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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航海业也呈现出了快速发展态势，现代化海洋

工程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针对于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来讲，为强化专业教学质

量，需要实施“产、学、创、用”一体化实践教学，以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基于此，本

文主要分析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产、学、创、用”一体化实践教学的开展对策，希望可以为相关人士

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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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hina's navigation industry has also shown a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modern Marine engineering has put 
forward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For the majors of 
shipbuilding and Marine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integrated practical teaching of "production,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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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of "production, learning, innovation, application" in shipbuilding and Marine engineering majors, and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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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发展中，积极开发海洋与利用海洋是

当前时代发展的关键内容。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发挥海洋优势并将其转变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目标

十分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人才市场中

的海洋人才十分匮乏。在这一基础上，我国对海洋

人才培养非常关注，已经成立了诸多专业的高校，

例如中国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以及大连海洋大

学等等，培养出了诸多专业性人才，在强化海洋科

技创新与服务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提供了极大的

支撑。当前，海洋资源开放和利用已经进入了全新

的发展阶段，虽然海洋大学较多，但船舶与海洋工

程的应用型人才较为匮乏。所以，需要运用形式有

效的措施来强化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教学的有效

性，可以实施“产、学、创、用”一体化教学模式，

以此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为行业发展提供支撑。 
1 当前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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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实践教学缺少重视 
其一认识上对实践教学缺少认识，在教学中始

终都倾向于传统教学，即为“重理论、轻实践”、 
“重课堂、轻课外”。例如在人才培养计划中，没

有为学生安排较多的实习实训实践，也没有完善的

实习指导计划与考核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导致学

生学习效率和效果始终难以得到提升；其二即为实

习经费匮乏，实习质量始终得不到保障。在船舶与

海洋工程专业实习过程中，其交通与住宿等费用普

遍较高，指导教师在制定实习计划的过程中，通常

都是以经费为核心来对实习做出安排。例如某船舶

工程学校普遍集中在当地船厂或附近船厂来进行实

习，而其他实习经费充足的高校都是到外地进行实

习，这样就会导致学生专业能力较为薄弱。 
1.2 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不足 
目前，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知道基本

上都是由青年教师担任，虽然这类教师具有较高的

学历与专业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自身因缺

少实践环节训练和锻炼，使其难以很好的胜任专业

实践指导工作。另外，与课堂理论教学相比较来讲，

外出实践指导应联系诸多船厂，相对复杂且麻烦，

并且整个过程都需要承担学生在实践阶段的生产安

全责任，所以，使诸多教师都不愿意承担实践教学

任务。同时针对于部分高校现有的考核体系来讲，

其存在偏重科研的现象，没有一套完善的实践教学

考核评价体系，进而导致实践教学难以得到有效的

评价，长此以往，就会影响到教师对实践教学的重

视度。 
1.3 企业缺少参与实践教学的主动性 
目前，各大高校的招生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这

样就会给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带来较大的压力，在这

一背景下，诸多企业都开始不愿意接收高校到企实

习，主要因素即为顾虑安全问题与影响企业自身正

常生产，还有部分原因即为企业在生产阶段通常都

是将经济效益作为首要考量标准，而学生到厂实习

并不会给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带来帮助，甚至还会

直接影响到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对企业经济发展

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诸多企业都对实习生招收抱

有消极态度。另外，校企之间也缺少多方位的合作，

近年来，学校与企业两者之间的合作基本上都是停

留在学生单方面实习，实习内容也较为单一，在过

程中企业没有认识和意识到校企合作对强化自身科

技实力的重要性，也没有借助学生实习来为企业自

身进行宣传。 
2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产、学、创、用”一

体实践教学体系思考 
2.1 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于海工类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来讲，需要

重视应用型人才培养，在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

面来进行： 
其一即为产教融合。产教融合包含了教学体系、

教学团队、教学资源以及人才培养方案，在过程中

可以通过“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来开展教学，在

学生进入到企业工作之前，可借助完善课程开课内

容与顺序来提升学生们的能力。针对于船舶职业的

特殊性来讲，学校可以与企业进行协商，然后制定

三方协议，进一步明确学生在实习阶段的自身权益，

使学生在未来可以拥有自觉就业的选择权。 
其二学研融合。在这一阶段需要学生参与到船

舶与海洋工程研究队伍中，使其可以参与教师的课

题项目，这样对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具有

极大的帮助。另外，学校也需要依照专业来创新科

学研究，以此来为学生专业学习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其三即为专创融通。专创融通主要包含了创新

理念的培养与工程素养，针对于创新理念培养来讲，

即为提升学生们的创新欲望、创新思维、创新方法

以及创新能力。在过程中可以运用理论与实践相融

合的方式来开展授课，使基本原理学习与实践操作

交叉进行，让学生们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提升自身

创新意识；针对于工程素养来讲，应培养学生工程

知识素质、工程思维素质、工程实践素质以及工程

创新素质等等，在过程中可以开展基础学科实验与

计算机模拟实验，前者主要为物理实验与金工实验，

后者则着重强调船舶制造技术与海洋运行安全技术

以及勘探技术的学习，这一点需要学生全面掌握力

学内容，可以借助技术实验方式来开展学习。 
其四即为三阶递进。构建专业课程群体系、创

新实践体系以及综合训练体系，使船舶与海洋工程

专业教学实现统筹、联建以及多学科多专业共享。 
2.2 完善实践培养体系，强化校企合作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教学在人才培养阶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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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校内开展教学的基础上，还

需要实施校外实践教学。在校内实践教学中，专业

教师应依照行业实际发展情况与学科特点来安排开

展实践教学，例如创新实践、焊接工艺实践以及船

舶修造实践等等，确保学生可以的在校内实习工厂

体会到实际工作开展中的重难点。然后随之依照校

内实践平台来制定实验大纲，这样就可以使学生循

序渐进的开展实践操作，长此以往，学生们的动手

能力就可以得到强化。另外，针对于校外实践体系

建设来讲，校方则需要依照学生们的学习情况来为

其设置认知实习与生产实习以及毕业实习等多项内

容，整个过程都应科学安排时间。上述两种实践教

学模式都需要校企双方进行良好合作，这样才可以

使学生了解到企业技术与生产理念，这对于强化学

生对专业学习的感性认识有着极大的帮助。同时在

过程中学生还可以深入到企业内部，直观了解整个

工作流程，例如设计环节与钢材处理环节以及分段

制造等环节，针对于一些专业技术来讲，如造船生

产管理以及造船检验等，学生也可以进行实际操作

实践。此外，在人才培养阶段，高校也可以与企业

合作来为学生配备企业导师到校教授知识，这样不

仅可以实现理论教学与企业实践的融合，学生也可

以向企业导师提出自己在日常学习中不懂的问题，

校企融合下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教学可以全面提

升学生们的技能水平，进而使学生成为应用型人才。 
2.3 积极开发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

教学条件 
开发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是高校船舶与海洋工程

专业教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路

径之一。虽然这种定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缺少灵活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加快实现

专业发展目标。当前，诸多高校都设置了船舶与海

洋工程专业，并且还有一些固定的专业院校，本专

业的高校基本上都是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

区，因此，可以借助其良好的地理优势和海洋资源

来建立实践教学基地，这样可以增加学生们的实践

机会，学生也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专业实

践基地成立之后，高校则需要依照行业发展需要与

学生能力以及实践情况来建立人才培养计划，同时

在具体实践阶段，也应做好实践演示工作。例如在

开展船舶安全性能测试实践教学过程中，专业教师

应先进行实验操作，即为船舶的回转性能与航向稳

定性能以及船舶航行惯性等等，在教师完成之后其

应引导学生汇集实验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处理来分

析船舶安全系数及影响船舶安全性能的因素。在通

过这种实践教学模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全面掌握船舶

安全性能的影响药店，还可以使其了解船舶安全性

能测试的分析方式，进而全面实现实践教学目标。 
2.4 培养“教、创、做”一体化的教师队伍 
在高校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教学中，高素质的

教师队伍是实践课程教学目标实现的关键要素。针

对于“教、、创、做”一体化教师队伍的建立来讲，

需要教师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技术能力，不仅要

求教师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其还应具备较强的语言

表达能力和系统分析能力以及问题处理能力。所以，

在这一背景下，专业教师应深入到海洋教学基地来

进行实践探索，并且学校也应定期对专业教师开展

技术培训，积极鼓励专业教师参与到全国性的竞技

大赛中，以此来强化教师的专业素质与实践教学能

力。另外，还需要健全专业教师的奖惩机制，针对

于实践教学能力相对较差的教师来讲，需要对其进

行改造，也可以让其到实践基地进行实地学习，强

化教师的薄弱技能，这样才可以为海洋与船舶工程

专业教学有效开展输送更多具有能力的教师，也可

以强化专业实践教学的有效性。 
3 结束语 
综上，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船舶与海洋工程

专业可以说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研究的关键，对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船舶与海

洋工程专业需要创新教学体系，借助“产、学、创、

用”一体化实践教学方式来开展教学，这样的方式

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们的综合能力。针对于船舶与

海洋工程专业的特点来讲，单一的理论教学难以适

应学科发展需要，应重视培养实践应用型人才，在

过程中可以借助校企合作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参与到

实践中，在强化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促

进其实践操作能力的提升，这对于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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