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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承办2016年国家教育部门高等学校纺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服装专业教指委会议

惠州学院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产教融合 培养高素质服装类专业人才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是国家级别和省级
特色专业，2008年以来，与香港旭日集团等
核心合作单位，开展了产教深度融合的服装
专业综合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一、校企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实践创新

香港旭日集团的服装生产与零售企业每
年需要大量服装经营管理人才，为了满足企
业的需求，学院与香港旭日集团共同设立了
旭日企业研究社，制定了企业所需精英人才
培养计划，简称 A.O. 计划 （Administrative
Official），开展校企一体化培养服装人才的探
索。A.O.计划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平台，理
论与实践教学内容与岗位工作的技能需求完
全一致，能有效地培养学生一岗多能、部门
沟通能力、团队精神，从而大大缩短了学生
上岗工作的适应期，提高了学生就业竞争
力。根据香港旭日集团、真维斯（中国）总
部人力资源数据统计，该公司1/4中高层管理
者来自于学校服装类专业。

二、广域校企合作平台的实践创新

1. 让企业参与制定教学计划与专业建
设，搭建校企合作的专业教材建设平台。学
院先后与合作企业联合开发了服装工业工
程、服装贸易跟单、服装生产跟单、服装营
销数据分析等专业课程以及服装买手、服装
零售、国际服装市场等10门服装零售课程。
目前学院出版了61部教材，被国内80多所高
校使用。

2.实施“一室多企”工程，搭建创新实
践教学平台。学院先后与香港旭日集团、佛
山市安东尼针织有限公司、法国立克等10多
家知名企业共建了成衣工艺实验室、服装创
意研发中心、RFID服装智能店铺、T恤协同
创新中心等，形成了“一室多企”的共建特
色。

3.依托行业、企业共建实践教学基地。
学院分别与真维斯、江苏龙芯、东莞石龙天
成等公司以及国内外著名品牌优衣库、
ZARA、绫致、ONLY、七匹狼、特步、潮流
前线、李宁等30多家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实践
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服装零售、服装生
产、服装贸易、服装跟单、服装设计等方面
的专业实践。

三、多方参与专业教学综合改革的实践
创新

1.模块化专业教学改革。由课程负责人
及教学团队负责实施。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根据企业的产品流程和经营流程，将专业课
程关联起来，构成专业板块课程，组建板块

课程教学团队，在合作企业的参与下开展教
学，并通过最终的产品成果展示，评价学生
的学业成绩。如将成衣工艺、丝网印、服装
设计、市场营销等课程组合起来形成专业板
块课程，依托惠州学院·真维斯服装创意研
发中心，引入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
与式教学方法，开展团队教学，最后将以学
生课程成果联展的形式，评价学生的学业成
绩。这种改革转变了传统知识孤岛的教学模
式，形成了专业课程体系的有机联系，推动
了问题导向、分组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的教
学改革。

2.项目化专业教学改革。由师生共组团
队负责实施。由专业教师与学生共组团队，
将企业的有关需求融入到师生团队的知识体
系与工程创新实践教学，在项目实施的过程
中，由导师带教完成企业的人才定制。这种
改革，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导师、学生三方
利益机制，并形成了成果转化机制。学院与
佛山市安东尼针织有限公司协同开展丝光棉
设计方向人才培养，依托学院T恤协同创新
中心，采取主任负责制，由中心主任负责挑
选进驻中心的导师与学员，以学习研发T恤
为主题（含设计制作），指导教师负责学习模
式的传承，产品研发任务由公司根据其经营
计划安排，产品研制费用公司承担。多年
来，通过该项目培养了一批丝光棉设计人
才，能到服装企业直接上岗。2015届毕业生
蔡鸿腾直接被安东尼针织有限公司招聘为设
计师，当年就为企业研发产品，成功获得订
单30多万件，如今设计产品的订单和质量逐
步提升，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效益。

3.企业嵌入式专业教学改革。由授课专
业教师负责实施。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由专
业教师根据课程实践教学的需要，聘请企业
专业技术人员，安排1—2次讲座，对该课程
在企业的实际应用进行讲解。目前服装设计
与工程和服装与服饰设计两个专业分别有
78%和 75%的课程采用企业嵌入教学模式。

此项改革为专业教师创造了与企业对接的机
会，有助于发现校企潜在的合作项目和推广
已有教学成果，同时又可以让服装企业与学
生之间进行双向沟通，学生能找到合适的企
业，企业可以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四、利用三级学科竞赛平台，开展阶段
式创新能力培养与评价的实践创新

学院开展了“双业双进”工程，即学业
与创业共同促进，为此搭建了三级学科竞争
平台，倡导学生自创、自制、自导、自演，
提升学生双创能力。

1.学校层面上，每年承办SDC国际服装
设计大赛（中国区）选拔赛，举办惠州学院
时装周暨“福彩杯”服装设计大赛，为大三
和大四学生提供综合创新能力实践平台，较
好地检验和评价学生的综合创新设计能力，
为他们走向企业、走向国际提供了更多机
会，同时也进一步扩大学院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2.院系层面上，以院系为单位，根据专
业课程创新能力培养计划，组织课程设计竞
赛或课程成果展。多年来，手工艺、内衣设
计等10多个专业课程单独或联合开展课程竞
赛或教学成果展，为大二和大三学生提供课
程创新能力实践平台，不断提高学生对专业
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

3.其他层面上，鼓励学生参加企业和社
会团体举办的各级各类大赛以及假期社会实
践，承接政府、企业、行业各类服装赛事项
目，满足各年级学生对创新实践的需求。近
几年来，学院承担了真维斯杯华南赛区的组
织任务、广东省农博会服装创意展，教师指
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频频获得佳
绩，大大提升了学生就业竞争力。

五、“双进双挂”双师双能型师资培养的
实践创新

1.专业教师进合作企业挂职。香港旭日
集团为学院所有教师提供为期半年的挂职锻
炼机会，其间教师须为企业提供咨询报告及
相关的专题讲座。教师到企业挂职，既能提
升个人实践能力，又能为企业提供技术服
务，深受教师和企业欢迎。目前学院所有教师
都完成了进企业挂职实践的锻炼过程，且形成
了长效机制。从教师的成长来看，通过挂职，
教师与企业合作更为紧密，在教学、科研、理
论水平等方面都进步较快，效果显著。

2.合作单位技术骨干进校兼职。学院聘
请了杨勋、刘必胜等全国优秀创新创业导
师，还引进了30多位行业精英担任兼职教
师，为学生开设专业课程讲座。为了上好课
或讲好学，适应教师角色，这些来自于企业
的工程技术人员需要不断学习，更需要对其
工作经验和技术能力等进行总结提炼，这也
是对他们的考验和提升，他们认为很值得，
因此企业也乐意接受这种做法，认为可以提
升他们管理人员的能力和水平；而兼职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为校内专业教师带来了企业
最新的技术管理和企业最新的人才与技术需
求，同时这些兼职教师的案例教学，有效推
动了现有教师的教学方法改革。

2017年4月27日上午10点，惠州学院图书馆学术报告厅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惠州学院旭日广东服装学院的师生们在聆听一场题为“服装行业发展与大学生的发
展机遇”的报告会。主讲人正是他们的创业导师、1989级校友刘必胜学长。刘必胜
1992年毕业后一直在国有服装企业工作，于2004年创办佛山安东尼针织有限公司，
经过快速的发展，公司从一个小作坊开始，现已成为拥有自己工业园和1000多名员
工、自主品牌的国际公司。公司集市场研究、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拥有
纱线、织布、织领、绣花、染整及制衣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3.7亿元。身为公司创
办人的刘必胜董事长已成为行业翘楚，他的创业故事感染和激励着新一代的莘莘学
子，并于2010年起与母校开展校企合作，设立每年10万元的“安东尼奖学金”，目
前已为学校投入400多万元支持各项事业发展，彰显了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两个
小时的报告，刘必胜从自己的职业理想、创业故事、创业感悟谈到目前行业现状、
发展前景，使同学们对服装行业和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家更坚信在服装行业
一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刘必胜是学院培养出的众多优秀人才的杰出代表，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学院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典型。

2000年惠州学院专升本以来，服装类专业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改革3次获得广
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一所学院能够数次获此殊荣，奥秘何在？惠州学院
校长彭永宏认为:“这首先得益于学校敢为人先，与香港旭日集团等30多家企业开展
了长达33年紧密的校企合作；其次，得益于始终把应用型人才培养放在学校工作的
中心位置。经过多年探索与创新，走出了一条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服装专业人才之路。”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原名：西北纺织工
学院惠州分院、惠州学院服装系） 创建于
1985年，由香港旭日集团捐资兴办。1989年
与惠阳师专联合办学，1993年与惠阳师专、
惠州教育学院三校合并成立惠州大学（现惠
州学院），是华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服装人才
培养高地。学院创建之初与香港旭日集团建
立了校、政、行、企深度融合多边共赢的战
略联盟与董事会办学体制，创建了紧密对接
产业链的服装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了
与专业链对接的服装专业教学综合改革模
式，实施了课程模块化、教学项目化、平台
系列化、教材专题化等专业综合改革，培养
了具有创意、创新和创业能力的“三创”人
才。

一、建立校企深度融合的多边协同育人
机制

针对校企合作中松散和不稳定等问题，
学院建立了校、政、行、企深度融合多边共
赢的战略联盟与董事会参与机制。

1．成立由学校、企业代表共同组成的董
事会。董事会成员由惠州学院、香港旭日集
团等若干企业、旭日广东服装学院等主要负
责人组成，负责制定学院长远发展规划，研
究人才培养的重大问题。每年通过定期举行
高层圆桌会议、专业建设研讨会，推动各项
专业综合改革，评估工作成效。

2．校企共建协同育人平台。调动学院、
企业资源建立了广东省服装协同创新发展中
心、真维斯RFID服装模拟店、内衣数字研究
中心等科研机构和教学平台。

3. 开展“嵌入式”课堂教学。先后聘
请50多位企业高管和行业技术精英走进课
堂，承担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将企业
元素、行业动态、社会需求融入教学全过程。

二、创建紧密对接行业企业的服装应用
型人才培养体系

多年来，学院坚持“学工一体，学以致
用”的办学理念和“行业性、应用型、国际
化”的办学定位，构建了基于创意、创新、
创业的“三创”人才培养体系。

1．课程设计与能力培养阶梯式对接。根
据行业需求，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创业意
识、创新能力、就业能力等，阶梯式系统嵌
入到公共课、专业基础课、综合实验课、技
能实训课、创新创业课等系列课程模块，从
而形成了基于能力提升的课程体系。

2．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衔接。在理
论教学基础上，强化实践教学，构建了贯通
四年本科学习的全程教学体系。

3．平台建设与实践教学相互支撑。在国
家实践教学基地、省级服装与设计工程技术
研究与研发中心、省级服装协同创新发展中
心、省级服装工程实验教学中心等重大平台
支撑下，扎实推进了“一中心多企业”的平
台建设，创建了“企业进学校，学校入企
业，校企一体”的产教融合支撑平台。

三、创建服装人才培养供给侧与行业企
业需求侧相适应的专业综合改革模式

针对过去存在的教学科研对行业企业需
求响应不及时、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不足及
个性化发展受限、双师双能师资队伍建设水
平不高等问题，学院大胆探索了紧密对接行
业企业需求的专业综合改革模式。

1．制定“三创”人才培养目标。以问题
为导向，针对服装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
脱节的问题，开展行业企业人才与技术需求
分析，确定了培养具有创意、创新和创业能
力的应用型服装人才培养目标。

2.建立校政行企多方联动机制。学院长
期与惠州市民政、科技、农业等政府部门，
真维斯服饰（中国）有限公司、佛山市安东
尼针织有限公司等企业，中国服装教育学
会、广东省纺织教育学会等建立良好关系，
建设教学科研平台与教学科研团队。2012年
学院引进香港制衣业训练局项目团队，以提
升竞争力为目标，通过师资引进、国际交
流、教学改革、国际服装零售课程开发等方
面合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解决了传
统人才培养模式下存在的产教融合不深的问
题，体现了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我国普通高校
转型试点及创新创业教育的总体思路。

3.实施专业教学综合改革。通过模块化
的专业教学改革，将服装行业智能生产、智
能营销、“互联网+服装”等新技术知识体系
及时融入课程体系，形成教学知识体系与产
业转型升级同步的知识体系创新机制。通过
项目化的专业教学改革，聚集行业企业的技
术需求与技术资源，将技术与人才需求以项
目形式融入到专业教师的教学体系，形成导
师、学生、企业三方的利益机制和协同创新
与成果转化机制。通过嵌入式的专业教学改
革，将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引入课堂，提升
内部师资的工程实践教学能力，提高学生就
业率与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学院在产教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
人才培养体系、专业教学综合改革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应用成果，
很好地实践了国家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政策，推进了广东省实施省市共建、转
型试点以及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的步伐，
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学院先后获得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一等奖 3 项 （2017 年，2014 年，2001 年），
出版研究成果专著1部、服装类专业教材61
部，发表教学科研论文216篇、专利21项，
承担国家级别、省级质量工程项目13项。

近年来，学生参与省级以上学科专业竞
赛获奖151项，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69项，
其中表演专业段潇洁同学夺得2009年世界比
基尼小姐大赛总决赛冠军、高源同学荣获
2010年广州亚运会礼仪志愿者选拔大赛总决
赛“亚运天使”亚军、林紫薇同学荣获2013

年广东十佳设计师，庄梦辉等获第七届中国
针织时装设计大赛金奖，田林波获2017年亚
洲十佳模特。

毕业生质量水平深受用人单位好评。通
过校企深度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实践探
索，学院连续多年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保持
在98%以上，社会满意度达95%以上。从沿
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镇，到处都有我校服
装类专业毕业生的身影，一批优秀校友创立
自己的服装品牌，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到
地区服装产业的振兴之中，成为社会的中坚
力量。如：1989级校友刘必胜、1992级校友
吴新中、2010级校友童晓妍等，他们从学校
毕业后坚持扎根服装行业，秉承“敦重明
辨，求真致用”的精神品质引领行业发展，
闪耀南粤大地。

学院办学成果在国内20多所高校推广应
用，在加强校企合作关系、加强学生创新能

力、提升教师工程实践教学能力、提高社会
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在
2017年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年会、2016年
国家教育部门高等学校纺织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服装专业教指委会议、2015年第三届
广东省校企协同育人交流会、2014年第二届
广东省校企协同育人交流会等10多次重大会
议上进行成果交流。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
学、台湾树德科技大学、香港制衣业训练局
等国（境）内外100多所高校及企业先后到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参观考察办学成果。

创新没有终点，改革永在路上。面对高
等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惠州学院旭日广
东服装学院将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加强成果推广运用，为社会培养更多高
素质应用型服装人才。

（惠州学院党委宣传部 惠州学院旭日广
东服装学院）

全国优秀创新创业导师、香港旭日集团副董事长、惠州学院旭日广
东服装学院董事会董事长杨勋先生做客创业大讲堂

◀学校定期召开董事会研
究工作

▼每年举办惠州学院时装
周暨“福彩杯”服装设计大赛

实践篇实践篇

探索篇探索篇

成果篇成果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