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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木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土木工程人才培养需要与工程实践相结合,产学研模式
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 2009 年至今的土木工程教学工作,探索并形成了产学研一体
化的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需要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企业需要根据自身
实际提出专业及技术需求。 只有校企携手构建一套集协同办学、协同育人、协同创新于一体的产学研合
作育人体系,才能有力推动学校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人才培养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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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发出了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伟大倡议。 “ 一带一路” 将带动沿线国家的城市建筑、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 “ 一带一路” 构思宏伟,穿越了亚洲、欧洲和非洲三个大陆。 除了繁华都市,还途经各种地震频
发区域、峻岭深峡、海洋湖泊、高原冻土、沙漠戈壁等复杂地质环境区域,给沿线土木工程基础设施
建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在工业 4. 0、“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型人才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高

等教育肩负着培育高水平创新人才的重任 [1-2] 。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 中提出新型人才除了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具备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3] 。 《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 进一步明确指出,产学研一体化
是培养面向实际需求的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产学研中的三方分别指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 产
学研一体化是指三方在生产经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形成的一种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
发展的协作关系。 其目的是为了以产促学、以研促产、产研助学 [4] 。 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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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产学研结合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社会服务能力、积极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必经之
路 [5-6] 。 “ 一带一路” “ 西部大开发” 赋予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产学研一体化可以培养一支专业基础
知识扎实、工程实践能力突出的人才队伍,土木工程专业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1

土木工程专业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结合“ 一带一路” 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开展产学研合作,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
主要领域包括:(1) 新型土木工程材料,如纳米材料、新型土工合成材料、纤维混凝土材料、高聚物材
料、新型保温材料等;(2) 智能建造技术,如 3D 打印建造技术、装配式建筑技术、建筑信息化模型、人
工智能建造、大数据分析等;(3) 现代交通工程,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的数字化,以及
大数据技术在交通决策、通行效率实时优化、交通服务等方面的应用;(4) 防灾减灾工程,如大数据
地灾防控、土木工程防震减灾、地基液化防治等;(5) 环境岩土工程,如城市地下环境污染评估、控制
及修复等重大需求的应用;( 6) 海洋岩土工程,如海上石油平台、近海风电工程、珊瑚岛礁吹填工
程等。

一、土木工程人才培养现状
土木工程是面向建设实践的学科,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大都在土木工程一线从事工程建设工作。
传统土木工程教学方式主要以教师讲授专业知识为主,生产实践教学为辅,且目前本科生教育中的
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普遍存在人数较多、时间仓促等问题。 本科教育中“ 走马观灯” 式的实习难以
让学生将课本知识与建设实践相联系。 传统教学模式下容易产生高分低能的学生,无法达到土木
工程人才培养的预期目标。 学生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年龄阶段,会有很多创造性思维,如何将这些创
造性思维得以实现,并在生产中产生积极的效果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产学研相结合是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是科研、教育、生产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
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 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
式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发展较为成熟,但在国内推进相对缓慢。 一些高职院校进行了产
学研合作培养推广,但培养对象主要为技术工人型人才,理论基础知识的深度不够。 在高等院校的
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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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科技创新的成果已经成为国力竞争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越来越重
要。 企业的生产面向市场,亟需科研成果解决技术难题,提升竞争力;高校前沿的科学研究往往偏
于理论,不太注重经济效益。 双方在需求对接上严重失调,是造成科研成果低转化率的最主要原
因。 而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可以让知识和能力的发展更加符合生产实践、市场实
际需求,在解决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可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当下,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一) 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不足,科研与教学发展失衡
大学的人才教育应该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需求为导向,在土木工程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明确
所研究问题的目的和意义,以解决当下凸显的工程实际问题或攻破行业技术重难点为目标,确保人
才能够“ 学以致用” 。 当前,高校教学主要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书本知识的形式呈现,学生独
立思考程度较低,更谈不上主动探究和创新。 此外,教学内容更新滞后,学生毕业参加工作能够直
接应用的实践知识少。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衰落,只满足于低附加
值产品的“ 世界工厂” 已无法满足我国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需求。 经济要素已经从资源、人力向高科
技、人才转型,因此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日渐增长。 土木工程的教学内容也无法紧跟当前的智能
化、装配化、大数据、新材料等行业发展趋势,本科生尤其缺乏对前沿科学的了解与学习。 虽然有
SRTP 项目、国创项目等,但是参与者只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实践操作欠缺,更没有机会锻炼基本
的科研能力,距离创新创业的目标遥远。 产学研一体化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和研究机会,有助
于培养符合土木行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 二) 校企协同作用有待强化,合作共赢机制不健全
虽然高校是培养专业人才的主体,但是人才培养的过程如果与社会脱节,就会造成学生视野狭
窄,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低下。 产业技术升级的创新型人才缺乏,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
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桎梏。 目前大部分高校与企业合作共赢的机制尚不健全,高校与企业在产
学研合作过程中,高校主要追求科研成果的署名和人才培养的规模,企业主要追求技术到产品的转
化及市场需求,因追求目标不同,必然在多个环节上存在冲突。 调查显示,有 62%的企业认为“ 企业
在校企合作中的付出得不到经济补偿” 。 科学上的突破和创新一般需要较长时间和持续投入,如果
企业一味追求 KPI,就容易产生合作收益较少、“ 浪费时间” 的感觉。 此外,如果没有长远的发展战
略眼光,不合理的合作考核指标将会挫伤合作积极性。 因此,必须研究如何将合作项目具体化、将
合作方案落地,建立联系走访制度,完善合作资料,注重合作的连续性。 进一步健全企业、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协同管理体制机制,促进各方人员深入交流,解决信息不畅等问题。 通过建立由双方高层
组成的“ 合作委员会” 推进重大决策,通过组建“ 合作办公室” 开展日常工作,建立有利于土木工程创
新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
( 三) 相关政策法规较为欠缺
目前,关于规范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的政策法规多为倡议性质,操作性不足。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提出,学校的办学应服务于国家建设,
应与企业密切联系,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鼓励高校、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开展协作,实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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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互补,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 可以看出,我国对高校产学研人才培养只作了倡议,并未明确
高校的权利与义务,其条文比较零散,缺少实际操作条款。
对于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产学研合作方面,主要有《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
通知》 《 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等相关规定。 对产学研合作所涉及的技术成果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
业所得税。 对学生实习报酬、意外伤害保险费、开发等费用实施一定程度的优惠或减税政策 [7] 。 但
结合当前实际看,这些政策力度较小,企业获得的经济效益很少,无法激励其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
极性。
对于政府在产学研的职责,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阐明政府对产学研的统筹责任和支持
措施。 由于企业和高校的社会角色不同,在培养创新型人才过程中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对相关规
定的理解和执行可能存在一定的分歧。 相比西方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具有更权威的地
位、更大的社会管理责任和义务。 政府应发挥主导和宏观协调作用,合理整合双方资源开展合作,
充分利用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三、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对策
土木工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根本宗旨,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教学理念,深入开展产学研一
体化课程教学体系、方法的改革与实践探索,将学科前沿问题和重大工程案例引进理论课堂和实践
课堂,适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从深度和广度上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人才培养体
系 [8-9] 。 如图 2 所示,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实施手段包括:(1) 采用两段式或多段
式交替完成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建立土木专业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校企共育土木工程专业新型
人才;(2) 通过共建校企联合体、产学研公司,提供到企业生产和管理环节实习的机会,并适时反馈
企业需求;(3) 企业投入资金,高校和科研机构投入技术力量和设备对“ 卡脖子” 问题开展科研攻关;
(4) 充分共享高校丰富的仪器设备、计算软件、科技文献,以及企业较为丰富的大型加工设备、厂房
等设施,开展创新研究和人才培养;(5) 将研究的新技术、新工艺等通过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利实
施许可权等转让给企业;(6) 建立面向行业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
整合促进成果产业化。 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图2

土木工程专业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实施方案

( 一) 协同办学———开展产学合作活动,加强校企联合培养
通过协同创新,借助产学合作,实现创新要素的整合和创新资源的流动,使大学的知识活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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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现转化,满足企业的技术需求,同时在合作教育的过程中实现科研反哺教育教学的功能。 教师
可以通过承担企业横向课题,帮助解决企业面临的技术问题。 依托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建立
了“ 产业、教学、科研” 三位一体的教学形式和科技创新模式,促进科技、教育和产业相结合,成立了 7

个研究中心,与 50 余家企业联合培养专业人才,充分利用双方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协力
解决行业发展的技术难题。

依托产学研战略联盟,推动学科、专业对接产业链、技术链,依照行业企业的岗位要求与职业标
准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优化校企联合办学体系。 学校应创新学生就业工作模式,实施“ 预就业” 工
程,将产学合作实习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如尝试“ 一学年三学期” 的“ 工学交融” 新学期制度,推进
产学合作转型升级,为学生在企业的实习提供足够的时间保障。 通过深化产学合作实习制度,推行
“ 定岗实习” 工作制,帮助学生提前适应企业岗位工作要求,提升学生就业适应能力和岗位胜任能
力,实现学生就业与教学实习的有机结合;实施就业质量工程计划,构建贯穿各年级的学生职业生
涯发展教育体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职业观,提高终身职业竞争能力。
( 二) 协同育人———开展创新实践活动,注重科研成果转化
注重培养学生的结果导向意识,通过开展创新实践活动,有效输出理论和实践成果,让学生体
会到成就感和获得感。 将教学与科研、生产、工程、社会应用实践紧密结合,以工程实践的实际要求
为目标,结合合作单位的工程实例开展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鼓励学生参与企业
课题研发,通过申报大学生创新活动项目,获得学校经费支持和导师指导,在科研实践中巩固和提
升实践创新能力。 将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毕业设计选题,在企业导
师与校内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开展课题研究,在实践中完成科研活动。 从 2017 年至 2020 年,重庆大
学土木工程学院与企业签订合同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研究项目达到 114 项,项目到账总金额达到

15 711 万元。 重庆大学产业研究院以项目制形式推动校企联合建立实验室,共同参与研发活动,实
现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技术产业化;大力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扶持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促进创新创业
项目孵化,在创新创业实践中提升师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 提出,高校要致力于将先进的科学研

究成果推广到实际应用中。 高等教育应注重科研成果转化教学,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坚持科
研与教学相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将科研活动延伸至本科教学、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等教学
环节,使本科生尽早融入大学创新体系;将科研的新思维、新方法和新技术等运用于教学环节,使本
科生了解该领域的前沿研究。 在重庆大学的本科教学过程中,优秀的本科生可以直接参加教师的
科研与工程实践工作。 通过招聘助研、分配创新成果学分和设立大学生创新科研项目基金等创新
激励措施,充分调动了学生创新教育学习的主动性、创新科研的积极性和项目开发的创造性。
( 三) 协同创新———紧跟行业发展步伐,探索创新培养模式
紧跟“ 长江经济带” “ 西部大开发” 等国家战略规划,基于科技前沿和社会重大需求,在培养过程

中将国内外最先进的理论、方法、技术、交叉学科的最新知识,以及工程应用实例通过多媒体影像、
图片在课堂展现,或依托合作单位提供现场教学的机会,使学生尽快掌握本学科的前沿动态,培养
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2017 年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联合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重庆市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重庆市地质矿产研究院、重庆永固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重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 库区环境地质灾害防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重庆) ” ,并获得发改委

丁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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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依托该国家级平台,开展库区地灾防治理论与技术方面的协同创新研究,在合作研究过程中
培养相关研究生 30 余名。

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模式,鼓励构建交叉学科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设置跨学科教学内容,

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 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培养创新能力,通过参与校企联合活动强化专业综合素
养,依靠共建的土木工程专业提升创新型人才的理论深度。 汇聚学校内部优势学科建设资源,积极
实现交叉学科间的学术成果和教学资源的双重共享。 此外,通过建立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多专业
联合开展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途径,指导学生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多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 积
极探索国际产学合作育人新途径,不断深化与国际知名高校、企业的产学合作,拓展海外实习实训
基地资源,为培养高端国际化复合型创新人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 四) 建立产学研人才培养效果评价机制
根据国内外现有的实践,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一般首次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期在 4 ~ 5 年,具体

协议内容一般包括:共建研究院、共同合作培养人才、设立奖学( 教) 金、科研成果转化、重大项目及
课题联合申报、科研平台共享共建等。 为了推进合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建立日常工作机制,一般包
括以下内容:(1) 领导交流沟通机制,双方高层不定期举行会晤,研究合作的重要方向或人才培养的
重大事项;(2) 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双方明确各自的交流合作日常管理牵头部门,企业一般由科技管
理部牵头,大学通常由产业技术研究院牵头,协调各自内部相关业务部门合作有关事项;(3) 协调与
保障机制,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设备设施和人员等支持,以保障各项合作事
宜的顺利开展和实施;(4) 本着“ 成果共享、风险共担” 的原则,按照项目技术合同规定的方式确定成
果的归属和权限。
产学研合作期限临近前,需要合理评估合作效果,决定是否续签协议,这就需要制定明确的评
估标准。 具体而言,对于产学研一体化的土木工程人才培养,其评估标准可参考表 1 中的目标和
指标。

在不断完善培养体系的背景下,重庆大学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成果显著。 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联合公布的 2020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名单中,重庆大学成功入
选示范高校,同时也成为少数拥有“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 “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
地” “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三个国家级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平台的高校之一。
表1

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创新人培养评估指标

合作目标

评估指标

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创新型建造技
术和新型材料的应用研究,以及相关人才培养

相关研究覆盖领域的数量

充分行使产学研协议的权利,利用共享资源,推进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技术在土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创新型技术工程项目的数量,创新型研究项目
数量

通过申请知识产权和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体系,有效
地将科技创新用于实践

知识产权授权数和成果转化的数量、金额

识别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与需求

研究项目期间完成的最新技术研究报告或科技
前瞻报告数量

充分利用高校资源开展教学活动

参加高校举办的课程、讲座人数

促进土木类高新科技公司建立,将研究成果应用于“ 一带一路”
和城乡建设

成立的 创 业 公 司 数 量, 以 及 发 表 的 研 究 论 文
数量

与其他具有相似目标的团体建立合作关系

签订的合作协议数量,创造的品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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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通过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校企合作育人的纽带作用,密切科研
理论成果和教学实践活动的促进关系,探索改革传统人才培养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养,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性,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的创新实用型土木工
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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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civil engineering talents
i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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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vil engineering is a practical subject

and therefore

the cultiva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talents needs to combine with practic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improving cultivation quality i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mbining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s the
civil engineering talents training model with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university-research has been created.

Colleges need to cultivate mor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corporations
have to put forward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Only through the way to
building a system of production-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at integrate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y colleges and corporations together can

it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talents i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teaching-research
effectively.

Key words production-university-research civil engineering innovation cultivatio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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