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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高铁专业群育训互促培训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赵立冬

一、专业群培训模式研究背景及基础

1.是落实国家层面发展职业院校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法定职责的要求。

国家层面计划从 2019 年开始，“推动职业院校在 10 个左右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

域大力开展职业培训”《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 年）》、《职业院

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均再次强

调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的重要性。

2.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劳动者素质的需求。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我国经济已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职院校作为技能型人才

的培养基地，应在积极开展高水平职业学历教育的同时，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出

发开展职业培训，开发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培训项目；还要从劳动者职业发

展需求出发，实施满足不同发展阶段劳动者职业能力提升需求的培训项目，这样

不仅能够全面地培养高职生、重点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技术技能水平，也能提

升受训者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文化品格高度，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服务。

3.是促进再就业和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教育部在《行动计划》中提出，要

积极开展面向重点人群的就业创业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创业意识、创业知识、

创业能力。高职院校必须开展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广大群体就业的渠道，

促进劳动力再就业，落实教育公平的要求。

4.是新时期高职院校实现职业培训高质量发展的需求。2021 年的全国职业

教育大会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中，必须继续加快建立健全现代职业培训课程教学体系和管理机制，深入贯

彻落实产教融合的课堂管理模式和思想，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

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即 1+X 证书制度试点）

工作”。



成果基于上述背景，探索高职院校基于育训互促理念的高职院校职业培训模

式构建思路、方法举措及运行机制，形成标准引领、平台支撑、项目驱动、互促

共进的高职专业群培训模式，实现企业、受训者、院校和社会的共同发展进步。

二、专业群培训模式研究与实践已取得成果简介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院校要“落实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

的法定职责，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哈铁学院依

拖高铁、城轨产教融合发展项目，为进一步巩固企办校服务人才强企战略实施成

效，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办学水平和服务能力，在国家政策、标准的

引领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校企共同发展为目标，进行高职院校专业群培训

模式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1）政策引领、搭建平台，探索校企一体化专业群培训新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就提出，“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

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国家日益重视

职业培训，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障职业培训体系的建设。自

2010 年学院骨干院校建设期间开始整合、新建建设实训基地，高铁专业群依托

校企共建国家级、省级生产性实训基地、协同创新中心、职教集团、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搭建校企共用共享培训平台。中铁国资，明确学校成立培训中心，出台

《培训管理办法》，对学院部门、二级分院职能进一步明确,构建了标准引领、

平台支撑、项目驱动、成果共享的互促共进高职专业群培训新模式。进一步深

化产教融合，实现培训反哺教学。

（2）资源共享、经验推广，产教融合项目驱动打造专业群培训新机制

专业群根据企业三个层次需求，校企共同开发培训项目。对接中国中铁股份

公司开展“工程测量高技能人才培训”，为企业培养特级技师提供支持；对接中

国中铁各二级子分公司（例如中铁三局）开展员工职业技能竞赛赛前培训，为企

业提供“技能大赛+赛前培训”的一站式培训服务；对接中国中铁各三子分公司

（例如中铁九局路桥分公司）开展员工职业技能竞赛工程测量员大赛“赛训结合”

的一站式培训服务，专业群助力企业提升了测量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激发了员

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动力。



（3）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融合，育训互促结硕果

高铁专业群推行“学培融合”教学改革，从课程内容、师资队伍、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实践实训、教学评价六大方面，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融合。作

为国家骨干校及黑龙江省双高建设子项目，高铁专业群培训模式在推广过程中，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所承办的培训项目被中国中铁、中铁国资报道，4年来累计

培训 2000 余人次，服务到款额达 500 多万元，共建实训基地获评国家级生产性

实训基地 1个，省级生产性实训基地 1个，校企共建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1个，省

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1个。

三、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通过增加“培训”考核指标，解决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协同发展的问题

（1）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缺乏培训意识的问题。一是存在学校开展职业培训

意识薄弱，甚至漠视应有的职业培训职责和法律义务，教学部门主动性不高，对

社会培训需求调研不够等问题。二是存在培训的主要参与者积极性有待提高，缺

乏相关的激励政策，师资力量薄弱的现象。

（2）对接轨道交通产业链，实施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双轮驱动”。学院

充分发挥“企亦校，校益企，校企一家”的企业办学优势，构建了以技能培训为

主体、以企业一线技术服务、应用技术研发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社会服务工作

格局，学院为住建部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考核试点、国家首批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试点。中铁中铁始终坚持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在地位上同等重要的战略定

位。学院抓牢校企一体化办学优势方向，紧密贴合企业，借助企业对职业培训的

需求，发展职业培训。创新推行企业 KPI 绩效考核制度，将培训任务纳入到考核

指标当中，全员签订《目标责任书》，做好职业培训的发展规划、制度设计和机

制建设，充分发挥学校在专业、实习实训条件、师资等方面的优势，匹配好人、

财、物等资源，确保职业培训各项工作深入开展，真正实现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

并举、协同发展。

2.通过设置“个性化”课程体系，解决培训效果不足的问题

（1）存在职业培训内容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高职院校职业培训不能有效

的根据企业需求来进行课程体系制订，多数使用传统教学内容来完成课程，不能



满足职业培训关于新技术、新方法、紧贴技术发展最前沿的要求。职业培训做不

到“个性化”的要求，无法对不同级别、不同岗位的员工做好专项培训，导致培

训效果大大降低，影响企业对与职业院校的培训工作的感受。

（2）“定制式”开发课程体系，提升培训效果。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课程

体系结合企业需求而设计，精准契合企业需求。根据职业岗位能力要求设计而开

发“三级”（新入职员工；专业技术人员；技术专家、管理干部）培训课程体系，

进一步提高培训课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面向企业培训需求中的不同工种、不

同岗位、不同级别，设置符合企业需求、分级分类的个性化培训课程体系，真正

实现学校与企业设备、技术的优势互补，从而达到节约国家教育资源和企业生产

成本的目的，构建校企双赢的培训模式。

3.通过“学培融合”教学改革，解决了资源缺乏的问题

（1）教学资源是高职院校开展职业培训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所需的硬件

设备不足。目前高职院校硬件设备种类和数量有限，只能满足在校学生的实际操

作需求。当高职院校面向社会全方位开展职业培训时，硬件和设备不足的矛盾更

加突出。二是师资规模和质量不足以满足需求。高职院校大部分教师缺乏实际工

作经验，没有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工作，缺乏操作能力，职业培训的规模和质量难

以提升。三是教学资源适应性不足。重知识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处于浅层次，部分专业教学内容跟不上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

材料的应用，实训教学资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难以提供相应的培训课程内

容。

（2）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融合，推行“学培融合”教学改革。实现

从课程内容、师资队伍、教学方法、教学资源、实践实训、教学评价六大方面相

互融合。一方面，专业群对标铁路行业关键岗位的工作要求及职业资格标准，面

向企业开展“定制式”的培训服务，与企业共同制定培训计划、商讨课程内容、

组建师资团队、共建共享实践教学资源，以用户需求为根本，为企业提供优质、

贴心的培训服务。例如，校企共同完成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等多家企业线路工岗

前“2+1”培训、完成中铁三局定制式“赛训结合”一体化培训服务、完成企业

施工现场人员“施工员”考培一体化服务。另一方面，专业群将成熟的职业培训

资源转化为学历教育的教学资源，来拓展和补充学生职业技能，满足学生多元成



长成才的需求。例如，培训大赛方案、课程体系、培训内容均由教师与企业共同

编制，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目前岗位需求，做为专业拓展内容给学生讲授，同时

建成在线开放课程，供企业员工拓展学习。

四、成果的创新点

1.创新了标准引领、平台支撑、项目驱动、成果共享的育训互促高职专业

群培训新模式。

以政策引导和社会产业发展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与开发满足社会经济发展

和适应个人发展需求的培训项目，充分发挥“标准、项目、平台”三要素在职业

培训中的作用，引入新职业标准、国家/行业标准、1+X 证书标准，提高培训项

目开发的适切性；充分整合校内外教学师资资源、教学与培训课程资源、实习实

践软硬件设施设备资源等，共建校级、省级及国家级三级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培训

平台。针对行业关键岗位的工作要求及职业资格标准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联合

企业共同研究制订培训方案、培训标准、课程标准，对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式”

设计开发，提供个性化培训方案，精准契合行业企业需求。

图 1 标准引领、平台支撑、项目驱动、成果共享的互促共进专业群培训模式



2.创新了三级对接“订制式”培训课程体系，提供个性化培训方案

以培训项目为导向，根据企业三个层次需求，分别对接中国中铁股份公司、

中国中铁各二级子公司、各三级子公司，针对行业关键岗位的工作要求及职业资

格标准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联合企业共同研究制订培训方案、培训标准、课程

标准及评价标准，对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式”设计开发，提供个性化培训方案，

将立德树人、职业素质及新技术、新理念融入培训内容，针对当前高铁新标准、

新规范，对接铁路行业岗位职业核心能力标准，开发培训课程体系。精准契合行

业企业需求，强化分层分类培训，提升培训效能。

图 2 创新了三级对接“订制式”培训课程体系，提供个性化培训方案

3.创新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融合，实现培训反哺教学

专业群将成熟的职业培训资源转化为学历教育的教学资源，学历教育课程内

容的开发和实施以企业岗位特点为基点，参照企业培训内容开发的流程及方法，

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研发。教师通过参与企业培训实践，把培训中的有

效教学方法应用到学历教育的“三教”改革，来拓展和补充学生职业技能，满足

学生多元成长成才的需求，从而形成职业培训促进学历教育教学改革、学历教育

和职业培训相互融通，实现育训互促，真正做到了让学生获益、让教师成长。



图 3 创新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融合，实现培训反哺教学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校企深度合作，育训互促，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该成果推广后，积极推动企业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升。

毕业生主要就业于世界 500 强的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和全国 18 家铁路局等国有

大型企业。近三年平均就业率达 96%，单位满意率达 97%，就业对口率 95%以上。

学生获国家级、省级大赛各级奖励共 113 项，获取“1+X”证书 1000 余人。

2.以培促赛、以赛促教，助力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2019 年获国家级测量综合实训基地、省级高铁施工生产性实训基地、省级

测量协同创新中心，与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南方测绘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了“测量产业学院”和“高铁产业学院”，搭建了校企合作平台。

学校利用专业教育资源优势，搭建了中国中铁工程测量特级技师培训、住房

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培训平台，在提供高端技能人才培训及推进施

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方面进行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开展中国中铁工程测

量特级技师培训、各级子分公司专业技能人员培训、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

场专业人员培训 3000 余人次。

专业群总结校企合作开展“技能大赛+赛前培训”的经验，积极举办各级各

类技能竞赛，结合相应的“1+X”技能考核，将相关基本技能、专业技能与比赛

项目相结合。教师通过参赛学生的表现情况和比赛结果，反思自身教学的方式方

法是否存在问题，与学生形成良性互动，达到“以赛促教”的效果，实现教学相

长，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先后承办了 2021 年、2022 年黑龙江省职业院校工程测



量赛项（高职组）比赛。多次承办了中国中铁、中铁三局、中铁九局等企业工程

测量人员技能比赛。

3.产教融合搭建平台，专业建设成果显著

该成果在本校实践后，企业的技术人员积极参与学校的专业建设，与中铁三

局、中铁四局等共建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 24 个。通过校企共建的生产性实习

实训基地，通过实训基地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学校“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

教师通过挂职锻炼专业技能得到了提升。校企共建高铁专业群资源库 1个，包括

技能资源库和施工现场培训资源库。校企合作出版教材 25 部，其中 6部获评“十

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获全国教材建设二等奖 1项，省教材建设奖 3项；

省级教学成果奖 4项；建成省级精品课 8门；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 1个，省级

生产性实训基地 2个；省级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1个；省级教学团队 2个，省级课

程思政教学名师 1人；教师参加各类比赛获奖 50 项。实现了专业共建、人才共

育，打造了高铁行业人才培养高地。

4.校企合作共赢、资源共建共享助力校企高质量发展

该成果在职业培训促进学历教育教学改革、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相互融通、

育训互促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创新了校企一体化高铁专业群培训新模式、在

专业群培训新机制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向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内多

家同类学院推广。引领和示范作用日益凸显，对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助力企业人

才发展，学校专业全面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高铁专业群

育训互促培训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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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中铁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试点工作制度









三、培训大赛

1.面向中铁系统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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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三局第四届员工技能竞赛培训



2021 年中铁九局测量员技师培训



2021 年中铁九局晋升技师和高级技师实验班培训



2.铁路集团公司“2+1”培训

青藏铁路公司 2+1 线路工、桥隧工培训教学计划



沈阳铁路局 2+1 线路工培训计划



3.建筑信息模型（BIM)1+X 证书培训



BIM 考前培训方案



4.承办省级赛项

2017 年省级中职工程测量大赛



2018 年省级中职工程测量大赛

2021 年省级高职组工程测量大赛



2022 年省级高职组工程测量大赛



5.“1+X”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公示







6.个性化培训方案

学员参加考试



过程考核样本

网上调查问卷



培训效果反馈表



四、课题

1.赵立冬主持“高速铁道技术专业轨道工程实训工区建设与使用功能研究”课题



2.赵立冬主持“高速铁道技术专业校企合作课程开发的研究与实践”课题

赵立冬主持“高速铁道工程技术专业校企协同顶岗实习的实践研究”课题



3.于航参与“融合顶岗实习过程中的毕业设计改革与实践”课题





4.高阳主持“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下的课程思政”课题



5.高阳参与“高职《工程识图》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6.李楠楠、于航参与”高职教育铁道工程专业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的研究“课题



7.刘畅、孟朝龙参与”职业岗位核心能力线上精品课程建设与应用研究“课题



五、论文

1.赵立冬发表“中国高速铁路工程发展现状及建设特点”



2.王永智发表“高速铁道工程技术专业顶岗实习中职业素质的养成”







3.王永智发表“工程测量精度的控制分析”



4.刘畅发表“高速铁道工程施工中常见的技术问题及有效对策”



5.刘畅发表了“高速铁路工程技术探析”



6.刘畅发表“铁路工程项目施工风险管理及对策研究”



7.刘畅发表“高速铁道工程施工中技术工作的管理”



8.于航发表“深基坑开挖对既有桥梁的影响因素分析”



9.于航发表“铁路软弱围岩隧道塌方处治施工技术”



10.于航发表“道桥施工中的钻孔桩灌注桩技术研究”







11.于航发表“谈软弱围岩铁路隧道开挖安全施工技术”



12.于航发表“铁路施工工程路基质量控制措施探究”



13.于航发表“高速铁路路基过渡段施工质量控制分析”



14.李楠楠发表“地下结构防水施工方案设计”



15.李楠楠发表“土木工程施工中混凝土施工技术分析”



16.高阳发表“大型钢套箱承台施工工艺”



17.高阳发表“浅谈地铁浅埋暗挖法施工技术”



18.高阳发表“工程测量数据处理系统的研制”



19.高阳发表“土木工程测量施工中的测量施工”



20.孟朝龙发表“我国工程测量的发展现状与思考”



21.孟朝龙发表“浅谈高速公路桥涵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措施”



22.孟朝龙发表“基于岗位核心能力培养的“隧道工程”课程教学模式”



23.孟朝龙发表“高铁施工技术管理方法探讨”



六、专利

1.赵立冬 一种岩土工程勘探钻孔装置



2.赵立冬 一种岩土工程用支护装置



3.刘畅 用于高速铁路的道钉螺栓拆装装置



4.刘畅 高速铁路施工用的抬轨钳



5.于航 一种土木工程用吊装设备



6.于航 一种土木工程用测绘设备



7.王永智 一种土木工程用袋式收尘装置



8.王永智 一种土木工程用全自动弯管机





9.李楠楠 适用于土木工程施工折叠架



10.孟朝龙 一种新型土木工程用钢丝缠绕装置







11.陈凤君 螺栓紧固并涂油的机动扳手



七、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

1.校内推广应用证明













2.校外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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