接下来与深圳泰利联合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松涛工艺仿真树有限公司、广东菁橙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敏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

作，开展职业能力拓展课程《跨境电子商务》的建设与教学，基于企业真实跨境电商业务，

校企联合授课，联合开展课程考核；与厦门思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苏小糖）、佛山梦亦

同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 15 市场营销班、16 市场营销班开展《广告学》的建设与

教学，基于企业真实营销策划项目，校企联合授课，联合开展课程考核；与百胜集团合作，

在 17 市场营销班开展《客户关系管理》的建设与教学，基于企业真实客户关系管理项目，

校企联合授课；与阿里巴巴公司华南大区、上海敏学信息技术有限、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合作，在 15 市场营销、16 市场营销、17 市场营销、18 市场营销学生中开展专业

课程《专业能力综合训练》的建设与教学，强化销售管理、跨境电商技能训练；在专业导

论课、《销售管理》、《市场营销学》等课堂上，聘请行业专家及多位骨干教师为学生开

设专业认知、营销实战、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专题讲座，讲授最新行业动态、学术前沿，

安排学生到标杆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高搏电器、速品等）参观、交流，开展企业营

销认知实践。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大四一年在企业开展实践教学环节的学习。企业实践教学

环节分为行业调研、职业能力拓展课程、职业品德教育、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6 个环节，校企双方协同为每位学生配备企业导师、思政导师、专业导师、论文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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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导师。

广东白云学院市场营销专业要求学生的毕业论文 100%“真题真做”，即学生结合实

习企业的岗位工作内容进行实际问题的分析与处理，形成论文主体内容。毕业论文从选题、

论文写作、论文答辩、论文成绩评定各环节，由专业导师、企业导师协同指导。

亮在校企共建专业课程是真学实战。通过在专业课程中引入企业真实的网店项目、跨

境电商项目、营销策划项目、创业项目实战训练，学生电商专业能力明显提升。2016 年 7

月至今，开展了 14 个深度校企合作项目，校企共建了 6 门课程，合作的主要模式是依托

企业真实营销实战项目，校企联合授课，包括与香港绿之印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宁氏皮革

制品有限公司、广州美其道具陈列有限公司、欧淼公司、广州普升商贸有限公司、广州高

搏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合作建设专业课程《网店经营》、《网络营销》，与深圳泰利

联合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松涛工艺仿真树公司、广东菁橙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敏学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专业课程《跨境电子商务》，与厦门思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苏

小糖）、佛山梦亦同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专业课程《广告学》，与阿里巴巴国际

站、上海敏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专业课程《专业能力综

合训练》，与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专业课程《客户关系管理》；涌现了几

十个高等级的网店（如宁氏皮具 2 个 1 钻以上的淘宝店， 7 个 4 心以上的淘宝店）、高流

量公众号（如营销风云汇），提高了学生电商运营、网络营销策划能力。

有针对性地对 2014 级、2015 级、2016、2017、2018 级学生安排了跨境电子商务实战

能力的提升，引进了深圳泰利、广州松涛工艺、阿里巴公司、广东精橙汇、上海敏学的合

作，开展跨境电商培训与实战，其中深圳泰利项目最终有 131 名同学通过校企双方联合考

核，给予 2 个职业能力拓展课学分；广州松涛工艺项目为公司创造了 4 万元的跨境电商订

单；阿里巴巴项目，最终有 64 位同学获得了阿里巴巴跨境电商人才证书；14、15、16、

17 级学生均有 20 几位从事跨境电商工作，工资相比其他营销岗位约高 1500 元。2019、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将跨境电子商务列为专业必修课程（校企“双元”合作开发课程）。

亮在把“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贯彻课程建设始终。在全系推行“以学生为中心”教

学理念，于 2017 年 7 月初完成 2016 级所有专业课“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新大纲编制。

其中《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查》、《客户关系管理》、《网络营销》、《电子商务

概论》、《市场营销学》、《广告创意与文案策划》、《国际市场营销》、《商务策划原

理》等课程获得我校课程建设校级质量工程立项，共获得 16 项教改课题（其中省级 2 项），

按“以学生为中心”理念进行了教学设计与实施，目前《客户关系管理》正在进行课程整

体验收，其他项目正在进行资源库验收。发表关于校企协同育人的教科研论文 30 篇，其

中核心论文 5 篇；出版校企协同主编教材 4 部；获省级教科研项目立项 4 项；晋升副教授

资格 2 人。

亮在校企协同育人实践教学条件逐步完善，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整合市

场营销专业合作企业资源，完善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建成了营销决策实验室、电子商务

实验室，校企双方协同指导广东白云学院营销协会开展创客集市、顶级营销大赛、网店实

体店经营大赛、营销决策竞赛等第二课堂活动，搭建校企协作育人平台，孵化创新、创业

团队，协同指导学生参加校级、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以及各类竞赛活动；积

极开发 3+1 实践教学基地，落实实习学生五导师制，全方位完善校内校外实践教学条件。

完善实践教学基础设施。2016.9-2020.12，按 1：1.2 的比例，为 14 级（201 人）、15

校企协同育人：市场营销专业响亮的名片



76

（文 / 工商管理学院   卢友东，李左声）

级学生（182 人）、16 级学生（152 人）、17 级学生（165 人）开发 3+1 实践教学基地，

100% 落实实习学生五导师制；推进校内实验教学软件、实验室建设。投入 7 万元（软件

费用），2018 年 4 月建成营销决策实验室；投入 13 万元（软件费用），建成电子商务实

验室；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实验平台建设获得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企业支持

20 万元的软件平台，学校支持电子商务实验室硬件及 13 万软件经费。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产生了 2 个国家级大创项目（“海购玛”跨境直邮

服务凭条项目、广州柏利贸易有限公司）和 3 个省级大创项目（如 CoCo 潮牌服饰网店经营），

获得了 30 余项校内外学生竞赛奖励，如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优秀奖、佳作奖，

省级比赛“挑战杯”银奖，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广东白云学

院赛区一等奖、二等奖，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一等奖等。

亮在校企协同的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推行“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其中

《市场调查》、《客户关系管理》、《网络营销》、《电子商务概论》、《市场营销学》、

《广告创意与文案策划》、《国际市场营销》、《商务策划原理》等课程获得我校课程建

设校级质量工程立项，按“以学生为中心”理念进行了教学设计与实施，对学生学习效果

的评价不再“一考定成绩”，而是通过设置若干贴近企业营销实战的形成性考核项目，属

于校企共建的课程，考核项目还需由校企双方共同评分。课程的考核重点不再是对知识的

熟练记忆，而是更加强调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强调主动学习和过程监控，力求做到学

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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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日语专业获广东白云学院立项，开始建设“3+1”校企协同育人示范专业，

主要依托三家深度合作企业，历经四年建设，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四次阶段验收和结项验

收。强化了本专业校企“3+1”协同育人全过程，特别在师资队伍结构改善、人才培养方

案修订、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校内外实训环境改善、学生综合素质提高、校企

协同育人运行机制编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成功建成一家产业学院、一个校企创新创业

训练基地、一个校企合作实训室，形成外语专业“3+1”自身特色和亮点，发挥示范引领、

辐射作用。

校企联合组建师资队伍，校企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采取校企人力资源“互聘互用，

校企兼顾”的制度，建设一支符合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改革的校企协同师资队伍；根据应用

技术大学建设要求，校企共同研制一套符合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人才培

养方案；重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根据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规格要求以及主要职业

岗位对接，调整“3”和“1”的课程模块内容和学时分配；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以职业活动 . 实

践能力培养为主线，科学合理重构“1”的实践教学内容，细化管理措施和考核形式；修

订校企合作课程教学大纲、项目实践教学大纲，规范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以

保障教学目标的实现；加强教师实践教学意识。探索与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相适应的教

学方法。校企协同组建一支十三人的师资队伍，其中，专人教师 10 名，企业特聘教师 3 名。

且企业教师学历均在研究生以上，除参与专业基础教学前期准备工作外，承担日语专业课

程贯穿大学本科四年；校企协同修订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2020 级四届人才培养计划。

企业参与了近四年日语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编制， 人才培养方案基本符合应用技术大

学人才培养规格和要求；多门《课程教学大纲》标准更加明确，知识、能力、素养等要求

进一步贴近广东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所有教学材料融入了企业元素。

校企协同改善校内外实训环境，建立企业实践基地。在现有校企共建创新创业实训室

的基础上，完善设备功能和管理体制；在已开发海内外实习基地 5 家基础上，开发新的实

习基地；校校合作。扩大与日本高校合作范围，新开发 1 所国立合作高校，增加合作项目，

拓展合作形式，提高合作层次；提高学生企业实践教学专业匹配率至 92%；在现有学生毕

业论文真题真做率约 87% 的基础上，拟计划 2020 届达到 90% 以上；校企共同研究，形成

了基于两大育人环境下的特色路径创新，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育人环境（主体），

通过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国际合作，推动了共建学院、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建教材、

共建团队、共建平台和人才培养协同化、育人基地综合化、课程建设校企化、毕业论文项

目化。校企协同改善校内外实训环境。与泰利合作建设了跨境电商实训平台，加强了跨境

电商模拟，加速了相关知识吸收；合作企业数增至 7 家，95% 以上的企业岗位与专业对接。

2016 年 12 月；与日本一般社团法人おもてなし支援协会共建的产业学院 - 日本おもてな

し教育学院，企业基地建设 2018 年，在现有校企共建创新创业实训室“泰利电商平台”

的基础上，完善设备功能，提升了软件级别，强化了管理体制；日语专业新增 1 家日本企

业和 4 家中国国内涉日电商企业，共计紧密合作企业 7 家，可满足大概 150 名学生企业实

践教学岗位需求；2015 年开发的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おもてなし教育支援协会，于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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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院共建产业学院，加强深度开发，拓展了合作方式。目前，正在与洋光外语就新建产

业学院协商中。

重在产教融合的校企协同。一是人力资源引入及融合。按照我院“重在结构优化，兼

顾校企协同”的原则，根据 “立足培养为主，师资引进为辅”的构想 , 建设了一支符合应

用技术大学教学改革的校企协同师资队伍。目前，日语专业有一支有 3 名企业高管且具有

研究生学历的企业成员构建的 13 名成员的教师队伍；二是拓宽师资来源，形成多元化、

开放式的师资来源格局，充分利用校企合作优势，拓宽了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渠道；三是

有计划聘请校外教师和行业、企业专家来校讲座和授课，充实“多能型”队伍内涵；四是

技术引入及融合，校企共同编制或修订了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2020 级日语专业

人才培养计划；校企共同探讨，重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调整的内容；校企共同修订

校企合作课程教学大纲、项目实践教学大纲，规范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以保

障教学目标的实现。成立校企共同参与的《涉外商务综合实训 2》和《专题翻译训练 2》

等 4 门一体化课程和双元课程《日本企业概况》、《跨文化交际》专业课程团队，细化管

理措施和考核形式，以保障教学目标的实现；五是加强教师实践教学意识。探索与应用技

术大学人才培养相适应的教学方法，特别注重融企业实践教育于一体教学理念和一体化教

学方法，以“任务”驱动，科学设置企业模态情景教学；六是资金引入及融合，2018 年，

在现有校企共建创新创业实训室“泰利电商平台”的基础上，完善设备功能，提升了软件

级别，强化了管理体制；七是企业岗位利用及融入，如，建设期内，日语专业新增 1 家日

本企业和 4 家中国国内涉日电商企业。目前，共有紧密合作企业 7 家，可满足近近 100 名

学生企业实践教学岗位需求；2015 年开发的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おもてなし教育支援协会，

于 2016 年与我院共建产业学院，加强深度开发，拓展了合作方式；提高学生企业实践教

学专业匹配率至 95%；在学生毕业论文真题真做初次率约 87% 的基础上，实现了 2020 届

达到 100% 以上；八是超预期强化了教科研建设，完善企业参与编写的专业主干教材《日

语专业导论》教材，完成岗前培训教材《サービス日本語編》修订；完成了横向科研项目

3 项，横向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日语翻译数字化资源库。

合作优化运行管理机制。通过构建校企合作和协同育人合作模式，合作中互相探究，

推进合作“六共四化”。即共同分析责权利以及冲突、互通有无，相互沟通，采取决策；

共建专业建设委员会和教学管理委员会，研制人才培养方案，改进教学方法；共同开发专

业课程及课程教学、项目训练、毕业论文等；校企合作共建教学团队、合理互聘互用双方

教师；共同探讨校企合作多赢机制；共同商定各项协同育人管理制度。

以运行机制及制度适用性为原则，从决策机制着手，充分考虑匹配机制、管理机制，

超预期完成了运行机制建设与合作方案等编写工作。一是优化决策机制，兼顾政策环境引

导、产教融合动力、协同办学平台效果、互惠互利原则，匹配校企业资源，合理架构校企

合作机构，搭建协同办学的平台，成立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编制了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

规章制度（协议）2 份，有具体职责分工规定；二是优化匹配机制。合理匹配校企资源，

成立了 1 个以本专业教师为主，企业聘用教师为辅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并有相关规定制定

等保障机制；三是优化管理机制。以共建课程、共建平台、教科研管理等多项合作为核心，

成立了 6 个课程合作教学团队，编写了管理规定 1 份；校企合作教学实施方案 1 份； 课

程合作方案 （合作协议）等 7 份，合作教学，各负其责；四是优化教科研建设管理机制

编写了《科学研究管理规定》1 份，横向研究协议 3 份，促进保障了研究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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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课程和综合训练项目。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则，校企共同修订校企合作课

程教学大纲、项目实践教学大纲，规范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以保障教学目标

的实现。成立校企共同参与的专业课程团队，细化管理措施和考核形式，以保障教学目标

的实现，校企共建 4 门专业拓展课程、2 门双元课程、4 门一体化课程。

专业拓展课

《日中翻译技术与实践》

《中日翻译技术与实践》

《日本大众文化》

《商务日语》

双元课
《日本企业概况》

《跨文化交际》

一体化课程

《涉外商务综合实训 1》

《专题翻译训练 1》

《涉外商务综合实训 2》

《专题翻译训练 2》

以实践性为原则，开展校企综合训练。与泰利合作建设了跨境电商实训平台，加强了

跨境电商模拟，加速了相关知识吸收；合作企业数增至 7 家，质量提高，95% 以上的企业

岗位与专业对接；与日本一般社团法人おもてなし支援协会共建的产业学院 - 日本おもて

なし教育学院，目前，正在与洋光外语就新建产业学院协商中。

一是校内商务综合训练。2018 年，在现有校企共建创新创业实训室“泰利电商平台”

的基础上，完善设备功能，开展校企合作跨境电商综合训练，完成了《跨境电子商务》和

《客户服务管理》校内综合训练；二是企业综合训练。日语专业新增 1 家日本企业和 4 家

中国国内涉日电商企业。目前，共有紧密合作企业 7 家，可满足近近 100 名学生企业实践

教学岗位需求，师生校外企业实践教育，提高了师生实践能力；校企共同编制毕业论文指

导文件，共同指导和主持学生论文写作和答辩。

学生校内 U 创长廊创新创业综合训练。利用校内外语 U 创长廊，企业参与创新创业

指导，校企共建“日本の旅”和“商务日语综合实训”网络自学平台搭建，丰富了师生创

新创业资源。学生创新创业水平提高，获奖数量增加，层次提升。

走产、学、研相结合之路。从以三家合作企业为核心，发展至目前与五家企业多元纵

深合作。完善并签订合作协议，与不同企业在人才培养方案、师资、技术、办学条件等方

面展开差异化合作，互通有无，明确企业合作内容以及责任分工。根据三个合作企业不同

合作内容，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专业课程体系设置、课堂授课方式、内外实

训环境、毕业论文撰写、横向研究等方面差异协同，拟定了校企协同育人实施方案，体现

了协同与人特色，为项目开展提供明确的工作方向和具体抓手。加强了校企合作管理，保

障了产学研合作正常进行。

以教科研建设统一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考虑学校与企业双元的特殊性、创

制性以及可行性问题，横向研究需要有特色、可操作 , 有利于学校和企业差异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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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校内与企业有机衔接。100% 的学生参加了企业实践教学；2020 年度，大概 16% 的

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其中，获得国家级项目 1 个，省级 1 个，校级 5 个项目。绝

大多数学生项目与“3+1”教学改革、教学综合训练、企业实践相关；完成企业委托横向

科研项目 3 项；校企合编专业主干教材《日语专业导论》教材 2 部；共研、建海外实习学

生自学平台 2 个；共研共建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平台 1 个；横向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日

语翻译数字化资源库。与日本至诚教育协会合作建立“境外日语实习基地”，优化日语学

习环境，提高了企业实践教学岗位对接度。

协同育人效果可复制可推广。日语专业“3+1”协同育人将“学生中心”、“协同育人”、“能

力本位”的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基于两大育人主体，形成了“校企协同、国际协同”与“实

践、实岗、实技”的“二同三实”人才培养路径特色。通过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国际合作，

推动了共建学院、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建教材、共建团队、共建平台和人才培养协同

化、育人基地综合化、课程建设校企划、毕业论文项目化的工程进程；通过校企双方协同

对学生“1”的教学过程“双元闭环”式管理，克服了学校与学生远距离管理难度大的困难，

体现了问题处理时效性；形成特色化的企业实践教学“四导师”队伍。企业导师、专业导

师、职业导师、思政导师协同教育与管理，各司其职，基于前期基础和后续深化建设，在

企业实践教学育人队伍上形成明显特色。推动了共建学院、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建教

材、共建团队、共建平台和人才培养协同化、育人基地综合化、课程建设校划、毕业论文

项目化的“六共四化”工程进程。

就师资队伍建设而言，按照我院“重在结构优化，兼顾校企协同”的原则，有效吸纳

企业人力资源；通过校企合作模式，以企业 - 学院 - 专业 - 教师四个层级整体部署为路径，

加强了校企交流、校企培训、校企教学等，提高了教师团队成员实践能力，助推 " 双师型

" 师资队伍培养，助力教师实现横向课题质和量升华。就的学习效果而言，学生日语语言

综合能力得到提升，绝大多数学生通过海外实践和学习，参与协同产业学院项目，提高了

学生语言综合能力，日语国际能力考试国际率提升；通过“企业实践 + 校内实践 + 第二课堂”

路径，激发学生积极性、自主性、实践性，学生实践能力得到提升；以学生 " 三创 " 能力

的主要内容为核心，校企协同专业课程教育改革、实践教学体系调整、校企实训平台的建

设与使用，“创新”、“创业”课程的引入激发了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助推学生提早

认识社会、服务社会，适应社会，提高了教师服务意识，师生社会服务度和社会满意度提

升。就专业综合改革而言，“3+1”改革的成功经验和特色路径，助推广东白云学院日语

专业于 2018 年 1 月顺利通过广东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验收。就辐射作用而言，改革

成果与经验已经辐射到本学院、兄弟院校，本专业示范作用逐步彰显，社会影响力越来越

大；本学院英语专业在日语专业“3+1”试点举措辐射力下，英语专业试点初见成效；“校

企协同、国际协同”与“实践、实岗、实技”的“二同三实”人才培养路径特色，有效融

合差异环境，助推本专业近 3 年 65% 以上的学生出国实习，拓展了学生国际视野，学生

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3+1”试点成果已经在本集团松田学院、本省培正学院、韶关学院等同类高校专业

进行交流，本专业综合试点改革经验已经在培正学院得到推广。

（文 / 外国语学院  沈纯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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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金融学专业积极探索校企全程“共商、共建、共享”模式，突出应用型

人才的“过程型”培育，在实践“浸入式”校企协同育人模式、CFA 创新实验班“校企共

育式”师资队伍、“产教融合式”办学条件、“校企共商式”质量监控、“校企共创式”

大学生创新创业、“校企共享式”社会服务等具体模式，在助推本校专业人才全程靶向培

养的同时，带动了广东白云学院其他专业开展校企共建、市场化改造。

一是面对需求优化设计校企共建模式。首先做到“两个结合”，厘清“校企共建式”

专业建设精准定位。即结合新时期金融行业发展需求，充分利用金融学专业已有的优势和

基础，积极整合校企资源，探索金融学专业人才校企合作培养的新模式，大力推进政府、

行业、学校、企业多方合作办学，发挥学校的人才技术和教育资源优势，利用企业实践条

件，推动产学研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应用和以学校为主体的知识创新相融合的

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未来金融学专业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结合并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

服务需求，明确应用型金融学专业服务区域发展的建设定位，以“校企协同育人”为引领，

大力推进政府、行业、学校、企业多方合作共建专业模式的建设。通过积极与东方资管、

平安集团、招商证券、中国农行等行业领军展开合作，以切实增强学生的应用技术积累能

力和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以产业或专业（群）为纽带，推动专业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衔接，

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合，形成全程突出以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及校企共建专业、共建课

程、共建教材为特色的金融学专业发展模式，在专业入学教育、课堂教学、实践体系、创

新活动、毕业论文、科学研究等核心环节，均由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实施和考核，实现金

融学专门人才的靶向培养。明确走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办学之路，体现白云金融专业办

学特色，大力发展具有创新特色的金融学应用型本科教育；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以科研

促教学；加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是建立和优化专业指导委员会，以顶层设计的定期磋商机制，形成全程“浸入式”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广东白云学院联合学院教学指导工作委员会成立了由多名金融类企业

的高管、省内外高校的金融学领域专家，与学院金融学专业专家及教师组成的金融学专业

建设指导委员会，对专业建设各项内容展开顶层设计和专门指导。金融学专业指导委员会

依据《应用经济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组成及工作职责》，明确了工作内容，形成了定

期磋商机制。并通过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进行总体规划，搞好顶层设计。广东白云学院已

经连续三年召开专业建设研讨会议，并就本专业在区域经济建设中的新发展、新动向、新

课题；在行业和企业对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内容、

实践教学、专业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研究提出改进措施，有

效推动了专业建设的设计和发展方向把控。

在校企定期磋商机制的支撑下，积极与东方资管、平安集团、招商证券、中国农行等

行业领军展开合作，以切实增强学生的应用技术积累能力和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以产业或

专业（群）为纽带，推动专业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衔接，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合，形

成全程“浸入式”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金融学专业现已实现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所涉及的专业入学教育、课堂教学、实

讲好金融学专业故事  谱写校外共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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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体系、创新活动、毕业论文、科学研究等关键核心环节，均由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实施

和考核，实现了金融学专门人才的靶向培养，并形成了特色化的才培养方案。为进一步提

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2020 年，金融学专业通过引进高顿财经教育集团，校企联合开设

CFA 创新实验班，提升了应用型金融专业育人层次和国际化水平，培育业界精英，实现金

融人才差异化培养。

三是定期展开专业调研分析，实现专业调研制度化、常态化。金融学专业的教师定期

在广东省内有计划、有组织、有选择地对社会行业、企业和应届毕业生开展了调研，进行

专业社会需求分析，积极了解广东及周边地区对金融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学校历届毕业生

情况以及现有专业如何进行调整改造，掌握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一带一路”及“粤港澳

大湾区”等战略目标的实施对于金融学专业建设及人才需求的新动向，实现了专业调研制

度化、常态化。时刻关注专业、行业、企业发展动态，善于综合情况，研究解决问题，切

实促进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的不断优化和完善；并引进了行业企业不同层

次的专家，担任专业调研组成员，开展校企互动的调研活动，共同分析教学规律与企业的

市场化运作规律，找出有利信息采集的切入点；把专业调研作为企事业实践锻炼教师的任

务之一进行安排，及时了解企业的发展动态，了解生产一线对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形成系列专业调研报告，为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供可靠的信息，

为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调整提供参考。

四是打造一支“校企共育式”的师资队伍，形成了“双师型”专业教师培养制度。引

进和培育高水平学科专业带头人、高级学历职称教师人才，积极改善师资队伍质量，现已

形成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合理、发展趋势良好的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并在

专业师资引进、培养方面建立了明确的人才引进规划和配套措施，形成了学校和行业、企

业相结合的师资培养联动机制。2020 年，金融学专业各类在册教师共 36 人，含专任教师

15 名，兼职教师 7 名，企业教师 14 名。从教师结构来看，有博士 4 人，硕士 23 人，具

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占专业教师人数的 75%，专业覆盖金融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

领域。从职称结构看，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3 人，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 22%；从年龄结

构看，35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 11 名，占 30%。教师团队中，全部教师均具有在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一线工作、实践经历，为展开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提供了

坚实基础。

项目结合专业特点和建设目标，加强金融学专业教师“双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专

业建设采用“引进来”——引进“双师型”教师，“走出去”——每年选派 1-2 名年轻教

师到金融企业调研实践等方法加强专业教师“双师能力”的提高。已经先后输送 6 名青年

教师到民泰银行、经传多赢、创必承等合作单位进行专业实践与调研，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时，金融学专业根据课程建设和论文指导需要，在银行、证券、保险、理财四个方向的

合作企业中，筛选行业专家入驻，进一步选拔和补充了行业导师补充师资队伍，为形成应

用型金融学专业特色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实现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和实

践能力的建设目标。高素质师资团队取得的教科研成果，保证了“应用型”专业建设。截

止 2021 年 3 月，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励 1 项，校企教学成果奖励 2 项，科研成果奖 1 项。

共出版金融学专业建设研究专著 1 本，发表阶段性理论研究成果 24 篇，其中，教研类 3 篇，

科研类 21 篇（含核心 1 篇）。

五是“十大举措”推进金融学专业“校企共建”落实落地。金融学专业按照“校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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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产教融合、工学交替”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按照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专业课程体系、教材、综合训练项目、实

验室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论文质量监控体系建设等，形成内容丰富、实践性强、能

与实习活动无缝对接的经费投入和教学体系，推进校企协同育人专业核心课程、校内外实

践基地、创新创业训练平台、毕业论文设计等教学内容与教学条件建设与改革。

首先，优化了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广东白云学院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驱

动课程改革，专注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按照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专业课程及教材，以企业为主实施

课程教学，建设一批产教融合的企化的专业课程，以企业为主实施课程教学，建设一批产

教融合的企化的专业课程，并在疫情期间，结合线上教育要求，建成了全套的网上课程资

源，并投入使用。

在教学过程中，金融学专业与企业共建师资团队，将课程设置为学校课程和企业课程

两部分，聘请企业人员担任课程教学、进行专题培训。学院把企业运作模式、业务流程以

及企业最新管理理念融入到学校课堂教育教学当中，帮助同学们熟悉真实的业务环境、岗

位任务。 同时，专业建设提出了校企协同育人企业高管人员“进课表、进课堂”制度。

通过聘请校企协同育人合作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进入课堂，参与金融学专业专业导论课、职

业发展规划等课程的教学活动，由此加强学生对金融学专业知识有计划的、有目标地、系

统的学习，从而实现学生在校学习与未来就业需求、就业岗位有序对接。

为适应应用型、职业性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进一步完善了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教学项

目体系建设，新增了职业能力拓展课的科目，正在开展《金融学专业导论》、《金融企业

会计》校企双元课程的开发和建设。突出了金融学专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特色。

其次，完成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型教材建设。本着应用型、职业性人才培养目

标，依托金融学专业建设，有计划地推进适合本校本专业的系列教材的建设（包括辅助实

训教材）。通过与校企合作企业相关技术人员展开合作，共同编写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性

教材，加强课程教材的实用性和应用。目前已经完成《金融学专业与职业发展导论》、《金

融企业会计电算化》、《证券业务岗位实践》、《保险业务岗位实践》、《金融综合实训》

实验指导书（电子版）。

此外，为粤港澳大湾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融人才，引进关于引进了美国的“特许

金融分析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CFA）一级证书考试培训项目；引进了国际课

程——英国伦敦里士满大学的《微观经济学导论》、《宏观经济学导论》、《金融机构与

市场》课程与教材。

再次，完成了与岗位对接的实训项目改造。积极联合企业合作方，改造大三学生上半

学期的《金融综合实训》课程与下半学期《跨专业综合仿真实习》课程，形成一批专业链

与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综合训练项目，为学生第四

学年参加企业实践教学提供恰当的综合训练项目。目前已经完成《金融企业会计电算化》、

《证券业务岗位实践》、《保险业务岗位实践》、《金融综合实训》实验指导书（电子版）。

同时，通过邀请企业导师参与《金融综合实训》、《跨专业综合仿真实习》两门课程

教学大纲设计、授课计划安排、项目内容评估等，形成内容丰富、实践性强、能与实习活

动无缝对接的综合训练项目，为学生最后阶段企业实践教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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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完善了金融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通过金融学实验室建设规划展开总体设计并

实施，已在原有经管实验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投入、采购专业化软件、引进企

业资源和社会资源等措施，有效完善了金融学专业实验室。现已在学院北校区致用楼建立

3 间金融学专业实验室，总面积 360M2，可同时满足 180 位同学教学需求。除了配备用于

日常教学的先进的专用电脑、桌椅、投影系统、功放系统、空调系统、服务器等外，实验

室还建有商业银行柜台、保险业务岗位柜台，证券公司服务前台等情景化教学设施。实验

室现有实训平台包括银行业务岗位实训平台、证券业务岗位实训平台、证券外汇期货模拟

交易平台、保险业务岗位实训平台、金融企业会计实训平台、金融统计与计量实训平台等

六个实训平台，能够满足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训课程的教学。

除了满足日常的实训课程教学需求，金融学专业实验室也为学校金融协会证券模拟交

易比赛、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研究工作、创业创新教职工教科研工作、校企合作企业员工

培训与考核、国内高校实验室建设交流活动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五，提升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质量。根据专业设置和实习需求，在校外建立了校企

联合实训基地。选择了代表行业先进技术水平、有一定规模、具备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条件的企业，进行互惠互利的深度合作，建设了一批综合化企业实践教学基地。实现

了金融学专业学生与企业实践教学需要的企业岗位比例达 1：1 以上，95% 学生企业实践

教学岗位与专业相匹配。

目前，已建立了 93 个校外实习基地（含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招商局 3 家世界 500

强企业），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维度统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了深度校企

合作关系。为学生创立了良好的实习、调研和就业环境。

学院在基地中聘请了企业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管理高层担任企业导师、参

与课题开发、从事教学、论文指导等工作。企业导师定期入课堂开展培训和职业规划引导，

帮助学生认识职场、熟悉行业、融入社会（附件 16）。

在企业基地的支持下，金融学专业设立了民泰金融奖学金，中国人寿金融奖学金等企

业冠名的专业奖学金，通过评优推优，展开订单式培养，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勇于实践。 

第六，健全了论文质量监控体系。为了深化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进

一步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的实施，金融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实施“真题真做”，

把行业企业的一线需要作为论文设计选题来源，保证学生毕业论文课题来自企业的实际问

题。学生在调研、选题、开题、撰写和论文答辩全过程中，均接受了企业导师和校内论文

导师的联合指导。由此培养学生在实习期间，能够发现所就业企业的实际问题，结合在校

所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解决企业现实问题的对策，从而在毕业

论文环节，进一步培养与锻炼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校企

协同育人的根本目的。同时，为了提高金融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检验学生毕业论文水平，

金融学专业毕业论文答辩，实施了“学生抽签、企业现场、校企专家共同答辩”的毕业论

文答辩制度。

为进一步提高金融学专业毕业论文的质量，实现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全程监控，在《广

东白云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学院出台了《应用经济学院毕业论文质量

体系文件汇编》、《应用型毕业论文质量标准》《应用经济学院毕业论文教学大纲》、《应

用经济学院毕业论文指导书》、并编写了《案例分析类毕业论文质量评价标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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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类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及评价标准》、《调查报告类毕业论文质量与评价标准》，从毕

业论文的选题准备、文献查阅、开题报告撰写、开题答辩、中期检查，到论文答辩、成绩

评定等 , 都提出详细规范要求，形成了一整套科学规范的组织管理程序。学校重视将质量

检查与监控贯穿于毕业论文全过程、各环节，采用学院自查和学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构

建了毕业论文院、系两级质量管理体系。

在金融学专业企业实践导师配置方面，采用四导师制。在四导师中，专业导师和企业

导师共同指导完成学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专业导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专业理论的实际应

用能力，有利于提高毕业论文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企业导师主要指导学生对企业具体问题

的深入分析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认知、分析、解决能力，从而真正做到“真

题真做”，促进校企协同育人教学模式迈向纵深发展。

第七，孵化了一批金融学建设配套基金项目。项目实施以来，以金融学特色专业建设

为契机，团队成员不断展开深入研究，持续挖掘课程建设中遇到的重点难点，积极整合研

究力量，明确特色、集中突破、重点攻关，孵化了一批金融学建设教学研究项目、课程建

设项目、专业建设子项目，为专业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投入。

金融学专业先后通过省创新强校、省教研教改、校质量工程、福特基金等项目来源，

获批了 10 项与金融学专业建设相配套的项目基金，研究内容覆盖校企协同育人、校企双

元课程、课程改革、在线精品课程建设等内容。通过“校企协同育人“3+1”质量示范工

程项目 - 金融学专业建设”、“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下《证券投资学》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等专项的设立，共获得了 24 万项目研究经费，为专业建设的推动提

供了强有力的经费投入保障

第八，优化“校企共商式”质量管理、监控与评价体系。在校教学质量监控制度的基

础上，构建了一套成熟和完善的本科教学管理体系，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监控教学质量，

从而全面提升学生培养质量。逐步形成了基础扎实、工作踏实、作风朴实、实践能力强的“校

企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特色，制定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质量标准——监控手段——

反馈机制——调整措施这一良性循环的质量监控体系。专业结合学院毕业论文质量体系文

件，实行毕业论文“真题真做”。 把来自金融行业企业的一线的需要作为论文选题来源，

保证学生毕业论文课题来自企业的实际问题，课题完成后对于企业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

实际价值。学生在调研、选题、开题、撰写和论文答辩全过程中，均接受了企业导师和校

内论文导师的联合指导和审核。

学院先后制定了《应用经济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以学生为中心

的”大学教学范式改革带动下，逐步完善了教师教学投入监测与评价体系，评价项目包括

教学常规、教学目标及内容、教学活动及方法、引导高阶学习及学习评估、学习投入及互

动、学习效果，充分体现了从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共同考核评价学习效果的目的。

在新冠疫情期间，积极完善在线教学质量监测体系，以保证疫情期间的教师在线教学

质量与学生在线学习效果。如坚持教学工作检查制度、教学督导制度、领导听课制度等。

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成为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有效运行运转的重要保障，并有效提升教师

授课质量。

第九，完善“校企共创式”大学生创新创业模式。通过引进企业资源和强化行业、企

业导师指导，积极推动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鼓励学生参与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社会实

践活动、专业竞赛活动和创业活动。项目实施以来，先后组织学生参与全国大学生挑战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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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应用经济学院   康艺之 , 吴铁雄 , 满玉华）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金融建模大赛、广东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攀登计划等多

项省级以上赛事活动，并引导学生联合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民泰银行共同举办的“第五

届模拟银行大赛”、 “投资理财大赛”等第二课堂实践活动。培养了学生科学精神、创

新精神与创业素质。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获得了系列高水平奖项。

其中，金融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共立项并结题 11 项，攀登计划立项并结题 1 项。

学生以项目为依托，共发表论文 10 篇。此外，学院学生组队参赛第十五届“挑战杯”广

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2019 年全国

高校经济学综合博弈实验大赛总决赛、广东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广东省大学生金融建

模竞赛等重要比赛，均取得良好赛绩，获得各类奖项 11 项。

因专业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工作岗位上手快、能力强，

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欢迎。为学院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奠定基础。

第十，开创“校企共享式”专业服务社会模式。金融学专业鼓励教师通过各种途径积

极服务社会，将科研技术和科研成果积极转化为生产力，先后为政府部门、企业机构等提

供了大量的专业咨询、调研支撑和技术服务工作，奠定了“社会服务型”的专业影响模式，

在合作的企业和部门中，有效提升了金融学专业的社会声誉。

2017 年，唐靖廷、吴铁雄等撰写“建设广东国际风投创投中心的对策建议”获常务

副省长林少春批示；同年，学院与经传多赢公司签订紧密合作协议，共同就开发金融量化

分析系统软件及其应用达成合作意向，并派金融系教师何鹏飞前往提供量化分析建模等技

术服务。2018 年，学院与民泰银行合作，就设计与开发小微金融服务产品达成合作意向，

并派邝宏燕老师前往银行参与进一步调研与合作。2019 年，学院委派专家吴铁雄、满玉

华教授为民泰银行提供中高层员工培训，受到合作企业一致好评。

通过校企共建金融学专业，形成了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成功缓解了金融类专业人才

培养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改善了培养人才模式单一、缺乏实践应用培养等问题，

并改善了应用型人才培养不系统、不全面、不深入现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金融学类专

业教学企化改革资源平台，完成了与职业周期相吻合、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教学资源

设计与建设任务。并可为同类专业教学体系企化改革、工学结合提供有效载体借鉴。未来

一个时期，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学院还将进一步加大优质企业资源的筛选和引进，特别

就核心课程、教材改造、协同教学、实验体系建设专业建设重要环节与内容，与优质企业、

行业资源展开深入合作。加快推广应用已建成的专业建设模式、网络课程资源、社会化服

务模式等，扩大专业的社会声誉和行业影响水平，最终实现开放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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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学科建设，努力将学校建

设成为应用学科优势突出、职业教育

特色鲜明、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应用技

术大学，经学校研究决定，聘请孟庆

林为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建筑

与土木工程学科专业学科带头人。日

前，学科带头人聘任仪式在西校区第

二会议室举行。

孟庆林，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 务 院 特 殊 津 贴 专 家， 中 国 工 程 院

2017 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华南理

工大学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期从事我国亚热带建筑热环境与节能技术研究，主持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国际 ( 地区 ) 合作项目等 20 余项大型项目研究。其创建了亚热带建筑节能学科

方向 ; 建立了建筑遮阳和蒸发冷却技术体系 ; 创建了热湿气候风洞试验方法 ; 开发了城市

热岛飞艇遥感系统等。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3 项，主编国家行业标准 4 部参

编 17 部，取得发明专利 6 项，研究成果被 14 部国家行业标准采用，指导我国南方地区建

筑节能工程 3 亿平方米。

聘任仪式由学校人事处处长程明学主持，黄大乾校长出席并讲话。黄大乾指出，孟庆

林教授是广东白云学院的老朋友，曾兼任建筑工程学院学术副院长，在任学术副院长的三

年里，在孟庆林教授的指导和带领下，先后申报成立了“广东省薄壁轻钢装配式建筑工程

技术开发中心”、“广东白云学院粤港澳大湾区装配式建筑技术培训中心”，组织编写并

出版了《低层冷弯薄壁型钢装配式坡面住宅建筑构造》的广东省建筑标准设计推荐性通用

图集，由广东白云学院和华南理工大学主编，近 30 家国内知名企业、知名高校和科研院

所参编的《装配式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施工及验收规程》国家标准也已进入修改定稿阶段。

为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科的建设、学术研究、校企协同育人等工作作出了优异的成绩。轻

钢装配建筑是目前建筑工程学院研究的主攻方向，希望在孟庆林教授的指导和带领下，切

实在研究什么、开发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等方面加强凝练，做出更大成绩。

孟庆林教授发言表示，广东白云学院是一所应用型本科民办高校，职业性特色很强，

在广东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气，与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有很强的互补性，很荣幸受聘广东白云

学院的学科带头人，将尽我所能，带领建筑工程学院这个团队，大力开展学科专业建设、

进行学术研究、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方法，着力提升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学科在行业中的知名

度，为将广东白云学院建设成为应用学科优势突出、职业教育特色鲜明、国内知名的高水

平应用技术大学，作出贡献。

广东白云学院科研与发展规划处何华兵处长，建筑工程学院郭保生院长、丁斌副院长、

袁富贵副院长、办公室徐建良主任一同出席了聘任仪式。

我校聘请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任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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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坝仔镇芙蓉村第一书记锦太、副书记刘闯荣以及养

殖大户刘金华把一面写有“科技兴农助发展，爱心帮扶暖人心”的锦旗送到了广东白云学

院科技特派员林春景团队，表达了对近两年来团队科技扶贫过程中的辛勤付出和真心帮助

的感谢，学校科研处何华兵处长参加了赠旗活动。

2019 年 8 月开始，林春景团队在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坝仔镇芙蓉村开展《农村养殖

温控、报警设备开发与推广应用》科研攻关项目，2020 年 2 至 8 月期间，林春景团队积

极发挥党员农村科技特派员先锋带头作用，多次开展线上调研与实地调研工作，为脱贫攻

坚献计献策，助力困难农户销售滞销农产品，并给予农户生产养殖方面的指导，为农村养

殖业升级提供“良方”，提出了不少指导性建议。10 月份，林春景教授团队再次进入坝

仔镇芙蓉村开展科技扶贫工作，继续推动对接科技服务项目，科技产品与设备（由团队成

员柳贵东博士和广州动福源畜牧设备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畜牧场温度自动控制系统，此套

系统可控制畜牧场湿度、温度等，实现牧场自动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目标）进行现场调试，

团队成员手把手教农户使用设备。2021 年 3 月份完成 100 套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并已投

入正常使用。

科技特派员林春景教授接到锦旗时表示，农户感谢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们会持续努

力把工作做得更好，对得起芙蓉村农户的信任和期待。团队将积极探索新路径与思路，为

更好地服务当地农户而尽心尽力。

千里迢迢送锦旗  只为感谢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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