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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方案至少包含哪些要素？ 

⊙专业简介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设置 

⊙修读要求 

⊙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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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制定人才培养目标？ 

• 如何制定毕业要求？ 

• 如何进行毕业要求指标分解？ 

• 如何能达成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的设计 

• 课程体系如何支撑毕业要求？——课程支撑矩阵的设计 

• 课程教学如何实现毕业要求？——课程教学大纲的设计和落实 

• 如何评价毕业要求已达成？——课程评价 

 

汇报提纲 
 



1.如何制定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的基本含义 

毕业后5年左右，职业和专业成就 
 

⊙职业领域：专业特征 

⊙职业定位：岗位特征 

⊙职业能力：上述领域和定位对应的能力和素质 
 



     培养目标（纺织工程专业） 

本专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植根山东，面向全国，服务

京津冀，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能系统运用纺织工程专业知识、理论和技能，具有较高的创

新精神和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能够在纺织领域胜任纺织品

设计与开发、工艺设计与加工、纺织品检测与质量控制等工

作的创新性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所具备的能
力与素质 

职业定位 职业领域 



   培养目标（纺织工程专业） 

本专业学生毕业5年左右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目标1：具有工程数理基本知识和纺织工程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
能识别、分析和解决纺织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2：适应独立和团队工作环境，能在纺织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设计、
生产、检验等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角色，能与同事、客户和公众有效沟通。 

⊙目标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从人文、法律、
环境、社会、国际合作等方面以宽广的系统视角进行工程实践。 

⊙目标4：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学
习渠道获取新知识，实现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所具备的能
力与素质 



     培养目标制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表述要有针对性，能反映学校的定位和专业的特色。  

⊙内容要清晰表述职业能力，并能与毕业要求建立对应关系。

⊙能合理解释专业培养目标与学校定位、社会需求的关系。  

⊙要有充分有效的内外需求调研与分析，要有依据。 

⊙培养目标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专业认证是根据你自己制定
的标准来评价是否达成。  

⊙培养目标制定要切合实际。 

 



2.如何制定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胜任特定职业岗位所具备的特定能力； 

⊙毕业要求：发展职业能力所具备的基础能力。 

 

 

对象 内容 时间 能力 

培养目标 往届毕业生 定位发展 毕业5年左右 职业胜任能力 

毕业要求 应届毕业生  能力构成 毕业时刻 职业准备能力 



   如何制定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要明确、公开、可衡量，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全覆盖通用标准12条。 

⊙“明确”，指应当准确描述本专业的毕业要求，并通过指标点分解明晰毕业要求的内涵。 

⊙“公开”，指毕业要求应通过固定渠道予以公开，并通过研讨、宣讲和解读等方式使师
生知晓并具有相对一致的理解。 

⊙“可衡量”，指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能够获得毕业要求所描述的能力（可落实），
且该能力可以通过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表现判定其达成情况（可评价）。 

⊙“支撑”，指毕业要求应能体现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覆盖”，指毕业要求在广度上应能完全覆盖标准中12条，描述的学生能力在程度上应
不低于12项标准的基本要求。 

 

 

毕业要求是否
达标的底线 

毕业要求形成自
身特色的依据 

专业认证针对
的是毕业要求 

自证“可衡量”
的两个视角 



    制定毕业要求的关键 

⊙正确理解12条标准要求的内涵； 

⊙充分体现培养目标定位与特色。 



通用标准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
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
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
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
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通用标准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
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
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
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工程教育通用标准“12条”内涵 

专业能力 

核心：解决复杂工程能力 

工程知识—思维分析—设计开发—研究创新—使用工具（1-5） 

工程素养 

发展能力 

道德价值取向、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经济管理能力（6-8，11） 

沟通、合作、终身学习（9-10，12） 



   工程教育通用标准的两个关键点： 

聚焦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能力培养 

技术能力和非技术
能力同等重要 

时代发展对职业工程师的要求： 

⊙-----会不会做：专业知识与技能 
⊙-----该不该做：道德与价值取向 
⊙-----可不可做：社会、环境、文化等外部约束 
⊙-----值不值做：经济、社会效益 
            传统工程师 
            当代工程师 

专业+道德、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管理等 

解决复杂工程的能力培养贯穿于通用标准12条中 



通用标准毕业要求 纺织工程专业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
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知识用于
解决纺织产品开发过程中设计、工艺与检测等纺织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
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
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纺织产品开发过
程中复杂纺织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
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
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市场需求提出纺织产品
开发方案，并考虑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
以及环境的影响并进行改进，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
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纺织产品开
发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
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
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
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
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纺织产品开发中的复杂工程问
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
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
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通用标准毕业要求 纺织工程专业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
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纺织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
理分析，评价纺织产品开发过程中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
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
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纺织科技进步和
纺织产业链加工过程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
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
责任。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
够在纺织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
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纺织及相关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
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
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0.沟通：能够就纺织产品开发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
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
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
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
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纺织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
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
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
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目标4 

1. 工程知识 √ 

2. 问题分析 √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 

4. 研究 √ √ 

5. 使用现代工具 √ 

6. 工程与社会 √ √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8. 职业规范 √ √ 

9. 个人和团队 √ 

10. 沟通 √ 

11. 项目管理 √ 

12. 终身学习 √ 

   附表：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3.如何进行毕业要求指标分解？ 

 



   标准要求12条：1-5条技术指标 

⊙技术类指标分解宜采用由浅入深的“纵向”分

解方式，以便与学校现行的“基础/专业基础/专

业”的课程分类方式匹配，符合教学规律和能力

形成逻辑。 



   示例：标准1（纺织工程专业）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纺织工程专业知
识用于解决纺织产品开发过程中设计、工艺与检测等纺织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 

1.1 能够认知和理解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相关的概念、原理等知识。 

1.2 能够将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运用于表述纺织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1.3 能够综合运用工程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纺织产品开发过程

中的设计、工艺与检测等纺织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

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纺织产品开发过程中复杂纺织工程问

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  
 

2.1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判断纺织产品

开发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参数。 

2.2 能基于科学原理正确表达纺织产品开发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并能通过文献研究提出多套解决方案。 

2.3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方案的合理

性，提出方案修改意见，并最终获得有效结论。 

   示例：标准2（纺织工程专业） 



   标准要求12条：6-12条非技术指标 

⊙非技术类指标一般没有层次概念，指标点分解的

关键是“说清楚”相关能力的内涵，使该能力能够

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实现，教师可以采用合

适的方法来考核评价。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纺织工

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8.1 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8.2 具有人文科学素养，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和科学精神。 

8.3 理解工程伦理的核心理念，了解纺织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责任，在工

程实践中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 

   示例：标准8（纺织工程专业） 



      4.如何能达成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能支持毕业要求的达成，课程体系设
计由企业行业专家参与。 

  ⊙课程体系必须包括： 

专业认证标准课程类别 标准要求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至少15% 

工程及专业相关 
工程基础类 

至少30% 专业基础类 
专业类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 至少20% 

人文社会科学类 至少15% 

 ⊙示例：纺织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纺织服装教学计划表2019.5.13.2.xlsx


专业认证标准课程类别 标准要求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小计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至少15% 25.5 15% 15% 

工程及专业相
关 

工程基础类 

至少30% 

15 8.83% 

37.65% 专业基础类 9 5.29% 

专业类 40 23.53%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 至少20% 36.5 21.47% 21.47% 

人文社会科学类 至少15% 34 10 20% 5.88% 25.88% 

小计 74.5 95.5 43.83% 56.17% 100% 

总计 100% 



 5.课程体系如何支撑毕业要求？ 

         ——课程支撑矩阵的设计 
 



   为何要建立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负责人：可据此判断专业课程体系是否合理？某门课

程是否应该设置？哪些课程应重点建设？明确课程建设与改

革的着力点。 

⊙任课教师：可据此明确自己承担的课程应该对应哪些毕业

要求的达成做贡献，应该教什么？如何教？如何评价？ 

杜绝水课、打造金课！ 

明确目标、落实任务！ ⊙示例：纺织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课程支撑对应矩阵-20190513.xlsx


 6.课程教学如何实现毕业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的设计和落实 

 



   毕业要求能否实现要落实到课程教学中 

⊙课程性质与任务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与方法和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课程考核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示例：《纺织材料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大纲应包括： 

设计能够体现毕业要
求的课程目标 

根据课程目标设计教
学内容与方法 

根据课程目标设计考
核内容、方法和标准 

毕业要求的达成，最终要体现在课程的教学大纲中，使大纲成为规范教师行为、指导学生

学习的契约型文件。 

纺织材料学教学大纲2019.5.13.docx
纺织材料学教学大纲2019.5.13.docx


   7.如何评价毕业要求已达成？ 

                ——课程评价 

 

  正在研究过程中··· 



结 束 语 
 

⊙整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全程体现OBE的教育理念

（成果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才培养工作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