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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llence Engineers Education Program was launched in 2010, which aimed at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talents cultiv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IT) is one of the first univers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 Taking BIT as a case study, using deep interview method on college administrators, faculties, and the first selected student groups enrolled in the program in order to find issue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paper analyzes its causes, combin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It offers three proposals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including building up close college-enterprise relationships, training faculties in teaching and practical fields,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of students training in key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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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我国2010年启动的高素质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计划，北京理工大学是首
批加入该计划的院校之一。以其为个案，运用观察和访谈的方法，选取实施该计划的院校管理者、任课
教师以及首届入选该培养计划的大学生，探索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国内
外工程教育改革的趋势，从校企合作、师资建设和学生培养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以期对
实施该计划的其它院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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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与卓越工程师的贡献密不可分。高等工程教育以研究工程师的培养及
其成长规律为宗旨，日益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亟待加强的领域。
从全球范围来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和世界范围内工程师的缺乏
[1]，发达国家先后出台了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措施，旨在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程师。美国工程教育质
量鉴定委员会于 1995 年通过的“工程准则 2000”对未来高等工程人才质量评价的 11 条标准规定[2]，欧
洲范围内旨在促进高等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博洛尼亚进程”(1999) [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瑞典林雪平
大学等连手推出的本科工程人才改革的 CDIO 培养模式(2004)及其所强调的 12 条标准[4]，都对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0 年 6 月 23 日，我国启动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以应对高等
工程教育全球化改革的挑战与我国新型工业化对创新工程人才的双重需求。2011 年初，教育部发布《关
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标志我国“卓越计划”在部分高校正式启动。
而今，全国分三批共近 200 所高校都在实施“卓越计划”，第一批与第二批入选该计划的院校与专
业已到达一个本科毕业周期。对该计划实施的效果进行跟踪研究，发现其中的问题，找出解决对策显得
十分必要。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法和访谈法为主，辅助运用了比较研究与数据分析的方法，对于访谈结果进行分析。
研究对象以北京理工大学 2011 级接受该计划的 4 个专业的本科生为主，2012 级第二批选入的 6 个
专业的学生为辅，在广泛了解全校首届进入“卓越计划”培养专业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对前两批进入该
计划的学生按照三门之一的比例随机抽取，调查人数占总人数的 33%，样本具有代表性。
访谈对象以分层选取典型代表为主，以个体深入访谈和小组集体访谈结合的形式进行。典型代表包
括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管理者从分管“卓越计划”的校、院两级管理者中选取，包括教务处副处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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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学院副院长 10 人。教师代表选取了参与制定培养计划的责任教授 10 人，此外，还选取了专业任课
教师 18 人。学生代表包括入选该计划的大三和大四学生 110 人，其中男性 82 人，女性 28 人。学生调研
以问卷发放和小组座谈为主。此外，研究者还对当年没有进入“卓越计划”的同届相同专业的部分学生
进行了随机访问，以与接受该计划的学生进行比较。

3. 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北京理工大学是首批加入“卓越计划”的院校，截止至 2013 年，本校先后有 18 个本科专业加入该
计划。此外，还有 16 个实习基地入围国家级实习基地，其中，由本校牵头的基地 10 个，与其他学校共
建的为 6 个。为提升师资水平和提高教学质量，2013 年夏，学校成立了“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
以便多形式培训师资，鼓励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实验，多途径培养拔尖创新型工程人才。仅 2010~2011 年，
学校就投入 223 万元作为专项经费支持创新基地建设、大学生创新项目、综合性与设计性的课程设计、
教学团队建设以及产学研基地建设，这些措施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卓越计划”开展的条件要求。但是，
从实地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与不足。以下结合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访谈，从校企合作、师资问
题、学生培养三个方面揭示发现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

3.1. 校企合作困难重重，影响了学生工程实践的效果
校企结合培养卓越工程师既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必然途径，也是落实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重点。但
这项要求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学校缺乏与企业对接的良好管道，企业对短期效益的重视影响了参与合作的积极性。通过访
谈教务管理者和责任教授，我们得知，目前高校与企业联系的途径单一且不畅，企业主动参与高校人才
培养的积极性较低。
造成校企合作难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
首先，企业对参与人才培养的认识不到位，阻碍了其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传统上，企业认为自己是
接受人才和检验人才培养效果的单位；而培养人才的任务应该由高校完成。“卓越计划”要求企业参与
到工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直接负责实践培养环节，承担一定的培养任务，这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由于企业对人才培养的长远性认识不到位，或者只着眼于短期利益，因此，这些方面阻碍了其参与进程。
第二，政府缺乏具体的激励政策，限制了企业参与的动力机制。企业是以利益作为其衡量标准的合
法性盈利组织。由于目前政府没有明确的政策和具体的措施鼓励并引导企业参与人才的培养过程，因而
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参与的动力机制。
第三，经费投入不足，制约着校企合作的进程。由于建立校企合作教育基地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
基地仪器设备的购置和维护；学生到企业实习的差旅、食宿费用以及学校聘请企业指导教师的薪酬等等，
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因此，如何筹措经专项经费并切实用于合作培养，是目前校企合作中最大的障
碍。
另外，由于我校进入“卓越计划”的专业大部分是军工特色专业，保密要求十分严格，致使对口合
作企业少，现有合作难以深入。

3.2. 专业教师的工程素质与认识态度，决定了该计划实施的深度
由于教师是教学计划的制定者，同时也是计划落实的实践者。教师的态度与日常教学行为从根本上
决定着该计划实施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最终影响着人才的培养质量。
教育部在实施“卓越计划”的若干意见中，对工程类专业教师的聘任和评价提出了专门要求，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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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实践中却难以落实。
通过访谈校院两级分管教学的领导，我们了解到以下突出的问题：第一，教师们参与该计划的积极
性不高；第二，大部分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历，工程能力欠缺[5]；第三，部分青年教师不能够有效处理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与实践能力都有待提高。
究其原因，首先，由于在高校当前的教育评估、大学排名及教师的职称晋升中，普遍重视科研课题
及其成果发表的数量与等级，科研作为显性的评估要素牵动着大部分教师的精力与努力方向。科研课题
与论文发表的比重无论是对学校、学院还是对教师个人的晋升与发展都远远大于与教学相关的各项指标。
而教学与科研相比，教师们短期内不但难以看到参与该计划的好处，也难以获取与教学配套的财、物支
持；同时，教师无形中还增加了实践环节的要求与课改负担。因此，大部分教师对“卓越计划”的认同
度与参与积极性不高。
其次，传统的工科教师培养模式造成了现有教师工程实践能力的缺乏。工科教师们在其学生时代接
受的是“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缺乏足够的工程实践训练，其工程实践能力“先天不足”。工作后
他们又受“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体系的牵制，后天实践机会十分缺乏。此外，高校也缺少提高教师
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的平台和途径，很少院系能主动把教师派到企业去接受实践培训，从而使提高在职工
科教师的工程能力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此外，近几年入职的青年教师，虽然大部分具有工科博士学历，甚至部分教师具备海外留学经历，
但他们基本上是从高校到高校，缺乏企业经历[6]。更为不利的是，他们往往将过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
科研项目的申报与成果发表中，很难有效地平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在了解校情国情、弥补实践经历、
提升教学能力及反思授课效果，甚至与学生主动沟通交流等方面基本上无暇顾及。

3.3. 关键培养环节的缺失，使学生的“卓越性”难以体现
“卓越计划”的培养方案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一个步骤与环节都会影响其他环节，从而最终
影响学生的整体培养质量。
“卓越计划”要求入选的学生在企业实习 1 年，这是该计划不同于以往普通培养计划的最关键的环
节。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训练其工程能力，使他们熟悉未来工程职业环境的复杂性，并能
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工程中的真实问题。
通过访谈并查阅以往数据，我们发现在学生的实习安排上，虽然管理者理论上都非常明白实习对于
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深远意义，但教学安排上却大打折扣。实际上，与 90 年代相比，现在学生的实习时间
不是增多而是减少了。因此，反映在学生的实习效果上，便是不言而明的。
为了清晰地呈现“卓越计划”实施前后学生实习安排状况，我们用下表做了对比，见表 1。
除了实习的问题外，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与座谈还了解到，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遴选学生的方式
尚缺乏科学性，以及培养计划落实不到位，都导致毕业生质量难以体现“卓越性”要求。

4. 改进建议
根据以上调研中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本文提出三点改进建议，以期对计划的进一步落实有所帮助。

4.1. 全面加强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被国际知名大学证明行之有效的工程人才模式。如何有效地借鉴并切实建立校企合作的
有效模式，是高校与企业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
1) 多渠道宣传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优势，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合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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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 contrast table of the internship si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in the excellence engineers education program
表 1. BIT 实行“卓越计划”前后学生实习情况对比表

学生
实习

校外
实习

“ 卓 越 计 划 ” 实 行 前 (90 年 代 )

“ 卓 越 计 划 ”实 行 后

部 队 实 习 (历 时 1 个 月 )： 到 产 品 的 使 用 企 业 去 ， 先 了 解 所 学 知 识 的 实 际
用途，提高学生专业学习兴趣

取消

认 知 实 习 (历 时 约 1 个 月 )： 参 观 为 主 ， 带 领 学 生 参 观 企 业 的 生 产 基 地 和
仪器设备等，获得对产品的初步经验

时 间 上 压 缩 ，内 容 上
流于形式

工 厂 实 习 (一 般 在 毕 业 之 前 ， 第 七 /第 八 学 期 ， 历 时 1 个 月 )： 到 将 来 的 工
作场地去，真正了解产品的设计和研发过程

时 间 上 压 缩 ，内 容 上
流于形式

金工实习

金工实习

毕业实习

部分毕业实习

校内
实习
数据来源：依据 2014 年 5 月的访谈录音整理。

首先，从分析优秀工程师对企业的贡献入手，扩大企业宣传，提高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责任意识。
其次，政府担当联系学校和企业的纽带：引导并鼓励企业接收对口专业的学生实习。第三，制定激励政
策，明确校企合作中企业的权利与责任，对合作企业实施免税或者享受相应的人才培养补贴政策。
2) 企业参与高校培养计划的制定与落实，切实参与人才培养的环节和过程。
校企合作主要表现在企业教师和校内教师的优势结合方面，高校教师应主动聘请企业导师深度参与
人才培养的四个关键环节，以更好地发挥各自在人才培养中的优势。例如，双方共同参与培养方案的制
定[7] (如课程体系、培养标准、后续教学分工等)及其执行、参与对培养效果的评估(包括实习评估及毕业
之后表现状况的评估)、并对评估结果的持续回馈与改进提供建议。这四个环节既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
也是校企合作的可以共同发挥作用的空间。
此外，校企合作应注重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明确分工。例如，对实践环节的设
计包括实践的内容、形式、所需时间、以及步骤安排等，企业专家最清楚，这部分内容在制订计划时应
主要由企业专家来承担和实施。而理论与实验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高校教师比较擅长，所以此类课程应
由他们做主。
高校与企业在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中，只有进行实质性的深度参与合作，才能够真正制订符合企业需
要的工程人才培养目标，也才能够保证毕业生达到预期的质量。

4.2. 优化任职教师资格
师资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首要因素。在“卓越计划”的实施中，教师无疑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针
对当前的状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教师资格状况：
1) 实施分类评价制度，调动教师的参与积极性。
调研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当前高校的考核中一刀切的评价方式极大地抑制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因此，改革教师考核和评价制度，认真落实教师分类考核评价，逐步提高教学、尤其是实验与实践教学
的比重[8]，并增加激励教学与教改的权重与比例，将会更好地调动教师投入教改的积极性。此外，经常
性地对教师进行工程教育理论培训，不断介绍国外先进的工程教育改革理念，也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工程
教育自觉性，对提高教师的教改的自觉性有较大的帮助。
2) 提高工科教师的教学能力。
教学是教师的基本职能，也是培养学生的关键环节。学生对与工程教育的最初兴趣及其基本理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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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对于工程的理解及其投入程度，主要是通过各类课堂完成的。因此，工科教师对于理论与实践的态
度及其风格，影响着学生对工程领域的认知与投入，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因此，教师的教学态度
与教学能力对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达成：
首先，建立高水平的教学团队，以课题或项目为单位，开展新老教师的“帮扶”活动，以快速提高新
教师的教学技能。其次，加强教师培训，定期介绍新的教学理念与工程教育改革案例，并适当派教师到国
外相关高校进行交流与培训，以开阔教师的视野[9]。第三，鼓励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并给予奖励，创造一
种热心教学与自觉实践的教师文化。第四，转变教学督导组的职能，从以发现教师问题为主，转向以发现
和培养潜在教学能手、激励教师积极投身教学改革为主，并适当运用奖励机制，保护教师的教改热情。
3) 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水平。
首先，从教师的聘用上，加大对企业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选聘教师时看重其工程实践经
历，择优而聘。其次，在现任教师中逐步提高骨干工科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选派教师到企业培训，并
制定相应政策，以保证他们不因接受培训而影响其校内的收入及晋级。第三，建立高水平的实验教学团
队，通过创新基地等平台来加强实验教学设计，从而提高工科教师的实践能力。

4.3. 落实关键培养环节
人才培养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心，而卓越工程人才的培养即是“卓越计划”的目标所在。结合调研
中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保证学生培养的关键环节方面，应突出学生的实习和实践环节，争取在培养
过程中体现人才培养的“卓越性”。
1) 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学生是卓越计划的最终受益者，学生的参与态度和投入多少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最终培养质量。通过
学生访谈得知，因学校宣传不够，首届入选的学生其实对计划的培养目标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在学习
过程中，部分同学要么顾虑重重，要么被动应付，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果。因此，加大“卓越计划”
的宣传力度，提高学生对该计划的认知度是保证学生积极参与从而最终提高其质量的首要条件。此外，
改革学生的考核与评价制度，消除学生因不了解计划而产生的顾虑，是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并全程投入的
最终保证。
2) 保证学生的实习效果
从调研得知，实习经费落实不到位是实习效果难以保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建议政府给予实施
该计划的专业足够的专项拨款，学校在支出经费时尽量简化手续，提高使用效率。此外，学校和专业学
院要努力开拓其他筹资管道，争取企业和校友的各种赞助。在实习时间的安排上，应避开考研和找工作
的高峰阶段尽可能保证学生的实习时间。此外，在实习过程中，激发学生兴趣，充实实习内容，出台相
关的安全规定，减少实习安全方面的顾虑也是十分必要的。

5. 结语
“卓越计划”是我国培养高素质工程人才的新型探索，从开始实施至今已满一个本科培养周期，各
参与高校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摸索出了一些促进“计划”实施的措施与高质量工程人才培养的经验。
然而，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了实施该计划中的几个突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希望能为
计划的进一步落实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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