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余爱民

创新“异步教学”，实现“产教融合”，提升培养质量



一. 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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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层面来看，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学生的群体及个
体差异十分大，主要表现在：

1. 招生来源的不单一，导致群体性差异。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来
源主要有：普通高考、3+证书、3+2中职衔接、面向社会的自主招生考

试等。这些不同类别来源的学生，存在极大的群体差异，需要实行分类
培养才能实现“人人出彩”的培养目标。

2. 同一类别学生，在基础、能力、兴趣等各方面的个体差异也十分

大，学习动力不足、缺乏学习积极性。传统教学组织形式不符合高职学
生的学习规律、不满足“以人为本、因材施教” 的需求。

3.自信心不足。高职院校录取的学生，绝大多数在中学时期的文化

课程学习成绩不好，极少得到学校、同学、亲友，甚至是父母的表彰和
认同，导致多数学生都自认是“差等生”，严重缺乏自信！

一. 高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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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行业技术发展迅猛，IT生产企业的新型岗位不断涌现。高职院
校的教学难于适应，教学与生产需求脱节，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教学标准难于与行业技术标准对接，学习内容难以实现动
态调整，与行业技术脱节。导致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滞后于行业技
术的发展，不能满足行业需求！

第二，传统的教学管理制度导致教学课程体系僵化，难以适应
行业岗位需求的快速变化，专业设置僵化，不适应IT快速发展产生
的新型岗位的需求。

如：UI、软件测试、移动开发、智能计算等新型岗位

一. 高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脱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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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技术的高速发展，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很迫切，有校企合作的欲
望，但对人员、设备、技术的投入，积极性不高，使得校企合作难
以深入、难于持久，更谈不上“产教融合”。主要表现为：

（1）愿意为高职院校的“实训基地”挂牌，不定时地接收学生
实习。但不太愿意接受固定时间的生产实习或顶岗实习。

（2）愿意与学校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并愿意在学校设立联合研
究机构。但不愿意投入生产性设备进行生产实习或顶岗实习。

（3）愿意派工程师到学校讲座。但不愿意向学校投入固定工程
技术人员进入课表，担任实实在在的兼职教师。

一. 高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产教难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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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教学团队要求教师具有“双师”素质，对教师的实
际工作经验要求高，政府主管部门制定指标，严格要求“双师”
比例，但真正实现“双师”难度极大，主要表现：

（1）“三教九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真正的“工匠”
由于学历层次不高，难于进入高校教师行列。

（2）高职院校的教师多数是从学校到学校，在企业真正从事
产品开发或者真正从事一线生产的工程经验极少。目前，不少
“双师”是学校迫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压力，通过各类“双师培
训班”培训出来的“速成双师”，远远达不到“双师”要求。

一. 高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双师问题



二. “产教”难于“融合”的主要原因

1.核心目标的差异
企业：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天职
高校：追求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是学校的使命

2.投资效率的差异
企业：追逐的是少短高效、立竿见影的效果
高校：追求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长效机制

3.校企文化本质的差异
企业：是一种竞争文化，重效益业绩，强调责任和团队协作
高校：是一种使命文化，重学历资历，强调个性化发展



三.“教融于产、产促进研”的探索—双主体理念

“双主体”办学理念的提出：

2010年，在国家骨校建设申报初期，学校提出让企
业成为办学主体之一的“校企双主体”办学的理念。通
过实行向企业“让利、让权、送人”的策略，进行教学
模式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激发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办
学的热情，实现让企业的真情投入、积极参与人才培养
全过程的目标，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三.“教融于产、产促进研”的探索——实施策略

按照“双主体”办学的理念，通过向企业“让利、让权、送

人”，实现激发企业热情的目的。

通过对珠三角大量IT产业生产过程的调研，弄清了生产流程中各

岗位的技术需求和一线生产人员的需求，提出了将教学内容按生产

流程分解、把教学过程融入到生产过程之中的“教融于产”的观点，

同时，提出教师带领学生参与企业生产，发现不足并积极研究解决

的“产促进研”的观点。学校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促进企

业提高生产效益，提升了企业合作热情，保证了学生在真实生产环

境的顶岗训练，提升学生的实战能力，实现了双方利益的平衡。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思路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 的思路

我们按照 “教融于产、产促进研”的观点，先让

学生掌握行业的基础知识，再让学生学习岗位专业知识

和岗位技能，最后通过真实项目研发，提升综合职业能

力的思路，大刀阔斧对教学组织形式进行改革：实施

“一年级自然班、二年级岗位班、三年级项目班”的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思路 。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做法

1. 大幅改革人才培养方案，满足动态调整课程的需求

为了满足“把握产业发展前沿技术，动态调整课程、实时修订
教学计划”的需要，我们从软件技术专业开始，逐步推广实施了
“以培养目标确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

⑴ 确定学生就业的1—3类的岗位群

⑵ 确定各类岗位群必须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

⑶ 确定各类岗位群必须掌握的专业技术技能

⑷ 同一专业实行多个培养方案的改革，满足分类教学的要求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做法

2. 大力改革教学内容满足培养方案实施

为了满足“分类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实施，满足对产业前沿

技术的把握、实时修订教学内容”的需求，对三年的教学内容实行

大幅度改革 ：

⑴ 一年级——完成公共课、基础课的教学

⑵ 二年级——完成专业课、岗位课程的教学（采用岗位课程包）

⑶ 三年级第一学期——完成“综合实战课”的教学

⑷ 三年级第二学期——完成顶岗实习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做法

3. 大力改革班级管理制度，调动主动学习热情

为了满足“分类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实施，充分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对班级管理实行大幅度改革，为学生提供两次选择：

第二学期末，按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进入“岗位班” ，第四

学期末，学生按自己的能力选择进入“项目班”，改变传统的班级

制度，大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⑴ 一年级——按照招生录取形成的班级——“自然班”

⑵ 二年级——按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进入“岗位班”

⑶ 三年级——按学生自己的能力选择进入“项目班”



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班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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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步教学组织形式”——特点

4.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的特点

⑴教学班级——按照学生兴趣爱好调整教学班级

⑵教学内容——按照产业生产规律调整课程内容

⑶教学场地——按照教学内容需要变更教学场地

⑷教学师资——按照教学内容需要调整授课教师



五.可“动态调整”内容的课程体系

16

专业基础课程模块
（必修）

1. 程序设计基础
2. 计算机技术基础
3. 网页设计基础
4. 数据库基础
…………………

专业岗位技能课程模块
（限选一个岗位模块）

1. JAVA程序员模块
2. .NET程序员模块
3. 移动应用开发程序员模块
4.软件界面设计员模块
5.软件测试与服务人员模块

综合实践课程模块

1. 综合项目实战
2. IT新技术
3. 顶岗实习
4.  毕业设计

大一(自然班)
大二(岗位技能班)

大三(项目班)

▲根据IT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人才需求动态调整岗位核心技能课程



五. 可“动态调整”内容的课程体系——岗位课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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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发岗（JAVA方向）的课程体系



五. 可“动态调整”内容的课程体系——岗位课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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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发岗（移动应用方向）的课程体系



五. 可“动态调整”内容的课程体系——岗位课程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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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I岗的课程体系



五. 可“动态调整”内容的课程体系——岗位课程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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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测试与服务岗的课程体系



五. 可“动态调整”内容的课程体系——综合实战项目

2016—2017第一学期的授课表（第五学期）

序号 姓名 上课时间 职务职称 主题

1 张平
9月28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市今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市计算机学
会副理事长,高级工程师

《大数据视角下的人类商业逻辑的改变
》

2 邱嘉文
10月12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市诚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市智慧城市
建设专家,高级工程师

《大数据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

3 邱嘉文
10月19日，星期三下午

2:30
《设计智慧城市大脑》

4 李建华
10月26日，星期三下午

2:30

广东德豪润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副总经理,CIO.

高级工程师
《云计算下的网络架构设计1》

5 白子文
11月2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ＣＩＯ，珠海市CIO

协会会长.
《IT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与实践分享1》

6 张平
11月9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市今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市计算机学
会副理事长,高级工程师

《云计算技术概念与应用分析》

7 朱翔
11月16日，星期三下午

2:30

中国联通珠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物联网技术与商业创新》

8 李建华
11月23日，星期三下午

2:30

广东德豪润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副总经理,CIO.

高级工程师
《云计算下的信息安全》

9 白子文
11月30日，星期三下午

2:30

珠海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ＣＩＯ，珠海市CIO

协会会长
《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中心管理

》



六.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构建

“教学企业” 的构建

为实现“教融于产、产促进研”思路下的“异步教

学组织形式”的改革，必须有一个既能满足教学需求、

又能进行生产经营的“实训基地”。

为此，我们尝试与企业联合打造了具备“专业教学、

实训实习、生产运营、社会服务”四大功能为一体的合

伙实体 ——教学企业



师生团队融入企业生产

校企共同开展IT培训
与技术开发

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载体

校企共同完成岗位技能课
与综合实践课

教学
企业

专业教学

实训实战

社会服务

生产运营

实 现

高质量零

距离就业

融 入

企业文化

职业素养

六.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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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学生
自然班

异步异步

大二 进入岗位班学习

培养基地 岗位技能实训区

课程设置 企业设置岗位模块课程

培养载体 企业案例项目

教学方式 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团队 专兼教师团队

考核方式 技能测试

大三 进入项目班学习工作

培养基地 核心研发区项目实训区

课程设置 《综合项目实战》《顶岗实习》

培养载体 企业真实项目科技与创业项目

教学方式 产教融合：教融于产产促进研

教学团队 专兼教师团队

考核方式 基于项目的过程与目标考核

企业工程师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助力 学生带薪学习，充实企业的研发队伍

六. 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布局

在教学企
业就业创
业或推荐
到合作企
业高质量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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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异步

1. 异步教学组织形式的实施，首先实现了人才培方案的共同制定，实现了教

学内容与生产需求的融合；

2. 支撑异步教学组织形式实施的“教学企业”，实现了教学场地、师资、课

程的融合；

3. 学生在教学企业从事真实项目开发的顶岗实习中，培养了学生岗位职业能

力、项目开发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素养。

4. 派驻教学企业的学校教师，按照半年轮岗的制度轮流进驻教学企业，极大

地提升了学校教师的项目管理能力和研究开发能力，从根本上实现了“双

师素质”教师的培养，充实了学校的双师队伍。

校企双主体 异步教学 协同育人 协同研发

六.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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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企
业
及
实
训
基
地

校内实训基地

移动应用开发中心

软件技术与工程中心

南方软件园金山教学企业

APJ 珠海 IT服务外包教学企业

程序员基础实训基地 移动应用基础实训基地 UI软件界面设计实训基地

校外实训基地 新增27个校外实训基地

➢校企共建了集教学实训、生产运营、社会服务于一体的5家校内外教学企业和3

个校内实训基地、27个校外实训基地。

教学企业

含2个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六.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建成情况

互联网+应用开发
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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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建成情况



校外实训基地 校外实训基地

珠海富润科技有限公司 珠澳跨境工业区讯力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迈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乾元亨电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恒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芊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森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健康云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金山网络游戏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富迅网络有限公司

珠海网易达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达内软件有限公司

珠海市宇能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永亚软件有限公司

珠海爱游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行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宇源软件有限公司

珠海市艾特思温软件有限公司 珠海彩京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联深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龙码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东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太友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志飞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比邻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校企共同建设课程、教材6门，培养兼职教师27名，实
现126万元技术服务收入，培训员工2520人次

广东省光大恒峰大学生实践基地

广东省珠海APJ大学生实践基地

附：校企共建新增27家实训基地



互聘共培双岗双薪

六.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典型案例

互聘共培双岗双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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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生校内实践教学与创新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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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生校内实践教学与创新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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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生校内实践教学与创新研发基地”



教学企业管理委员会

中心执行机构

教学实训部 社会服务部生产运营部 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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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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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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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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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财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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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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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文
档
资

料

日
常
事

务

人
才
培

养

《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部门及岗位工作职责》
《岗位聘任管理办法》
《员工工作守则 》
《教师工作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
《收益管理办法》《设备管理制度》
《绩效激励管理办法》
《岗位及项目班教学组织管理与
成绩评定办法》

《岗位及项目班实训管理制度》

教学企业机构

教学企业管理制度

合作企业总经理担任专业企业带头人、中心
副主任；企业深度参与到的课程设置、开发、
教学、考核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六.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管理

过程考核运行记录



1.《移动应用开发中心人员聘任管理办法》

2.《移动应用开发中心产品研发项目管理制度》

3.《移动应用开发中心科技服务项目管理办法》

4.《移动应用开发中心教学组织管理与成绩评定办法》

5.《移动应用开发中心设备管理制度》

附：移动应用开发中心的相关制度

6.《移动应用开发中心绩效管理办法》



2. 合作建设教学企业情况

教学
企业

移动应用开发中心 软件技术与工程中心
互联网+应用开
发人才培养基地

金山测试教
学企业

爱浦京校外教
学企业

类型 校内 校内 校内 校外 校外

场地
设备

学校提供1200多平方
米，企业提供专业设
备

学校提供900多平方
米，企业提供专业设
备

学校提供1100多
平方米，企业提
供专业设备

金山公司提
供场地、设
备

爱浦京公司提
供场地、学校
提供部分设备

工位数 527 310 457 80 100

企业合
作企业

微软(中国) 、苹果中
国、珠海顶峰、广州
迈峰科技

金山、杰通尼、森锐
、广视通

蓝盾股份、广东
恒电、軒辕网络
、中软国际

金山公司 爱浦京公司

六.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典型案例



3. 教学企业异步教学组织实施计划

教学企业 移动应用开发中心 软件技术与工程中心
“金山测试”
校外教学企业

“爱浦京外包
”校外教学企
业

类型 校内 校内 校外 校外

面向行业
移动互联网、手机
游戏设计、开发、
测试与运营

能源信息化、通信与
互联网应用开发、软
件开发

游戏测试、
wps软件测试

IT服务外包

工位数 527 310 40 100

常驻企业
工程师

顶峰科技；20个；
迈锋网络：10个

杰通尼：3个；森锐
：2个；金山：5个

6个 9个

开班计划
（个）

岗位班：移动2个，
UI2个；项目班6个

岗位班：JAVA2个，
测试1个；项目班：3

个
项目班：1个

岗位班：.NET1

个，JAVA1个；
项目班：2个

六.构建“教学企业”实现“产教融合”—典型案例



七. 取得的成效

➢2016年软件技术专业广东省一类品牌专业 ，2016年软件技术专业被列入广东

省国家优质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2016年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被评为广东省

二类品牌专业； 2017年获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2年软件技术专业获得“广东省珠江学者岗位”设岗专业

➢2013年教学企业——移动应用开发中心被评审立项为
“广东省移动互联网应用研发与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中心”

➢2014年以软件技术专业为龙头的计算机学院获得教育部、人社部联合颁发的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软件技术专业教学团队获得广东省优秀教学团队

➢2015年软件专业— “珠 海 市 优 势 学 科”，珠海市“特聘学者”1人；



七. 取得的成效——学生创新研发能力得到增强

38

▲ 以学生为研发主力军研发了147款手机APP和游戏；
其中《超级变声器》《史上最坑爹的游戏》《小苹果》
等明星产品位列Appstore 排行榜前三，累计用户下载量
超6000万



七. 取得的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39

学生技能竞赛获奖多

学生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数学建模大赛、全国蓝桥杯软件设计大赛、

省高校杯软件设计大赛等省级以上专业赛事获奖300余项；一等奖4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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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广东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一等奖，奖金10万，风投50万

学生就业率达99.8%，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

2015年 4171元
2016年 4707元

七. 取得的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成效显著

▼ 成功培育孵化的三个创业团队

学生就业质量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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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余家中央、省市媒体对专业学生作品和人才培养深度报道

媒体广泛报道 社会效益明显

七. 取得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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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参加CCF职业院校的CSP认证试点取得良好成绩

七. 取得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成效显著

2017年9月17日，CCF第十一次软件能力认证在42个
城市的认证点举办。全国3所高职院校是CCF首批试点
的院校。我校有42人参加。16软件3班谢礼南同学获
得250分是该次认证高职院校学生的最高分。高职院
校取得200分以上的12人全为我院学生，平均分141分，
超过该次认证全国本科院校的平均分12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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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取得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成效显著

2.2017年参加CCF的CCSP决赛取得良好成绩

2017年10月26

日，CCF大学生计

算机系统与程序

设计全国决赛于

福州举行，我校

是唯一进入决赛

的高职院校，谢

礼南同学获得铜

奖，我校代表队

进入50强，排名

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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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职双师素质动漫游戏制作实战提升培训▲广东省高职双师素质移动应用开发实战提升培训 ▲为佳能公司开展图像处理培训

▲省高职双师素质动漫游戏制作实战提升培训 ▲为中职骨干教师开展手机软件开发技术培训 ▲北大青鸟Android工程师师资培训

七. 取得成效——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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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聘任和培养了高水平的校、企专业带头人

曾文权 硕士、教授

千百十人才省级培养对象

广东省经济技术创新能手

学校教学名师 省企业科技特派员，

建设期主持各类项目10项

主编教材4部

余爱民 博士、教授、计算机学院院长

珠海特聘学者；广东省信息技术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

千百十人才省级优秀培养对象，主持

省级以上项目20余项，科研经费800余

万；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

校企“双带头人”

企业专业带头人

程高飞 硕士、高级程序员

珠海顶峰互动科技 总经理

学校校企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移动应用开发中心副主任

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拥有软件版权30余项

12年软件一线开发管理经验

获得中国共享软件常青树奖

投入200余万合作共建教学企业

七.取得成效——打造了专兼结合的优秀教学团队

学院专业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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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企互聘共培，建立了由 “千百十人才培养对象”、企业技术专家、

科技特派员、教授、博士等组成的双师素质达100%的优秀教学团队

学院规模：112名专任（教授13名、副
教授32名、博士13名），兼职78名

骨干教师28名，校教学名师5名；

省教学名师1名，省优秀青年教师1名；

近4年以来，晋升教授7名、副高6名；

企业兼职78名，企业科技特派员7名；

2名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千百十人才培养对象6名。

措 施：

（1）派遣到德国、新加坡、台湾等地
研修职业教育培训 19人

（2）参加国内专业技术培训 89 人次

（3）引进高层次人才9名

（4）通过“互聘共培、双岗双薪”，
聘请企业技术专家66名；鼓励教

师下企业实践 18人

（5）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45项

七.取得成效——打造了专兼结合的优秀教师资队伍



七.取得成效——师资队伍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 教师获奖 ▲ 国家、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教师发展成果

教师培养成效

科研项目 179项

知识产权 103项

出版教材 31本

担任企业科技特派员、兼职

工程师、技术顾问
20人

获得软件行业技能认证证书 15个

各类获奖

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 省教学成

果一等奖；指导

学生获奖19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