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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航海类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史方敏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 浙江 舟山 316021 ）

摘

要 ：目 前 职 业 教 育 正 处 在 类 型 定 位 发 展 的 关 键 期 ，深 化 产 教 融 合 、实 施 协 同 育 人 是 促 进 产 业 链 和 教 育 链 深 度 耦

合，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针对高职航海类专业产教融合深度不够、教学与生产不对接、师资国际化培
养路径不畅、培育航海工 匠精神载体缺乏等问题，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航海类专业产教融合协同 育 人 培 养 模 式
的探索与实践为例，通过创建“一智库、三平台”国际化产教融合共同体、创新 “三段、三通、四融”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 、创
建培育工匠精神的“指南针”航海文化育人品牌等具体实践举措，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培养国际化高素质航
海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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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1991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提倡产教结合，工学结合”至今的 30 多年
来，国家、各部委层面先后出台涉及“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法规、文件多达 10 个，尤其是 2017
年以来，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国
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等相关文件更是密集出台。
这些文件的出台，为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相关举措，为促进教
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提供了基本遵循[1]。深化产教融合、实施协同育人是提升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精准定位，推进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手段。
1

航海类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面临的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正处于由船员大国向船员强国转变，航海人才的培养要求
越来越高。有效的培养模式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促进
产教融合校企
“双元”
育人[1]，这为高职航海类专业探索实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指明了方向。但在实
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的实施还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一是校企合作机制建设不够完善。校企合作平台和载体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学
校重育人，企业重效益，企业在合作育人机制联动建设上动力不足，校企双方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无法有效
形成。
二是校企合作范围不够广泛。缺乏政府、
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推动，
校企单一自发合作难以形成大范围、
多
元化企业共同参与的产教融合联盟或集团，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无法实现有机衔接，校企利益
链、
资源链无法真正形成，
尤其是缺少行业龙头企业，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实施受益学生比例较低。
三是校企合作程度不够深入。目前，有些校企合作尚未形成有效的组织架构，致使校企合作平台或载体
缺乏对应合理的决策管理模式，仅靠协议维持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模式下，校企间难以形成长久、有效的
沟通渠道，也难以开展实体化办学和实施“政行校企”多元协同育人[2]，无法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有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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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进而造成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困难、师资国际化培养路径不畅、协同培养育人载体单一、学生成长渠
道不通畅、
培育航海工匠精神载体缺乏等问题。
2

航海类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探索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
）紧跟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政策导向的步伐，不断理解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的内涵[3]，对推进过程中的相关政策安排与探索创新面所临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结合
学校办学实际和航海类人才培养目标，创新校企合作机制，切实破解制约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遇到的瓶颈
问题，
逐步形成一批校企合作平台，
为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培养航海人才提供坚实基础。
2.1

创设
“政行校企”沟通智库
1991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提倡产教结合，工学结合”。
学校顺应政策导向，开始和东方海外航运货柜有限公司合作办学，并联合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成立航海教育
咨询会，建立咨询会“政行校企”组织架构，召开了第一届会议，创设“政行校企”沟通智库，形成了政府指导、
行业参与、
校企合作办学有效沟通机制。
2.2

兴建混合所有制东方海外海事学院
2006 年 11 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实施校企合作，

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学校深刻认识到国家对全面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要求的紧迫性，依托与东方海
外航运货柜有限公司十多年的良好合作办学基础，于 2008 年签订《合作开办混合所有制学院协议书》，兴建
东方海外海事学院，以校企“共同出资、资源共享、过程共管、
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实训实习基地。校企共同
投入 5 000 多万元，
合建国际海员培养大楼，共同建设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 2 套、轮机模拟器 2 套、电子海图
操作系统 2 套、GMDSS 模拟器系统 1 套、雷达模拟操作系统 1 套，建设航海模拟训练中心和轮机模拟训练中
心，
形成校内虚拟仿真教学工厂，
创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校企组合新模式。
2.3

建立股份制万邦液货运输培训中心
2014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健全促进企业参与制度，建立健全

产教融合制度。学校根据政策导向，发挥航海教育咨询会智库的桥梁作用，在前期与新加坡万邦航运集团合
作的基础上，建立股份制万邦液货运输培训中心，成立董事会运行机制，面向国内外开展校企合作共同培养
培训航海人才，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
2.4

组建长三角江海联运产教联盟
学校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文件精神，依据文件提出的“推行集团办学制度”政

策，于 2017 年牵头组建了长三角江海联运产教联盟。学校联合联盟内企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实施优质海
员培养行动计划，全面开展航海人才学徒制培养，创建“三段、三通、四融”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即重构适应
“校-企-校”能力递进“三段式”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深化陆海贯通、育训互通、课证融通的“三通育人”课程内
容整合；强化理论与实践融合、仿真与实操融合、教学场所与生产场所融合、专业教师与企业师傅融合的“四
融”
育人机制，
突出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双线并重”的育人理念。
2.5

创建浙江巴新-浙江乌克兰国际海事学院
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参与配
合‘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学校顺应形势，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8 年同巴布亚新
几内亚太平洋海事学院、乌克兰马卡洛夫国立造船大学合作，成立浙江巴新-浙江乌克兰国际海事学院，梳
理分析国际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海事法规、规范，建立航海类专业课程、师资、实训条件建设等国际
通用的教育教学标准，编制系列教学案例，形成中国特色、可推广复制的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打
造优质航海教育输出新平台，输出中国航海职教方案。
3

航海类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实践举措

学校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不断改革创新，先后与二十余家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开展“政行校企”
合作，创建“一智库、三平台”国际化产教融合共同体，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认可。学校深入推进航海教育现代学徒制培养，创新工学结合的“三段、三通、四融”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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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专业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课程与岗位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海洋强
国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航海人才。
3.1 创建“一智库、三平台”国际化产教融合共同体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先生发起在学校成立全国首个专业智库——
—航海教育咨询会，为学校航海教育提供
发展咨询和决策指导。在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和咨询会的支持下，学校先后创办了东方海外海事学
万邦液货运输培训中心和浙江巴新-浙江乌克兰国际海事学院，建成“一智库、三平台”国际化产教融合共
院、
同体，
其架构如图 1 所示。
“政行校企”
全方位支撑国际化航海人才培养，
有效解决产教融合深度不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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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库、三平台”国际化产教融合共同体架构

创新“三段、三通、四融”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校行企联合成立学徒制人才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创新“三段、三通、四融”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2
所示。学校重构适应“校-企-校”能力递进“三段式”人才培养实施的课程体系，校内依托大型船舶操纵模拟
器、轮机模拟器等虚拟仿真实训设备、自动化机舱工作实景建成“船舶岗位工作场景平台”，开展“虚拟仿真
教学”
“工作情境教学”
；校外加强与企业深度合作，利用企业运营船队组建“海上教学工场”，开展生产教学，
有效解决教学情境与海上工作场景不对接、存在差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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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三通、四融”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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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培育工匠精神的
“指南针”
航海文化育人品牌

在“一智库、三平台”国际化产教融合共同体运行过程中，学校加强中国传统优秀航海文化研究，推进境
外航海文化交流，创建“指南针”航海文化育人品牌，挖掘提炼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把思想政治教
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打造第二、三课堂育人平台，依托“12345”即一项赛事（全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两个
节日（世界海员日和航海技能节）、三校（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国际海运职
业技术学院）夏令营、德行四海校训和五星红旗护卫班的航海文化育人载体，切实加强学生航海工匠精神培
养；邀请航运界专家、精英来校做讲座，引导学生树立“航海梦”
，培养学生海洋强国战略意识、航海工匠精
神、
爱国爱岗情怀；加强准军事化管理，培养学生工作中的严谨作风、服从意识，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
提高职业忠诚度。
3.4 打造
“双师双能双语”教学创新团队
学校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东方海外航运货柜有限公司、新加坡万邦航运集团等航运知名企业合作建
立流动“教师工作站”，定期选派教师上船实践，实施教师全员轮训制度，提升专业教师实践技能。学校还依
托“一智库、三平台”国际化产教融合共同体，推行企业导师特聘岗制度，按照“双向交流、互换岗位、校企互
聘、
引派结合”的工作运行机制[4]，聘请行业企业一线资深船长、业务骨干组建专兼结合的“双师双能双语”教
学创新团队[5]，有效实现校内专职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的双向交流与能力互补，解决了长期困扰高职航海教
育专业发展的“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的难题。
4 航海类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实践成效
4.1

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国际化航海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

航海类专业办学规模逐年扩大，近五年招生规模年均增长 10%左右。航海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学生
2021
连续 3 届荣获海员技能省赛团体冠军和国赛团体三等奖；甲类三副/三管轮适任证书通过率逐年提升，
届毕业生升至 45.2%；学生就业率超过 97%，特别是“优质海员培养”行动计划开展的“现代学徒班”学生就业
对口率达 100%，高于普通班级 25%，平均薪酬高于普通班级 21.6%；每年到境外知名航运公司就业的毕业
生占比达 57.5%，学生就职企业满意率在 96%以上。
4.2 实训基地条件明显改善，
虚拟仿真教学模式广泛应用
航海类专业建成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 1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 1 个、国家级协同创
新中心 1 个、省级产教融合实训实习基地 1 个、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1 个、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 2 个、省
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1 个。航海类专业还拥有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轮机模拟器、游艇操纵模拟器、
雷达操作模拟器、
GMDSS 仿真模拟器、电子海图操作系统、液货操作仿真系统、数字海图实训中心、航海虚拟
仿真实训平台、航海虚拟仿真体验中心、航海虚拟仿真教学创新研发中心等虚拟仿真设施设备和场所，基本
实现学生培养全周期实训虚拟仿真教学模式的普及。
4.3

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不断创新，校企相互促进共生共长
“一智库、三平台”国际化产教融合共同体、
“长三角江海联运产教联盟”已经成为“政行校企”互联互通

的平台。学校开办的混合所有制“东方海外海事学院”、股份制“万邦液货运输培训中心”为深化产教融合开
辟了新载体，成立的“委员会”
“董事会”
“理事会”等组织架构为校企协同育人提供了决策管理模式，坚持的
“共同出资、资源共享、过程共管、合作共赢”原则丰富了校企联合办学的运行机制，实施的“优质海员培养
行动计划”为我国高职航海类专业校企协同培养人才提供了借鉴范本。自实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
以来，学校已输送 4 000 多名毕业生到 30 余家境外世界著名航运企业工作，航迹遍布全球 100 多个港口，
近 1/3 的人员成长为远洋船长、轮机长和公司高管。学校依托浙江巴新-浙江乌克兰国际海事学院，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培养培训海员 3 000 多人次；与 4 个国家的 4 所高校开展师资队伍共建共享，安排教
师赴国外学习交流 52 人次。“舟山海员”品牌享誉国际航运大舞台，使学校成为“亚洲海事教育及培训奖”
获奖单位。
5 结束语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的深入实施，需要学校紧跟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政策导向，不断理解深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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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融合新内涵，对推进过程中的相关政策安排与探索创新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学校要搭建实质
性的校企合作共同体平台，将校企命运互联、利益共生摆在首位，注重校企一体化提升和实质性融合；要构
建“政行校企”共同决策组织机构，形成有效的决策职权体系，规范合作办学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标准和细
则，确保校企双主体履职尽责；要推行企业导师特聘岗制度，积极实施校企员工相互聘任、双向交流、互换岗
位、相互取薪，推进校企深度融合的师资团队建设。校企要共建育人文化，将学校特色文化与合作企业特有
文化互融互通、共生共长，形成航海文化育人品牌，植入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在师生中形成校企协同育人
情感认同，
以培养更多兼具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的国际化高素质航海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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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Maritime-related Majors
SHI Fang-min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ffairs, 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Zhoushan 316021, 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urrently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yp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Deep－
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implement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re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deep coupling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education chai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
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maritime -related majors, decoupled teaching and production, unclear international cultivation
path for teachers, and the lack of spiritual carriers for cultivating maritime craftsmen, the maritime-related majors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are taken as an example for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one think tank, three
platforms”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of “three sections, three
links, four integrations”apprenticeship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and the creation of nautical culture education
brand“compass”that cultivates craftsman spirit and other specific practical measures, promotion of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college-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international
high-quality maritime talents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aritime-related majors;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