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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

PART
ONE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支撑了中国经济发展。
（毛入学率超40％，2020年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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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养应用型人才：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欧洲六七十年代应用型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新建        新兴        新型

2015年:
1219所本科院校 

1998年:
591所本科高校 

678：403（1998：416）

成就与问题并存

新使命、新道路、新成就

部分？谁转？转什么？转到哪里去？

讨论！争论！
目标是一致的！

办像、合格、上水平（2002）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2012年）

高等教育发展趋同化（2007）

高等教育供给侧



中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主要变化 2009

2009年，教育部高教司和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出台了《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方案》，并在全国新建本科院校中开展了合格评估，有序和有效地

推动了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新型大学的发展取得了新成就！

办学定位：尽管有明确的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前46.45%学校定位混乱。

                   评估后100%定位在地方性、应用型。

                   评估指标引导，评估过程中指导。



合格评估引领新建院校：从新建---新兴---新型

合格评估引领

- 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国家标准
- 教学管理基本规范          
-人才培养质量基本有保证

-引导学校建立健全内 
  部质量保障体系

-促进教学经费投入
-促进改善办学条件
-促进规范教学管理
-促进提升教学质量

-突出为地方（行业）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
-突出为本地区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

2009



•“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2015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2016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思考



  应根据客观环境、社会需要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将学

校办学定位确定在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力争结合学校历史

和区域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出一流的应用型高校。

  但是，真正能够实现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办成一流

的应用型大学，任重道远！

内涵理解，目标确定，条件保障…

合格评估引领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

PART
TWO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一：服务面向

服务面向 突出地方性、区域性、行业性

定位：地方高校（圆心）

来源：普通综合类专科院校、 师专、 专业类专科

办学：地方政府为主，部分为行业, 民办

1、人才培养面向地方；

2、学科专业适应地方；

3、科学研究服务地方；

4、文化传承引领地方。

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互动。坚持开放性和用先进的办学思想来办学。

其办学优势在地方性，其办学困难也在地方性。

做到：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一：服务面向

服务地方的能力和愿望。市属院校，省市共管院校比省管院校要好。

不仅在人才培养上，在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引领上也要围绕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

成都学院：成都研究院，城市型大学

钦州学院：地方性、海洋性、国际性，陶瓷、涉海专业、北部湾发展

怀化学院：湘西食品、药材开发

枣庄学院：台儿庄旅游、运河文化

宁夏师范学院：六盘山地区教师和干部培养

其他：……

案例分析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一：服务面向

部分问题：

部分高校为谁办大学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学生还是老师？改革阻力。

在专业设置上依靠基础办专业？依靠现有教师资源办专业。

师专类升格院校问题较多。有学校的问题，有教育主管部门的问题。

办一流高水平大学。民办院校，办基础学科专业。

考研作为人才培养目标。（评估的学校）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围绕研究生教育，创办优势学科，把升办学术性研究生

教育的目标专业作为优先发展专业。

案例分析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一：服务面向

招生和就业与办学所在地关联度低。如，15%。注意民办院校特点。

案例分析

办学理念受地方和区域所限制。满足感和幸福感较强？

地方干部安排问题。
    听课：行程单。数学，化工；政工师，外语学院，艺术，高级政工师；
建工，市场营销

地方行政首长的主观意志对办学干扰。葡萄酒专业。

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信得过，不可少。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二：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 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 

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化，定位不准 ；

体现“就业导向、阶段需求、职业性倾向”；

注意自主学习能力、职业能力和素质培养；

职业适应性 。

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

新建本科强调培养服务生产和管理一线应用型本科人才。

注意：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二：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 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 

理论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

质量保障体系；

应用型师资队伍；

资源保障机制；

教学方法和手段。

实现人才目标，必须要有完善的培养体系：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二：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 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 

从以知识输入为导向（Input- Orientation )的教学理念=“哪些内容我要讲授”

变成以知识输出为导向(Output-Orientation)的教学理念 = “哪些能力学生通过学

习应该获得的”。

通过系统的市场调研，确定岗位（群）对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的总体要求，确

定培养目标，反向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要突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要把能力培养贯彻到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思想、培养

目标、培养内容、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

充分的社会调研！社会参与的专业指导委员会。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注意输出（产出）导向：



           输入导向

（Input- Orientation )

“哪些内容我要讲授”                                                                       “学生通过学习应该获得”

输出为导向

(Output-Orientation)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OBE：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Outcomes-based Education，缩写为
OBE）

    反向设计，正向实施

对毕业5年学生调研，对企业调研

基于“输出导向”教学理念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二：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 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 

学校性质定位准确：办应用型本科教育，开展应用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服    

                  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具有解决生产和管理中实际问题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专业定位准确：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市场需要，需求导向。

课程定位准确：符合人才培养目标。教师！

新建本科目前存在的大问题！定位的一致性？

要注意定位的一致性：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二：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 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 

 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  

意见》，明确从2015年起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推进协同育人；

开展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创新创业中展现才华、服务社会。

注意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一致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二：人才培养定位

大红鹰学院：会计学专业，全科会计，中小企业。

             财富管理资源：企业家二代。

常熟理工学院：产业学院（电梯学院，太阳能光伏学院，服装学院）

三明学院：三结合（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结合，课程设置与职业能力结合，学  

          习过程与产业实践结合）。

合肥学院：突破学科定势，打造模块化课程，重构能力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体系。

案例分析

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以学科建设为支撑。输出导向。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二：人才培养定位

个别重点学科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联度低，资源消耗大。应用型学科与
产学研平台不足。

学校的办学定位的执行力问题。学校明确培养应用型人才，教学单位不知
道如何去做。各干各的。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存在拿来主义，重新包装（同样专业，不同区域、不同
学校内涵可能有差别）和关门做方案现象。

缺少应用型人才的质量标准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构成不明确。

案例分析

问题：

985教材与课程（包括在线课程），复旦教材。

缺乏职业素质养成的培养。

第二课堂、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关系不明确。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三：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建设 突出体现以能力培养为核心 

传统学术型教育培养的人才非常注重广博的知识基础和宽厚的理论体  

系。课程体现知识逻辑体系。

应用型课程体系构建：

解决一个问题：学科导向？专业导向？服务人才培养目标！

知识逻辑体系转变成技术逻辑体系。

基础课要适用, 课时适当下调；

专业基础课要实用, 优化和整合课程内容，降低重复性；

专业课要理论联系实际。

素质教育课程。双师型课程。（卓越工程师）



模块化人才培养方案

传统人才培养方案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三：课程体系

模块是以应用能力为出发点进行设计的，当学生修完
某一模块后，就应该能够获得相关方面的能力。

案例分析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三：课程体系

从课程结构上，与素质教育有关的非科学类课程的比例问题。

（关键能力模块、跨文化交流模块，法国工程师学院）。

强调课程的学科导向。如高等数学。

专业课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教师？

课程所用教材问题。拿来主义，经验主义，教指委要求。校本教材。

案例分析

课程信息量问题？专科教育痕迹。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四：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 突出强调合作育人

主动打破学校边界、课堂边界、教师边界，与社会开展广泛合作。

实现“合作育人、合作办学、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通过产学研结合，依托行业企业和当地政府，建立高校和产业界  

互利互惠合作机制。

产学研合作育人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由之路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四：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 突出强调合作育人

加强与业界的合作，制订鼓励与社会、行业、企业建立有效合作、促

进共赢的政策制度；

积极探索建立资源共享、合作育人、合作办学、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的长效机制。

在培养方案制定、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等方面加大业界的参与度，以主动合作密切关系。

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提供一线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开

发与应用提供应用型人才。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四：育人模式

认识问题。认为产学研合作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

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教学过程、质量评价中，几乎无企业或业界参与。

无系统的设计，大部分是一些点。如实习基地，单一科研合作等。

案例分析

顶岗实习？缺少对产学研合作育人机制的全面理解，不了解产学研合作育人

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关系。

缺少有效的评价机制和质量标准。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四：育人模式

缺少应用科学研究与技术转化能力，不能形成互动。 

要注意“走出去” 和“引进来” 相结合。双向。

案例分析

学校要有配套政策，长效机制。

产学研合作作为一种育人模式？到每个专业？差距大。

挂牌、冠名，从人才培养角度无实质性内容。较为普遍。

合作、共赢

“3+1”模式流于形式。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五：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 突出强调适合于应用型人才培养

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

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

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相对落后。

教学方法的改革不完全等同教学手段的改革（PPT问题）。

教学方法的改革需要教师的积极参与与推动。

教学方法的改革需要新的教学组织管理与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五：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 突出强调适合于应用型人才培养

PBL教学法；CDIO；项目驱动式的学习；项目伴随式学习；

毕业论文真题真做；基于项目的实习；

案例教学；团队学习；自主学习；讨论式教学、启发式、互动式；

E-lerning ；

小班教学（国外应用型大学规模）。

案例分析

MOOC、微课、CDIO  ……

十大教学方法改革：混合式教学、对分课堂、spooc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六：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 突出强调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应该具备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实验教学设备和实习实训条件。

构建密切跟踪行业技术发展的实践教学环境。

缩短学生从毕业生转变为工程技术人员或实际管理者的过渡时间。

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及知识应用能力。

实践教学对应用型人才培养尤为重要！

教学密切联系实际，学生除掌握必要的专业理论外，实践能力很强，

要求具备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六：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 突出强调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转变实验教学理念；

实验课程体系建设改革；

实习教学体系建设；

项目驱动制的第二课堂；

毕业论文真题真做；

实验教师队伍建设（数量少、结构不合理）

实验技术教研室。

实验教学体系改革：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六：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学分比例。（过高、过低）有专业没有达到要求。也有的只是简单

的增加实验学时。

实验教学改革没有到位。实验教师上课传统，学生课前没有很好掌握

实验内容、要求，没有自主制定实验方案。

有的实验室管理混乱，违反安全规定。

案例分析

学生实验动手操作能力差，规范性差。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六：实践教学

实习问题。内容与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关系。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
经费问题。考核与评价。 

毕业论文。选题、指导、评价、答辩等。问题很多！

案例分析

第二课堂与学生社团。目标不明确，数量少，不成体系。

实践教学关键环节质量标准与控制。

实践教学现状不容乐观！！！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七：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 突出强调过程考核

通过考试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教”与“学”的统一，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和知识综合运用能力。“N+2”

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设立团队学习、项目学习、阅读任务、作业、 

阶段考核等多种方式。

用来描述一个大学生在学习上的时间花费，是计算学分的依据，1学分=30小时的学

习负担，即学生必须投入30小时学习，通过考核才可获得1学分；如果一个模块为6学分，

其学习负担为180小时，以每学期5个模块计算，一个学期的学习负担就为900小时，一

学年1800小时。一个学生必须完成180学分的学习任务，即必须投入5400小时的时间学

习并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学士学位。

学习负荷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七：考核方式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中普遍存在重成绩、轻能力、轻知识运用的现象。

重视教，没有很好地抓学。

没有注意学生自主能力学习培养，学生学习负担较轻。5400h/2500h  

存在问题

没有注意过程考核对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影响。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八：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 突出强调“双师型”队伍建设

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

双聘双挂

教师实习基地建设

企业横向课题

企业高工（专业委员会、小型课程、论文指导）

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必须要有一支具备教学能力和

产学研合作能力的教师作为支撑。

正式发文：硕士以上教师比例还是50%，没有提“双师型” 20%

高等教育质量检测国家数据平台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八：师资队伍

部分学校教师总量不足。不能只看生师比。

青年教师比例过高，教学能力欠缺，培养措施不力。案例：学理性？准确

性？有效性？

专业带头人缺乏，专业建设缺少系统考虑。民办院校大多数是从老大学来的，

要注意考察其理念。

人才引进有盲目性，学科与专业关系不明确。 

分专业教师不合理，注意热门专业和新办专业。

案例分析

专业课教师没有较强的专业实践经验，不能理论联系实际。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八：师资队伍

案例分析

教师培训工作的针对性不强。（教师能力发展中心）

明确的师资队伍建设目标和政策导向。分配制度。

实验教学队伍建设要加强。

教师的评价机制存在问题。职称评审，评优评先。  

缺少业界教师聘用规划和机制，没有能够从合作育人的角度考虑。

国际化教师和教师的国际化均不足。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九：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 突出强调精细化，精准化

基本教学缺乏规范

管理队伍有待加强

质量文化尚未建立

教学管理队伍甚至比教师队伍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吴岩司长

新建本科高校：

问题很多，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九：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队伍建设问题。（数量、结构、培训、研究能力）

教学管理机构建设问题。

试卷（分析、成绩）问题。

毕业论文问题。

课堂教学问题。

案例分析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十：学生指导与服务

学生指导与服务 突出强调“以学生为本”，突出体现服务性

新建本科院校在管理理念和制度上的服务性，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为学

生的发展和就业服务。新建本科院校所培养的人才，是以就业为主的应用型人才

，学校的管理制度要充分重视和突出学生的就业导向，构建以技术能力为核心的

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

正式发文：心理健康教师比例，仍然是1:5000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十：学生指导与服务

案例分析

学生学习内驱力的调动问题。学习目标与信心。案例分析。

学风建设问题。（试卷、走访、听课、访谈）

心理健康，咨询中、队伍。

就业指导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问题。注意个别民办院校重  

招生，轻就业现象。就业质量问题。案例分析。

对学生的服务与关爱。成人成才教育。案例。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十一：教学质量监控

教学质量监控 突出强调IQA和EQA的构建

要认真研究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及质量控制节点。

建立质量标准，质量信息收集与评价机制，完善保障机制，建立反馈机制。

要形成闭环系统。

要重视外部质量监控（第三方评价）。

构建服务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教学管理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



应用型人才培养关键要素之十一：教学质量监控

质量保障缺少体系化建设。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控制节点的

把握不准。（实习、合作育人等）

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认识问题。质量标准问题。

案例分析

未形成持续改进的机制，未形成质量文化。

不只是建立所谓的三级评教体系！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几点思考

PART
THREE



n 应用型人才培养要系统设计，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体系化建设；层次化结构（专业硕士教育）。

n 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新机制。

   “产教深度融合”的高等教育；     

n 后应用型时代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n 应用型高校面临的机遇与危机：

    十三五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

    国家建设100所产教融合示范校；

    新建本科向应用型转型，老本科向应用型回调！

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