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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are also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pplied talents between information enterprises and higher 
education school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Based on CDIO concept, this paper takes Conceive - Design - Implement - Operate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RP 
informationization talents demand, studies the training mode of informationization innovation 
talents based 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model is to improve students' 
engineering literacy, vocation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improve students' employment rate and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build a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form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the win-win model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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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理念下的校企合作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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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企业与高等教育学校之间的应用型人才供需也出现的严重的问题，校企合

作成了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基于 CDIO理念，以构思-设计-实现-运行为指导思想，根据 ERP信息化人才需求现状与特

点，研究基于校企合作的信息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旨在通过该模式，提高学生的工程素养、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效地

促进产学深度融合，提升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构建基于校企合作共赢模式的 CDIO工程教育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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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创新驱动型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对于教育和人才的改革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2017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同时多次强调“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驱

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1]
。李克强总理也做出相应指示，人力资源培训和发展属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

内容
[2]
。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生产教育一体化的若干意见”。在“校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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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育人”的总体原则上，进一步提出了“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促进产教供需双向

对接”等主要要求。因此，在不同层次深化产教融合，以结构调整促进质量提升，已成为高校教育改革发

展的重要任务。本科院校需要积极转变为应用型人才培养，促进专业建设与产业需求的融合。 

1 CDIO 人才培养理念 

人才培养模式就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标准、培养过程和方式以及评价方法的综合系统，通过优化

组合构成要素，构建出各种不同的培养模式
[3]
。从 2000 年开始，CDIO 工程教育模式作为国际工程教育的

最新研究成果，经过18年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教学效果。CDIO教学理念包括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

实施（Implement）以及运行（Operate）这四方面内容。通过工程项目的生命周期从研发到运行的整个过

程，集中体现了“做中学”原则和“基于项目的教育和学习”，让学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消化理论知识，

使得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基于 CDIO 理念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1 所示。经

实践表明：该模式能够有效整合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交流能力
[4]
。 

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标准(ILO)

课程计划

教学大纲

质量保证体系

 

             课程 
教学   学习效果 
大纲 

课程1 课程2 …… 

知识 √   
能力  √ √ 
素质  √  
……    

 

课程计划的学习成果
(outcomes)

与培养目标比较

 
图 1 基于 CDIO 理念的人才培养模式 

2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2001 年世界合作教育协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Cooperative Education)将合作教育定义为 ：

合作教育有机结合了课堂上的学习与工作中的学习，学生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实践于企业中的实际工作，

并能获取报酬，然后将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和增长的见识回溯到课堂，使他们在学习中进一步分析与思考
[5]
。

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学习-工作-再学习”的循环过程。 

校企合作是指以共同利益为基础，通过企业和高校的深入合作，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以

信息和物质的交换为手段，实现共赢互利的合作组织
[6]
。在产学合作教育模式所内含的系统中，学校和企

业的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是系统的基本要素，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是系统的基本条件，工程实践与专业

学习之间的轮换是系统实现的基本途径，产业部门及时反映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是系统运行的基本要

求，并通过双方合作直接作用于人才培养过程
[7]
。 

因此，高校积极探索产学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必要根据当前企业人才需求，逆向推导出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确定学生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制定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建立国际化、实用化和个性

化的培养目标，以“跨越式发展、开放式创新”为战略方向，实现“学生培养”、“教师培养”、“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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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的相辅相成，建设高质量的校内外实训实践基地，从而完成校企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设

计与实践。 

3 基于 CDIO 理念的校企合作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近几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企业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社

会发展的大趋势。计算机、管理与信息服务是信息化人才需求的三个主要方向，同时，对信息化人才提出

了新的要求：优基础、强能力、重创新。基于 CDIO 教学理念，通过产学合作、良性互动的一体化整合，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企业信息化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连接。从而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提高企业信

息化人才培养质量，深化供给方面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社会需求的协同发

展。 

3.1 基于 CDIO 构思校企新型合作模式 

为了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实现高校与企业之间协同创新的共同发展，进行深入的企业研究，分析

CDIO 工作思路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基于 CDIO 的以产业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的建设思路

如图 1 所示。校企协同凝练出信息化人才具体的工程应用能力，构建“宽基础，多模块，可拓展”专业课

程体系，增加和深化实践教学力度；让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突出课程教学、工程实践与工程素质

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发展。在实施过程中，采用系统分析方

法分析课程相关度；通过调查分析课程知识与能力接口，确定专业课程学习的路径和时间，建立应用型创

新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规划）是一个基于信息技术和系统管理思想的管理

平台，为企业决策和员工提供决策运营手段。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理念相结合，已成为现代企业的运作

模式
[9]
。目前，全球 ERP 市场份额中，SAP 排名第一，世界 500 强企业中有 80%使用 SAP 系统。信息管理

相关专业可以立足 ERP/SAP 特色，基于 CDIO 和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依靠校企合作和产学协同，提高学

生信息管理工程实践能力、ERP 工程师专业性、综合素质和 ERP 顾问的核心竞争力。从企业信息化、ERP

行业、SAP 方向三个层次，调研典型信息化企业和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创新人才需求，以应用型创新能力培

养为目标，从企业、社会、高校、毕业生等多方面调研利益相关者需求，深入教学改革，紧密跟踪行业发

展趋势，制定信息化人才培养能力指标体系，并将创新能力指标层层分解，映射到相应的课程、项目、专

题、活动。同时，依托高质量的校企合作基地，整合 SAP金牌合作伙伴的丰富资源，结合信息管理类专业

建设及产业对 ERP 人才的迫切需求，不断打造 ERP/SAP 专业特色。 

3.2 信息化人才培养的需求获取机制 

学校需要从企业信息化、ERP 行业、SAP 方向三个层次，紧密跟踪行业发展趋势，调研典型信息化企

业和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创新人才需求，以应用型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从企业、社会、高校、毕业生等多

方面调研利益相关者需求，深入教学改革，修改传统的教学设计方法
[8]
。以往企业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中，

课程设置与企业实际需求相脱节，导致教材内容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没有突出专业性和实用性，学生

的技术技能训练十分薄弱。基于 CDIO 工程教育的理念，采用讲授知识和启发学生自主实践相结合的理念，

以“案例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引入企业实战项目在高水平实验平台开展实践教学；专业课程中

的一些核心课程由公司的高级工程师讲授，学校搭配专任教师全程参与课程的学习和指导，共同完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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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这种以项目驱动方式和层层递进的原则开展的实践教学如图 2所示。 

 
图 2 进阶式校企合作实践实训教学体系 

3.3 建立信息化人才能力培养创新体系 

根据明确的信息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体系，通过教学模式改革，围绕专业预期“学习产出”，逆向设

计每门课程，基于“ERP/SAP”特色，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基地强大的信息化培训和研发平台，建立并实施

校企合作专业课程体系，培养信息管理类专业人才。在课程体系中引入企业的项目、案例；及时跟踪行业

进展，并在课程/项目教学内容中纳入“五新”技术——新理论、新技术、新工具、新产品和新应用。实

现生产教育一体化的实践教学，解决学生应如何掌握知识，能力和态度的问题。针对课体系程进行优化与

整合，从信息管理基础知识、ERP 基础知识、ERP 专业知识、ERP专业实训四个方面构建课程群，结合 Bloom

分类法，从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六个层次，培养学生创新实践意识、基本创新能力、专

业创新能力、创新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各方面综合素质。 

按照“优化基础，增强能力，提升素质，发展创新”的培养思路，在文化素质教育基础上，增强身心

素质、业务素质和创新素质多方面的教育。使学生在实习项目中，通过学校教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同努力，

可以充分锻炼抗压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学生高度责任感和勇于创新精神。这种经过能力

再造的应用型人才，可以真正适应专业岗位的需求以及行业企业的需要，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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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能力的再造 

培养方向 重要级别 实现手段 评价方式 

基础知识 1 教师理论讲授 理论考试 

实践技能 2 

1.教师理论讲授 

2.学生实践操作 

3.企业项目实习 

案例操作 

工作

胜任

能力 

创新精神 

3 

1.举办各种讲座 

2.视频资料或成功案例的学习 

3.学生竞赛 

4.校内社团活动 

5.校外社会实践 

6.合作企业实习 

能力测试 

情景模拟 

企业反馈 

团队合作 

责任感 

抗压能力 

沟通能力 

3.4 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基地建设系统的一体化设计 

依托校企合作模式的目标和需求，培养以应用为导向的信息化人才，基于运营型开发共享机制设计信

息化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如图 3 所示。通过校企合作平台，企业吸收了优秀的毕业生，学校获得广泛的教

学资源，学生得了真实的工作经验，实现企业、学校、学生三个主体的公共受益。学校与企业通过实训场

地扩建、设备更新、师资队伍培养、实训项目内容改革、社会培训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深度强化实践培

训基地建设内涵，集中整合教学、实训和科研为一体，扩大社会服务功能。它整合了集外部培训、技术咨

询和外包服务，以实现建立多功能实践培训基地的目标。 

企业导师企业导师

校企合作信息服务共享实践基地

共享机制

共同目标

共同建设

信息共享

师资共享

人才共享

效益共享

互惠平等

实习员工实习员工

企业效益企业效益

业界信息业界信息

企业

资源共享企业数据企业数据

学院教师学院教师

学生学生

学校效益学校效益

科研信息科研信息

学院

项目案例项目案例
企业
研发
中心

企业
研发
中心

院校
科研
机构

院校
科研
机构

共享实践基地/网络化实践平台

企业案例库企业案例库实训项目库实训项目库 SAP网络平台SAP网络平台 实践课程体系实践课程体系 教材教材 科研项目科研项目

培养目标

课程建设

人才培养

基地目标

基地建设

人才需求

社会外包业务需求社会外包业务需求 社会信息化人才需求社会信息化人才需求

输入 输入

输出 输出

集中培训、技术资讯、外包服务集中培训、技术资讯、外包服务 教育交流、实验服务、科研服务教育交流、实验服务、科研服务  
图 3 校企合作实践基地的运营型开发共享机制 

3.5 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建设流程 

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中，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 在宏观层面，通过政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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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法规，建立相应的机构，定期发布市场、行业、产品、技术、科研成果和人才交流信息。为学校

和企业提供咨询信息，提供所需的商业信誉、技术能力、管理水平和资金实力，指导和保证校企合作平台

的发展
[6]
。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资助支持校企合作项目的研发; 还可以制定政策法规，形成鼓励学校和企业

合作的政策体系，规范双方的行为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在中观层面，行业协会和教学研究机构等中介组织

应发挥桥梁作用。 如果有第三方力量推动，它将帮助学校和企业合作伙伴更好地相互互动。行业协会熟

悉企业的生产经营，也了解学校的教育活动，也保持中立立场，可以立足行业协会。校企合作提供规划、

咨询、匹配、评估、指导和职业资格标准等服务。在微观层面，重点是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方向、整合水平、

运行机制和合作内容的设计，并配备相应的合作实施和评估反馈机制。具体流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建设流程 

依托 ERP/SAP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和需求，针对 ERP行业的人才能力培训和创新体系需求，设

计产学合作过程，培养企业信息化人才。 从本质上讲，产学协同系统是一种复杂的合作形式，校企合作

双方需要在互赢共利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共同体，并以此形成教学链、产业链、利益链协同管理的运行模

式，进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拓展校企合作。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基础素质培养为主线，结合专业特点，

扩大研究成果，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
[10]

；以学助产，满足企业定制化需求；以产促学，推进产学互动合作

的循环发展体系，实现产学合作一体化专业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 

基于 CDIO 理念通过校企合作，加强企业与学校的联动，提升卓越人才培养导师的实践技能，培养大

量的信息化应用型人才。同时，运用灵活多变的机制促进产学合作，使学生真正从做中学，从学中做，有

效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 

 

合作定位 结合层次 运行机制 合作内容 

中央、地方政府、
教育部门 

行业协会、教研机构
等组成的中介机构 

法规、政策、
制度保障 咨询服务、信息

提供、制定标准、
审核评估 

宏观层面 中观层面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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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如何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大学生人才已成为国家大学和全社会的核心问题。基于 CDIO 的人才培养模

式为信息化人才培养提供了有效的培训途径。通过高质量的校企合作，构建供需对接平台，全面培养学生

的应用和创新能力。 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适应市场变化和企业需求的职业技能，使高校教学改革效果得

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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