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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入基于现代学徒制的“百校IT”人才发展计划，校

方·锐捷网络·中锐网络共同成立“百校工程合作院校”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开展

1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中锐网络在西北区开展“百校IT

人才发展计划”校企合作项目的重点合作院校，2016年9月联合

锐捷网络与学院三方共同签署“百校IT人才发展计划合作协议”

和“现代学徒制订单人才培养合作协议”，并成立校企合作订单

班——“锐捷·中锐班”。

从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遴选出优秀的21名学员组建“锐

捷·中锐班”，采用学院和企业“双主体”联合办学的模式，根据

双方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标准，共同开展应用型技术人才

的培养，同时中锐网络派遣具备丰富行业项目经验和教育教学经

验的企业导师常驻院校。

成立现代学徒制订单班——“锐捷·中锐班”2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建设情况概述

建设“现代学徒制”专用网
络实训及导师工作室

2016.9

1

与中锐网络·锐捷网络签署“百
校IT”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合作
协议

2 开展“现代学徒制锐捷班”的
人才培养

2017.5

1

2018.6

第一批“现代学徒制”学员
100%专业对口就业

2 就业方向涵盖网络系统运维、
技术支持、销售售前、运营管
理多个方向

1

信息工程系更名为“信息工
程学院”

1 2018.6



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就业问题

岗位能力匹配度低01

对口专业就业兴趣度不高02

行业企业真实项目上手难03

职业规划不明确04

目前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就业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职业导向、

能力本位

03

课程体系

育人标准

“四位一体”的综合考核方案

综合能力考核方案

行为礼仪规范、服务交付流程规

范、读书分享会、邮件沟通

综合素养能力提升

培养理念

01

02 导入符合行业企业用人需

求的新型网络课程体系

校企共同制定协同育人标准，输

出学生能力画像

校内/校外相结合

校内实训结合校外真实项目实践，

缩短学生掌握技能点的

04

05

06



人才培养流程



实训室环境

全国锐捷RCNA网络

工程师培训
优越的实验室环境



“四位一体”综合考核方案

在线理
论笔试

1

上机设
备调试 2

项目方
案编写 3

通过全面综合的考核，让学生感知到网络专业学习体系是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

技术，包括基础路由交换、网络安全、服务器、云计算/大数据等。从根本上摒弃传统的“一张纸”型、

“学一门、丢一门、忘一门”型的期末考核模式。包括4个考核分项：理论知识笔试、项目实施文档输

出、上机调试项目实施以及项目方案讲解与答辩。

项目讲
解答辩 4



“四位一体”综合考核方案

在线理论笔试

上机设备调试

项目方案编写

项目讲解答辩



校内实践

1 2

3 4

企业导师带领锐捷·中锐班学生进行

学院信息中心机房参观，熟悉并了

解全网网络拓扑、设备功能以及系

统架构。

信息中心
机房参观

实验室项
目实施

无线地勘
实训 暑期集训

企业导师带领锐捷·中锐班学

生不分昼夜进行锐捷班实验室

项目的实施。主要包括设备安

装、线缆连接以及设备调试。

锐捷·中锐班学生对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楼

进行无线地勘实训

锐捷·中锐班学生暑期不回家

在实训室进行技能强化训练



锐捷班服务能力

工作室
建设

1

创客团
队建设

2

服务
能力

3

大师工作室由学校主导，中锐企业导师带领学生参与企业化构建，面向

学校、社会提供校内外服务，为学生提供创业及就业实践的机会

目前基于锐捷·中锐班学生成立了“中锐网络青海交职创客

团队”，团队成员工作学习常驻于网络人才培养孵化工作室。

该团队致力于为青海本地提供IT综合服务。

2016级锐捷·中锐班学生80%通过RCNA考试认证，20%通过HCNP考试认证，

并具备企业/教育/医疗等行业的项目规划和实施的能力和经验。

2017级锐捷·中锐班学生能力培养还在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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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建设背景

01

基于目前行业内企业的用人需求

以及对人才的能力要求，导入接

轨的课程体系进行人才培养。

企业/行业用人需求 02

目前，网络工程师从业岗位中涉

及到的项目类型主要包括企业网

络（办公网/金融网）、医疗网络

和校园网络。通过不同类型真实

项目背景为出发点，详细进行项

目中涉及到的相关技术知识点详

解，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点同时具

备实施同类型项目的能力。

任务式人才培养 03

计算机网络作为一个技术型服

务类行业，对于从业人员的职

业素养、行为礼仪规范、服务

交付流程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广泛适用于主流厂

商的各种类型项目场景中。行

业经验证明一名合格的网络工

程师综合素养能力的要求占

70%，专业技术能力占30%

先做人后做事的重要性



课程体系（新型网络方向）

小型办公网搭
建项目

项目概述

网络基础知识

网络规划与实施

中小型校园网
组建项目

高级路由协议

Windows/Linux

综合布线与工勘

网络安全

WLAN网络组建

综合素养能力

IT项目管理能力

虚拟化

大数据/云计算

中小型企业网
组建项目

大型校园网新
建项目

大型总分企业
网新建项目

大型医疗网络
组建项目



成果展示



成果展示

高瞻远瞩
制胜未来

行业企业真实项目导入

国赛成绩较往年有了大幅提升

100%专业对口率就业

校外
实践

赛事
参加

对口
就业

媒体
报道

权威媒体报道，产教融合人

才培养模式得到广泛认可



校外实践

英德尔酒店网络新建项目 太平洋保险WLAN项目 西宁市纪检委网络

新建项目

青海高级人民法院

NE40E巡检



赛事参加

参赛代表队合影 获奖选手领奖 获得团体二等奖

“中锐杯”全国高职院校SDN技能竞赛2017



对口专业就业

2016级“锐捷·中锐班”的学生全部在锐捷网络、中锐网络、合作伙伴以及渠道等相关企业

就业。专业对口就业率100%，就业方向包括技术支持工程师、驻场工程师、售前工程师、运

营服务等



学生职场表现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遵守学校和企业的实习制度及要求，每周定时提交工作周报



学生职场表现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遵守学校和企业的实习制度及要求，每周定时提交工作周报



学生职场表现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遵守学校和企业的实习制度及要求，每周定时提交工作周报



权威媒体报道

青海电视台采访（5.22）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

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
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
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

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

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
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THE BUSENESS PLAN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

课程体系
优化

全过程
培养

生产实践
全面导入

混合所有
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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