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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urse system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raining mode is to allow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ntire process of training students. It can formulate the scheme of teaching cours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enhance students' theoretical level and practical ability by introducing the industry's 

most cutting-edge technology or the researching project in the enterprise itself.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urse 

system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raining mode fo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can bring tripartite benefit among 

universities, enterprises and students. 

Keywords—comprehensive talents;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eaching course system; electronic information 

电子信息类专业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教学课 

程体系改革初探 

王中训 1   杜康康 2
 

1) 烟台大学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烟台，山东，中国 

2) 烟台大学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烟台，山东，中国 

摘  要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教学课程体系改革是让企业全程参与学生的培养过程，根据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教学课程体系

和方案，通过引入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和企业本身的在研项目来增强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实践证明，电子信息类专业校企

联合培养模式教学课程体系改革可以带来高校、企业、学生三方共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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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对电子信息类专业全面人才的需

求呈逐年增加之势。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现有的教学

课程体系偏重于理论，忽视了实践环节，导致电子信息类

专业学生与市场需求脱节[1]。本文从国内高校电子信息类

专业的教学现状出发，针对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科之间的交

叉融合，以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为着力点，从培养体系、课

程平台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探讨了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

系改革的措施。 

 

2.传统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2] 

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质量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宗旨，

也是本科教育的出发点。一直以来，受人才培养定位不清

的影响，多数院校在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上的思

路不清晰，主要表现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上存在定位不清，

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电子信息类专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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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丰富、要求较高、综合性强的学科专业。它涉及电子

信息技术、无线电通信技术、传感与控制技术和计算机应

用技术等多门学科。从我们学校及其他院校目前的教学课

程体系来看，电子信息类等专业传统课程体系存在如下主

要问题: 

（1）传统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知识覆盖不全 

从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适合行业发展的人才需具

备的知识涉及电子技术、无线电技术、传感与测试技术、

控制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多学科技术。而这些技术分

别属于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类、电子信息工程类和仪器仪

表类专业。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很多院校对这些专业

的课程设置一般都会偏向某一领域，导致课程设置不全或

知识点覆盖不够。例如电子信息类专业的课程设置就往往

会偏重电子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以及传感与测试技术，而

计算机应用技术方面的课程就相对较弱，不能满足行业对

人才全面发展的需求。 

（2）传统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结构不够合理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很多高校的电子信息类课程体

系中，理论课程所占比重过大，而实践环节比重过小。在

这种体系结构下,培养出的学生多是“理论型”。当今社会

进入信息科技时代，需要大批“全能型”人才。高校应当

转变培养思路，人才培养模式应从“理论型”向“全能型”

转变，而加强实践应用环节的教学，利用校企联合培养模

式引进企业的前沿技术来促进学生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是培养“全能型”人才的有效措施。 

（3）传统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不够完善 
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的符

合社会发展的全面人才，可见高等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

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从目前的大学生的实际就

业情况来看，经常出现如下情况：学生的理论知识很丰富

但动手能力较弱，或者是学生掌握的理论知识较落后，不

能适应最前沿的技术需要。这些问题反映了传统电子信息

类专业课程体系存在重传授理论知识、轻培养实践能力；

重传统知识的传承、轻前沿技术的学习等问题。虽然部分

高校通过增加实验课来加强实践环节，以求增强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但实验课的操作内容与最新的行业前沿技术

脱节严重，实验操作内容相对单一，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

抄袭现象，造成高校培养的人才无创新发展意识、实践能

力较弱等现象。 

3.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1] 
(1）以培养适合行业需求的高素质全面人才为目标来

设置课程体系，把行业中最前沿的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

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知识引入课程体系中，突

出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适应性。 

（2）站在行业整体的高度上构建新型课程体系，构建

涵盖学科基础理论、公共基础理论和实践动手能力平台的

多元化课程体系，引导学生由“理论型”向“全能型“转

变。 

（3）注重加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通过在新的

课程体系中引入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中企业的技术力量来增

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使学生能将知识和能力进行有机

结合，使学生能早日满足行业的需求。 

（4）更新教学内容重构课程体系，以电子信息类专业

课程体系改革为契机，注重加强教材理论性和适应性建设，

注重加强理论前沿性建设，构建既有理论性又符合行业发

展的新型教材体系。 

4.电子信息类课程体系改革[4]
 

电子信息类专业校企联合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改革是让

企业参与高校课程体系的制定与实施，利用企业的专业资

源对学生进行培训，能锻炼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实现电

子信息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求无缝链接。而校企联

合培养模式能加强高校与企业的交流，搭建高校理论教学

与企业前沿技术对接的基础实验平台，将企业前沿技术引

入到高校理论教学当中，创新高校理论教学路径，增加实

践教学环节，通过参与校企联合培养企业的在研项目，使

学生能在学好理论的同时掌握行业最前沿的技术，能起到

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的作用；同时，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教

学课程体系也鼓励企业参与教学，培养符合企业自身需求

的人才，从而增强企业人力资源优势。符合行业发展和企

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掌握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知识和

行业前沿的技术。对于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下的电子信息专

业课程体系采用“学科基础理论平台+公共基础理论平台+

实践平台”的结构。 

（1）夯实基础，构建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科基础理论平台 

目前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主要包括电路

分析基础、信号与系统、电路信号与系统实验、模拟电子

技术基础、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数字信号处理、电磁场

与电磁波、射频电路等。应整合目前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基

础课程，构建基础理论平台，使学生能扎实学习这些专业

基础知识，为以后工作中的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利于

增强行业适应力。在搭建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理论平台的

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各课程间的重复，同时又要把握各课

程间的融合。通过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实施，进一步对电

子信息类专业学科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整合优化，加大企业

在研项目参与教学比重，加强实验实践教学比重，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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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拓展，构建电子信息类专业公共基础课程理论平

台 

公共基础课程模块包括电子技术、计算技术基础课程、

无线电通信类课程以及测控技术课程。其中电子技术部分

课程主要有: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计算技术部分课程主要有:C语言程序设计、微机原理及接

口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无线电通信部分课程主要有：

信号与系统、高频电子线路、通信原理等课程。测控技术

课程模块主要包括传感器及检测技术、自动控制原理、计

算机控制系统等课程。这些课程均是电子信息类专业都必

须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通过引入校企合作企业的技术力

量加强这些课程的教学,为学生以后的就业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3）全面发展，构建集中性实践教学平台 

电子信息类专业各课程的实验部分都是围绕该课程内

容而开设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深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对电子信息类专业各课程知识的

理解和运用,有必要开展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但是，传统

的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过于老套，严重滞后于行业实际情

况，以至于培养的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不能适应行业发展。

而新型的实践教学平台将企业的最前沿技术加入到学生的

日常课堂中，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参与到企业的在研项目中，

可以让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增强的同时，又能掌握一定的

最新前沿技术，同时，还能让企业招揽到既有丰富的理论

知识又有一定实践动手能力的优秀人才，可以实现三赢。 

（4）拓展视野，构建学生课外电子科技活动平台 

由于高校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同学在掌握好基

础知识的同时，还想学习一些课外知识，课外电子科技活

动平台就为这样的同学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主要是组织学

生参加一些全国、省级的电子科技大赛、物联网大赛等电

子科技活动来拓展同学们的视野，同时，还可以与校企合

作企业联合举办电子科技竞赛，通过校企合作企业的专家

来拟竞赛题目，现场讲授所需的理论知识，然后同学们分

组进行竞赛，最后通过实物展示、答辩等环节评选出优秀

作品，通过这样的电子科技竞赛可以增加同学们的理论知

识，又可以增强同学们的实践动手能力，让那些“吃不饱”

的同学可以吃得饱。目前，学院主要有EDA、FPGA实验室，

每年组织学生组队参加全国和山东省电子科技大赛，均取

得不俗成绩，同时，学院还联合烟台市三航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举办“三航杯”电子设计大赛，迄今已举办四届，在

同学中反响很大，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5.实施效果 

5.1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推动学生就业工作 

通过对现有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进而构建新型电子信

息类专业课程体系，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行业最前沿的理

论知识，而且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融于教学的全过

程，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

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创新教育为一体，造就适应行业

发展的全面人才。近3年以来，我院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积

极参加各类科技竞赛活动和科技基金项目立项，在全国电

子设计大赛、山东省电子设计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科技竞赛活动中，先后获得省级

及以上奖励60余项，获得发明专利7项，共获得校科技基金

立项80余项。通过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实施，实现学生知

识和能力的有机结合，为学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

2015届毕业生首次就业率达80％左右，相当一部分学生进

入歌尔声学、富士康集团、东方电子等知名大型企业，显

著推动了我院就业工作。 

6.结束语[5]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课程教学体系改革是让企业全程参

与学生的培养过程，根据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课程

教学体系和方案，通过引入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和企业本身

的在研项目来增强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对高

校、企业和学生三方而言均有明显的优势：不仅可以改变

传统教学课程体系知识陈旧落后，重理论轻实践的格局，

也可以使学生增强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使自己变成“全

能型”人才，同时也可以使企业招聘到一上岗就能立刻产

生效益的优秀人才，减少二次培训的时间和成本，可以大

幅度减少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可以说，校企联合培养模

式课程教学体系改革可以实现企业、高校和学生三方共赢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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