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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机制专业综合改革总体策略研究与实践
倪骁骅，葛友华，于建业，吴卫东，袁健

(盐城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优集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根据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要求，提出专业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制订专业综合改革目标的策略。盐城工学院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综合改革实践表明所提出的改革思路及策略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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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校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立足点，其建设水平和绩效决定着

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特色。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从规模

扩大过渡到以加强内涵建设为要求的阶段【”。教育部“十二

五”期问启动了实施“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以引导高校

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

构，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提升人才

培养水平。

专业综合改革要达到较好的效果，必须结合学校的办

学定位、专业的学科基础、行业、地方的经济发展要求以及

专业本身的已有的条件与办学特色∞，制订科学、合理的改

革总体目标，拟定贴合实际且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进行投

入和建设。本文以盐城工学院机制专业综合改革为例，对

应用型本科院校机制专业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具体目标、

方案、及措施拟定的策略进行探讨。

一、专业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

根据国家教育部提出的专业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高

等学校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办学定位、学科

特色和服务面向等，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建设重点，优化人

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

改革，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提升。因而专业综合改革的

总体思路即是要根据这一要求结合学校、专业的条件、特

点、人才培养的目标等进行规划，明确总体改革目标以及各

分项改革的目标，拟定建设的方案，提出建设的措施。其中

专业综合改革的目标设定是专业综合改革能否取得较大成

效的关键，必须在提出改革方案时充分研究与论证。

二、专业综合改革目标制订策略

专业综合改革目标制订必须既有前瞻性，科学性，又有

可行性。

首先，必须紧紧围绕学校的办学定位。专业建设的根本

目标是培养合格的人才，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对不同的高

校有着不同的要求。我国普通本科学校分为三种类型，即研

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其中应用型本科总体属于

教学型高校，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承担着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重任。面向国民经济生产一线培养应用型人才是

其办学的基本定位。对机制专业，即是培养一线的机械工程

技术人员。毕业生应初步具备机械工程师的基础、素质、能

力。

出发，设计开展富于思想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类活 【2例蓉，唐红秀．充分发挥高校党支部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Ⅱ】重

动，丰富校园文化，为广大学生成长成才服务。只有建立在 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0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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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的发展和培养离不开学生工作的各个环节，在学生中 ：。高善‘i’

。⋯～ ’一 。’ 一一

发现和选拔一批党性强、作风正、办事公道、团结同学、有组 『61塞红明：毛晖．王微，王爱萍．构建高校党建工作和学生工作多
织能力、在学生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同时发挥t维-J互-动的--生-态-模,-式Ⅱ】-谁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7)．
学生党员在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的积极 f71纪安辉．如何开展高校党建工作中的学生党建工作Ⅱ】．湖南医

充、互为依托的关系，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正确认识

和利用二者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党组织的形象，更关系到能
基金项目：山西省软科学项目《高校学生党支部服务学

生成长成才策略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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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先进、科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的需

要，使专业的综合实力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对应用型本科

学校来说，根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以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为抓手，分析卓越计划人才培养

的通用标准、行业标准，从学生培养的能力、素质要求出发，

制订专业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教学团队的建设、课程体系的改革、教学资源的丰富、教学

方法的探索、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教学质量的监控等方面

的具体目标，是专业进行综合改革目标制订的较好途径。

第三，专业综合改革的目标设定要结合专业的基础条

件、已有优势，以彰显特色，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各个

专业在办学过程中，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人

才培养模式，建设了满足教学需要的师资队伍，构建了较为

完整的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体系，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实践

教学的资源，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了一定的优势，形成了一

定的特色。在专业综合改中，必须依托已有条件，在已往形

成的优势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加强这种优势，形成特色，使

原有的特色更加鲜明。

三、机制专业综合改革实践

根据专业综合改革总体思路及改革目标制订的策略，

同时调研学习政策文件、同类高校经验，盐城工学院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进行了专业综合改革顶层设计。基

于学校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定位及专业现有条件，瞄准国家

特色专业建设目标，紧紧围绕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标准，提出

以特色营造为思路的改革总体目标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团队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实践体系

构建等具体目标

(一)总体目标制订

机制专业是江苏省特色专业，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

及卓越计划试点专业，江苏省“知行合一，能力为本”应用型

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在专业综合改革时确定

以加强特色专业建设为抓手，提高机械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质量，以特色建设为核心制订总体目标。即专业以卓越计划

试点为契机，紧紧围绕江苏沿海发展战略和长三角经济圈

区域经济发展，立足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卓越机械工程师的

基本定位，培养适应国际机械人才培养发展趋势，不断优化

人才培养方案，从改革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能力人手，进一

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教学

管理等专业发展的重要环节的改革，进一步整体提升本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使本专业办学特色更加鲜明，能够引领本

校其他专业和同类型高校相关专业的改革建设。

(--)专业综合改革的具体目标拟定

总体目标思路必须在分项目标中预以体现，因而在制

订专业综合改革中的分项目标时应同样采取相应的策略，

且应紧紧围绕总体目标。以下是机制专业以特色建设为核

心的分项目标设计。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目标

“平台+多元化”是机制专业在国家和江苏省特色专业

建设中不断探索积累形成的，在专业综合改革中，专业坚持

并深化这种模式，充分利用学校“江苏省新型环保重点实验

室”等校内公共平台，“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国家战略平

台，同时根据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紧紧把握与江苏江淮动

力集团联合共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培养基地的契

机，广泛凝聚并整合校一校、校—企、校—政等多种产学研

平台功能优势，满足社会对多样化的创新型高级机械工程

技术人才的需求，建成有我校特色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一三三”型人才培养模式闱；即，一条工程能力主

线，“基本能力、拓展能力、综合能力”“三层楼”的能力培养

梯次，“模块、单元、节点”三级课程教学体系，形成以“知行

合一，能力为本”为核心内涵的人才培养特色。

(2)课程体系改革目标

根据卓越计划标准要求，在拟定标准实现矩阵的基础

上，转变“知识为本”的人才培养观，通过以“能力培养”为主

线的改革，建立卓越机械工程师“三层楼”的能力系统结构

和“三条能力培养线”；以能力拓扑图为参照系，重组原有知

识体系，强化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调整理论学习和实践训

练学分和学时分配，构建新型的“模块+单元”的知识体系圈，

形成与之对应的“模块+单元+节点”的课程教学体系，根据

机械专业“设计”、“制造”、“自动化”三个部分的专业知识结

构与内在逻辑，围绕“模块+单元+节点”的知识体系，制定

适应国际化工程教育趋势，符合见习工程师培养要求的“单

元课程”标准，建设理论知识与实践环节有机融合的教学

“单元课程”，深化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建设基于共享平台的

优质教学资源，打造具有专业培养特色的优秀课程，形成

“理论知识先进、专业技能强化、工程能力突出”的课程体系

特色。

(3)教学团队建设目标

根据专业核心知识模块教学的需要，以“目标明确、相

互依存、分工合作、责任共担”为特征的教学团队已基本形

成。专业综合改革中，专业以特色专业建设、“卓越计划”、课

程建设、科研项目为引导，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选派出国深

造培养、加大力度引进和培养等多种途径，打造优秀教学团

队。团队由具有国际工程教育视野及丰富工程教育经验的

省级教学名师、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

和教学水平的团队骨干、有一定纵横向科研能力的中青年

教师组成。团队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合理的学缘结构、年

龄结构、职称结构，教学能力强、教学质量高等特点。在此基

础上，创建优秀课程教学团队、优秀毕业设计指导团队、优

秀科技创新团队，形成“高起点、高标准，强理论、强实践”的

“两高两强”的教学团队建设特色。

(4)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目标

教学方法的改革也要围绕特色建设与卓越计划要求。

目标制订中根据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需要，大力推

进双语教学，结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特点，积

极探索翻译式、渗透型和穿插型相结合的双语教学模式；加

强学校与企业培养基地现场教学深度融合，利用“平台”推

广导师式教学改革，实施“校企联合授课”的教学组织改革，

加强“单元课程”多样化教学方式综合运用改革，进行以“能

力为本、目标导学”为主旨的课程考核方法改革，开展相关

的教学研究与总结；在理论与实践教学中，根据“节点”的教

学要求，积极研究探索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

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学校与企业相协调”的教学方法特色的形成。

(5)实践教学建设目标

在实践性教学环节上，以卓越计划提倡的校企联合培

养教学改革为引领，更新实践教学理念，进一步优化实践教

学体系，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强化专业实验室、校内外实践

基地条件建设，狠抓实验管理规范建设，建设实践教学体系

完备、实验设备条件先进、实验教学团队优秀、实践教学管

理规范，实践教学资源开放共享的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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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基因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彭艳，熊兴华

(湖南农业大学作物基因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长沙410128)

摘要：以当前作物基因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的现状为基础，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确定了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的目

标，总结了自实行首席科学家制以来取得的成效。并就如何能使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更科学、更规范，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作为学校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代表着学校创新能力和成果产业化的层次和水平，

在科技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物基因工程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作为我校研究型实验室，一方面负责研

究生的培养，另一方面承担各类科研任务，其建设和管理要

与科研工作相结合，突出基因工程的特色闭。学校近几年的

发展和纳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为我实验室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契机，为使我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更科学更规范，本

文在总结实验室现状和取得的成效的基础上，明确了作物

基因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的目标和思路，并

对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进行了一些思考。

二、作物基因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现状、建设成效

(一)建设现状

作物基因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是湖南省科技厅为充

分发挥我校资源优势，推动湖南省生物技术的发展，于1995

年12月批准成立。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湖南农业大学，中国工

程院院士、著名的油菜育种专家官春云教授任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王国梁教授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管

理采用首席科学家制(PI制)，在湖南省科技厅的省级重点

实验室评估中多次被评为A类重点实验室，并于2007年应学

校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设成效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8—0024—02

自实行PI制以来，在实验室管理上，对实验室的功能性

房间迸行了比较大的调整，设置公共仪器室和专业仪器室，

避免了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提高了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实

验室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PI和客座研究人员

的管理制度。科研成果再上台阶，新增各类科研项目60余

项，主持和参与的获奖成果18项，经审定的农作物新品种2

个，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主编或参编著作7部，发表论文145

篇，其中发表scI论文54篇。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更加频繁，

并在首席专家的带领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骨干，形成

了一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起点高、梯度合理的研究团队。

三、作物基因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的目

标和思路

(一)建设与发展的目标

作物基因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实行以学校科技处领

导，实验室主任、研究室主任(PI)三级管理制度，其建设目

标是将我室建设成为高水平科学研究、高素质创新人才培

养和高质量学术交流的湖南省作物基因工程研究与人才培

养重要科研平台，推动湖南省生物技术的发展。

(二)建设与发展的思路

充分发挥我校资源优势，围绕本领域国内外研究前沿，

以PI领衔，以水稻、油菜和拟南芥等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作物抗病、耐逆基因及品质性状相关基因发掘和信号传

导与调控机制为主要研究目标，坚持以人为本，以尊重信任

为基础，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建立建成开放式综合实验室。

·+-+-—+·-+-+-+一+—+-+-+-+—+-+·+-+--4---+-+-+-+-+·十-+-+-+-十-十-十-十。十一+·十。十。十。十。。●一。‘t一。—t一。。’一。。‘卜。‘1‘。—t一。—●一。‘卜’‘'一‘—十一。—t一’

形成实践教学“平台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内容多样化、手段 有条件、强化优势、彰显特色的策略加强进行总体设计，再

多样化”的“四化”特色，使实验实践教学、管理运作更贴合 提出具体的方案，分步骤实施，系统化地进行建设，并不断

卓越机械工程师培养的需要。 探索改革的新思路、新方法，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

(6)教学管理改革目标 使专业的基础更厚、条件更好、优势更加显著，特色更加鲜

结合学校实施的IS09001教学质量管理体系，注重教学 明。

管理过程质量控制，不断研究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找 参考文献：

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制度等，尤 【1】石其宝扁校专业综合改革探讨Ⅱ】擞育评论，2012，(4)：33--35．
其注重教学管理过程质量控制，将教学管理工作覆盖到教 【2】刘金梅．对高校本科专业综合改革中教学管理问题的探讨Ⅱ】．

学全过程。在校企联合教学中，不断创新师资队伍管理、课

程管理、学生管理方法，加强教学督导，科学评价教学质量，

支撑专业的综合改革，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不断深入，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优秀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形成

基于“动态梯次式目标管理”的教学管理特色。

以特色营造为思路的机制专业提出的专业综合改革总

体设计思路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试点方案2012年获得国

家教育部批准并立项建设。

四、结束语

专业综合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能

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务。综合改革中应按照学校、专

业人才培养的定位，以先进的工程教育理念为引导，结合现

中国轻工教育，2013，(1)：56—58．

f31段洪君．“3+1”人才培养模式下专业综合改革探索与实践Ⅱ】．科

技创新导报，2013，(8)：184-185．

【4】袁健，葛友华，倪骁骅．“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初探Ⅱ】．
中国地质教育，2013，(1)：8—10．

『515葛友华，陈西府，袁健．基于知识模块化体系的卓越工程师培

养Ⅱ】-考试周刊2012，(85)：151—15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项目

(2013JSJG066)，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卓越计划

试点项目。

作者简介：倪骁骅(196卜)，男，江苏盐城人，教授，博
士，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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