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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

综合实训平台创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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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职教育的迅猛发展，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

能力为本位、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实践教学新模式迫在眉睫。在分析现代企业经

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创建必要性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制

造企业经营模拟对抗系统、工商局窗口业务模拟系统、税务局窗口业务模拟系统、

银行窗口业务模拟系统、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模拟系统、招投标中心业务模拟系统、

国际货代公司业务模拟系统、物流公司业务模拟系统、咨询网系统9个子平台在内

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具有跨专业综合性、高度仿真性、动态对抗性及创

新性等特点。该综合实训平台的创建，对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进行了创新探索，

促进高职教育实践教学改革，推动职业教育进一步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

就业的办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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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innovating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constructing

the new model of practical teaching on a social demand-oriented，ability-based，and promoting student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s imminen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creating cross—professional multi—post comprehensive

training platform under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VR environment，this paper establishes such a platform，

includ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imulation countermeasures system，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ureau window

business simulation system，tax bureau window business simulation system，bank window business simulation system，

accounting firm business simulation system，bidding center business simulation system，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ing

company business simulation system，logistics company business simulation system and consulting network system．It has

cross—professional synthesis，a high degree of simulation，dynamic confrontation and innovative feature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platform has mad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for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promote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practical reform，and promo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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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adhere to the school direction of the market，service development，and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Key words：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comprehensive training platform；practical teaching

0 引 言

企业兴衰，人才为本。市场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

竞争，人才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综合素质的竞争。在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高素质和跨专业综合知识

与能力的人才，企业将走向衰败。2012年教育部联合

宣传部、财政部等部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

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各高校要加强综合性

实践科目设计和应用，激发学生参与实践的自觉性与

积极性。可见单一专业能力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多数岗

位要求，具有跨专业综合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在未来的

职业发展中更具有发展潜力，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主动创造机会，拓展教学思路，延伸教学

线索，构建全面、互通的知识能力实践体系，让更多的

学生能够得到相关专业综合训练的机会⋯。在企业

对人才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下，三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将经管类专业群的知识和技能学习要点融合

起来，对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

合实训平台的创建进行了必要性分析，着力研究了综

合实训平台的内容，明确了综合实训平台的功能定位

和特色与创新，并在实践中获得较高的应用效果评价

和推广价值。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尝试，形成一个任务

明确、职责明晰、互通共进的科学、高效的跨专业综合

实训平台，对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进行了创新探索，

促进高职教育实践教学改革，推动职业教育进一步坚

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

l 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的必要性

1．1构建综合知识体系的需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重点提出要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和强化综合

模拟实训平台环节。教育部颁布《国家教育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也强调了高校要强化实践育人机制和

加强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工作。另外，教

育部、财政部等部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

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文件中要求各高校要加强

综合性实践科目设计和应用，激发学生参与实践的自

觉性、积极性，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可见，高校只有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构建综合知识体系旧’，注重学生跨

专业综合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才能从根本上满足现代

企业日益增长的复合型人才需求。

1．2提升实践能力的需要

高职院校要实现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人才培养目

标，满足现代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必须从根本上

解决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将人才培养重点

放在开展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上。现代企业

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是实践教育

与综合培养发展的趋势，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具有稳定

性强、操控性强的特点，灵活地完成基础模拟教学环

节，为学生顺利完成顶岗实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

时，通过开展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进一步实现专业

知识与实践能力的高度融合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

有效衔接日1。因此，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

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的构建对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

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3培养综合创新能力的需要

现代企业需求的高职经济类人才必须具备综合创

新能力，才能在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站稳脚跟。目

前各高职院校的实训平台存在专业模拟实训平台各自

相对独立，与相关行业领域脱节，实训平台的综合性和

创新性不足等缺点”·，使得学生自我发挥的创新空间

不足，无法满足高职院校培养综合性创新性人才的需

要。因此，为满足现代企业需求的综合创新型人才培

养要求，建立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

位综合实训平台，增强实训教学的综合性与创新性，通

过引导学生解决跨专业、跨领域问题来树立学生的创

新意识，培养学生运用综合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

2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的构建

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

训平台具有高度仿真性、动态对抗性及创新性等特点，

可用于高度整合的跨专业综合性实践课程教学，能有

效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改革现有教学手段与方法。

2．1 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内容

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

训平台是在深入分析实践教学发展历程、现代行业与

企业发展、学科发展与现代信息技术等基础上，面向工

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大环境，面向现代服务业崛起的

大趋势，面向现代企业对人才专业性、复合性和创新性

的实际需要，借鉴模拟军事演习的设计思路，以生产制

造业务为驱动，以现代服务业为环境，以现代服务业与

制造业相互融合，以物流供应链、生产业务链、流通业

务链、资本运作链相互交织，是高度整合形成的跨专业

多岗位综合实训体系。平台包括了制造企业经营模拟

对抗系统、工商局窗口、税务局窗口、银行窗口、会计师

事务所、招投标中心、国际货代公司、物流公司业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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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系统、咨询网系统等子平台(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

训平台，见图1)。利用该平台可完成的综合仿真实训

内容，揽括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外围服务机

构，虚拟6个企业、7个部门、18个岗位，5个外围组

织，上百个角色，几百个训练任务。

图1 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示意图

2．2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的功能定位

(1)打造动态实训平台，培养学生应变能力。经

济管理类实训内容、步骤及结构都是事先给定的，当外

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学生就不能随机应变提出解决方

案。跨专业多岗位实训在初始设数据一致的前提下，

各组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的公司在竞争环境下进行竞

争，各企业在仿真的条件下通过人机交互与企业间的

动态互动，得到不同的交互结果，需要做出不同的决

策，达到了动态实训的效果"1。该平台是一个包含一

定程度利益冲突和复杂关系的小社会，可替代一部分

社会实践，使学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入到工作岗

位中并适应岗位角色，使实习生能够更深入、更完整、

更直接地接触企业的实际运作过程，可大大提高学校

实训教学环节的实效，达到培养学生应变能力目标。

(2)创建综合实训平台，实现知识和技能的立体

式整合。由于实训学生置身于一个虚拟商业社会环境

之中，他们必须通过与他人的联系和协调才能完成自

己的任务，学生不得不基于岗位、企业和市场来看待自

己的所作所为。对知识和技能的理解也从以本专业的

知识和技能为中心转变为以岗位、企业、市场为出发

点，正确认识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技能在企业经营管理

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这些知识技能与其他专

业知识技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1，能解决学生对

知识和技能的片段理解，缺乏全局观念的问题。

(3)注重专业过程性考核，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传统实训项目以最终的结果性考核为主，对过程

知识则进行简单的操作性考核川。现代企业经营VR

环境下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注重学生在实训全

过程中的参与度、关键业务流程节点的工作完成情况

及实训结束后的实训感受。考核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

同时，对学生的综合素养、竞争意识、团队意识、交际能

力等进行综合考量，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4)突破专业限制障碍，实现教学成果互通共享。

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

台要求实训教师以引导者和督促者的身份，引导学生

在实训过程中自主学习专业知识，成为学习的主体。

实训教师适应跨专业多岗位实训的课程管理方法和教

学方法，突破专业限制的障碍，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并加

以总结，将实践教学的成果运用于其他课堂教学

之旧J，实现教学成果互通共享。

(5)以校企合作为依托，有效利用企业优质教育

资源。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以

校企合作为依托，在调研大量企业实际经营过程的基

础上，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校企合作中优质企业教育

资源，避免闭门造车，生编硬造的弊端，可较好解决教

学资源脱离企业经营实际环境和过程的问题。

2．3 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的特色与创新

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

训平台具有高度仿真性、动态对抗性及创新性等特点，

可用于高度整合的跨专业综合性实践课程教学，能有

效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改革现有教学手段与方法。

(1)跨专业综合性。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

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将社会宏观环境、市场环

境、经济环境、企业经营内部运作环境、外部交易环境

等通过商业竞争模型、企业管理模型、金融投资模型有

效的融合成一个一体化、多元化、可持续变化的综合平

台一1。实现实训活动不指向某一个专业，而是关注行

业、企业、岗位、任务的工作过程训练，达到决策、执行、

体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2)仿真实践性。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

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内，不仅设有真实商业社会

环境中的核心单位、部门和岗位，还有具体的业务流

程、软件操作系统、实际业务案例和高仿真实训材料

等。该综合实训平台将各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融入

到企业管理过程中¨⋯，使各专业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就

可以全面接触现代企业核心业务、工作流程及方法。

(3)动态对抗性。由不同专业学生创立的10多

家不同企业，打破了班级壁垒，营造一个多家企业互相

竞争的格局，有利于发挥整个经营团队的竞争意识和

决策潜能。相同专业学生存在不同企业的同类岗位之

中，在一定的程度上形成了互相竞争意识，针对自身的

专业能力和素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对决⋯-，促进同专

业之间的对抗性。

(4)教与学的创新性。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

主体、以现代企业经营为核心是VR环境下的跨专业

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的三大原则。平台以开展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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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立体式的校内多岗位综合实训形式，使学生成为实

训过程中的学习者、经营者和组织者，真正实现以生为

本。平台的考核重点是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1“，及平

台对实训过程的实时数据挖掘和学生实训状态的监

控，最终形成“重过程、要结果、轻测评”的评估模式。

3 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的应用评价和

推广

平台基于仿真实训教学，运用情景模拟、三维技

术，再现现代企业真实的经营场景，让学生在接近真实

复杂的企业经营环境中进行具有高度开放性、自主性

的专业岗位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自身的全局意识

和综合职业素养。旨在克服单一的、缺乏整体性设计、

按照固定流程、模式、脱离真实企业经营环境的传统实

践教学模式缺陷，与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建设相

配套，全面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3．1 增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

综合实训平台，最高程度还原现代企业的商务、政

务环境，为学生提供与企业交流、了解企业需求、实践

企业应用机会，学生通过综合实训平台检验专业理论

知识的掌握程度，增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就

业竞争力。从调查反馈结果看，由于毕业生的实践能

力增强，用人单位普遍反应学生业务熟练，成为企业的

业务骨干和能手。在全省高考人数总额下降的情况

下，我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录取人数在保持原有水平的

基础上略有增加，居省内同类学校的领先水平。

3．2完善实验教学体系。推动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

平台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充分体现

了理论与实践教学紧密衔接，多岗位综合实践教学又

反哺了理论教学中的不足，学科之间得以更深广的交

流融合与发展，推动了人才培养中各学科的完善与发

展。学生通过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

位综合实训平台实践后，寻找自身的知识短缺，专业教

师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与拓展，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的创新上迈出新的步伐，不再只是一味地

将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从而也让学生认识到了专业

知识的重要性，让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更加贴近企业

实际¨3|，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实验室文化氛围和创新型

的专业教师团队，进而推动教学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3．3构建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平台。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平台模拟的是一个企业从创立开始的整个经营管

理过程，拥有完整的公司经营、市场监督、税务缴纳、合

同管理等多岗位的实践学习，是一个创新创业实践教

育平台，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一个重要的前期实践，

让新创业者更好地熟悉社会规则及商业环境，提升了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有效避免了创业者因不熟悉基

本商业规则的盲目创业导致的失败，提升了创新创业

的成功性¨4。61。截止目前，通过该实训平台实践后的

同学进入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部

分创业者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3．4促进高校交流学习。提升区域经济服务功能

我校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

合实训平台的建设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待10多批上级

部门、兄弟学校等单位参观考察和交流学习，三明地区

的中等职业院校、高校等到该平台进行跨专业多岗位

的实训，提高了高校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为地区经

济发展培养了不同学历的专业人才，提升为区域经济

服务功能。

3．5提供人才测评环境。完善新员工岗前培训

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

训平台除了提供专业知识的实践过程之外，还对人们

组织、领导、控制、沟通能力的训练，实现对人员的快速

筛选，准确了解人员素质特点与发展潜力，为企业的人

员录用、内部安置、选拔晋升、培训发展工作提供决策

信息。该平台已经成为了三明城投、梅园酒店、三明钢

铁等三明大中型企业进行人才测评和新员工学习商业

文化、经营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

4 结 语

现代企业经营VR环境下的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

训平台，在设计思路上，突破了专业限制，统筹规划经

管类专业群各专业的实训教学安排和培养目标，创建

了跨专业多岗位并用共享的以现代企业经营为实训主

题的经管类跨专业综合实训教学平台；在模式构建上，

拓展教学思路，延伸教学线索，实现了实践教学内容的

开放性、针对性与教学实施过程的仿真性、竞争性；在

平台运行上，以核。tL,岗位技能为主线，以资源充分融合

为手段，以全面能力培养为核心，组织不同专业的学生

运用不同的专业知识，完成不同模块的实训内容，实现

跨专业多岗位综合实训平台的资源共享、基础相通、经

验相容和优势互补。平台不仅是有效提升高等职业教

育水平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引领示范作用，

推动职业教育进一步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

业的办学方向，更是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德技并

修，努力造就现代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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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2015]7号)，明确残疾人职业教育合作各利益方的

权责和政府支持方式，规范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与培

训，推动残疾人职业教育在法律法规的引导下规范运

行。另外，应鼓励社会专业机构、动员社会各界关注并

参与特殊教育，重视家校合作，政府应对家长所承受的

物质和精神压力做出必要补偿和支持，学校和相关机

构应为残疾人父母提供充分的交流机会，保障家长的

参与权利并明确其义务，家庭和学校都要尽早地对残

疾孩子开展生涯教育。在推进残疾人职业教育发展的

进程中，应高度重视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努力建立“多

渠道的资金保障体系”"一并在法律的保障下不断完

善，从而帮助学生能顺利从学校过渡到工作场所实现

成功就业，并能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生活。

4 结 语

残疾人教育立法和职业教育立法的不断完善促使

美国的职业教育得到健康充分的发展，并促进了残疾

人社会保障理念由人道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从中可启

示，在制定和实施残疾人相关社会保障法规和政策时

要以“人本主义理念为基础”。15I，尤其在教育领域，一

定要立足残疾人的教育诉求去完善残疾人职业教育法

律，并以此为保障来推动我国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良性

发展，进而实现《关于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若

干意见》(教职成[2018]5号)中提出的残疾人职业教

育发展的3个目标：“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残疾人就

业和全面发展”“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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