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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調優」共同研究



• 高等教育の大衆化と多様化（機関、学生、教師、内
容、方法などの多様化）

• 高等教育の流動化（単位互換と累積）

• 規模拡大と機関昇格に伴う高等教育質的保障

• 高等教育の国際化と競争力の向上（高等教育大国
から強国へ、世界一流大学づくりなど）

質的保障の強化を要請

背 景



高等教育規模の拡大

年 度 高等教育機関数
（校）

高等教育在学者数
（万人）

高等教育就学率
（％）

2000 1813 910 12.5

2010 2723 3105 26.5

2015 2852 3647 40



近年，中国的留学生规模持续扩大，出国

留学与来华留学人数同步增长，已成为世界
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和亚洲重要留学目的国。

伴随留学生的增加及流动性增大，不同
国家、不同教育机关之间的学习成果（学历
、学分等）的认定、积累和转换的需要越来
越大，要求提升教育质量的透明度和可比性
等。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留学生数的变化

出国留学生数
（万人）

来华留学生
（万人）

2012 40 29

2016 54 44
（70%以上为高等教育） （其中，高等教育27万人）



——实施高校质量评估
——推进高校教学改革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近年中国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的主要政策举措



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2005年起用五年时间对本科高校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
——评估的指标体系包括办学理念、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
利用、教学建设与改革、教学管理、学风、教学效果７个方
面，反映了对办好本科教育的总体要求。
——教育部评估中心2013年以来，陆续发布了全国“211工程
”高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
监测报告》、《全国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报告》，中国工
程教育质量报告（2013年度）》等。

——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如大学排名。2013年在韩
国首尔召开的国际工程联盟大会上，被《华盛顿协议》全会
一致通过接纳中国为签约成员，成为该协议组织第21个成员
。

加强教育质量评估



工程教育质量报告

一是使用国际等效的质量标准进行分析评价，从培养目标、课程体
系、师资队伍、质量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二是以人才培养五个核心维度进行全面评价，即培养目标达成度、
社会需求适应度、办学条件支撑度、质量监测保障度、学生和用户满意
度。

三是与工业界合作进行开放评价。用国际公认的毕业生能力要求设
计成问卷，委托14家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260多家用人单位进行了满意
度调查。

四是用学生学习体验和感受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学生满
意度”评价，对4万多名工科学生学习体验和感受进行追踪调查，体现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新理念。

五是用数据和事实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进行客观评价，包括近10年
积累的工程教育认证资料、6家行业学会、协会（联合会）走访调研
材料、近30位专家的访谈材料、260多家用人单位和4万多名学生的问
卷调查等。

特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2015）

（一）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TEACHING 基準づくり）

（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産業界、雇用者と共同の人材育成体制）

（三）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Innovation & Enterprise 
Education-IEE ）カリキュラムの体系化

（四）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TEACHING と 評価の改善）

（五）强化创新创业实践（実習実践の強化）

（六）改革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一時休学、単位換算など）

（七）加强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建设（教師能力の向上）

（八）改进学生创业指导服务（学生ガイダンスと支援の強化）。

（九）完善创新创业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体系（創業に対する資金援
助と政策保障）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1. 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 制订实施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修订实施高
职高专专业教学标准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明
确本科、高职高专、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
使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成为评价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
• 相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要制修订专业人才评
价标准，细化创新创业素质能力要求。
• 不同层次、类型、区域高校要结合办学定位、服务面
向和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制订专业教学质量标准，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2.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完善学科
专业预警、退出管理办法，探索建立需求导向的学科专业结构和创
业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类型结构调整新机制，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
社会发展、创业就业需求紧密对接。
• 深入实施系列“卓越计划”、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等，多形
式举办创新创业教育实验班，探索建立校校、校企、校地、校所以
及国际合作的协同育人新机制，积极吸引社会资源和国外优质教育
资源投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 高校要打通一级学科或专业类下相近学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开设跨
学科专业的交叉课程，探索建立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
创新创业人才的新机制，促进人才培养由学科专业单一型向多学科
融合型转变。



3.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 各高校要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和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
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调整专业课程
设置，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
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 面向全体学生开发开设研究方法、学科前沿、创业基础、
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分管理，
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专
门课程群。
• 各地区、各高校要加快创新创业教育优质课程信息化建
设，推出一批资源共享的慕课、视频公开课等在线开放
课程。
• 建立在线开放课程学习认证和学分认定制度。组织学科
带头人、行业企业优秀人才，联合编写具有科学性、先
进性、适用性的创新创业教育重点教材。



4.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 各高校要广泛开展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扩
大小班化教学覆盖面，推动教师把国际前沿学术发展、
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融入课堂教学，注重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
• 运用大数据技术，掌握不同学生学习需求和规律，为
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
• 改革考试考核内容和方式，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非标准答案考试，破除“高
分低能”积弊。



5.强化创新创业实践

• 加强专业实验室、虚拟仿真实验室、创业实验室和训练
中心建设，促进实验教学平台共享。
• 鼓励将地方和高校科技创新资源向全体在校学生开放。
• 鼓励地方和高校建设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创业
孵化基地和小微企业创业基地，作为创业教育实践平台，
建好一批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创业示范基地、科技
创业实习基地和职业院校实训基地。
• 完善国家、地方、高校三级创新创业实训教学体系，深
入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扩大覆盖面，促进项目
落地转化。
• 举办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办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支持举办各类科技创新、创意设计、创业计划等专
题竞赛。



6.改革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

• 各高校要设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建立创新创业学分
积累与转换制度，探索将学生开展创新实验、发表论文、
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等情况折算为学分，将学生参与课
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堂学习。
• 为有意愿有潜质的学生制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建
立创新创业档案和成绩单，客观记录并量化评价学生开
展创新创业活动情况。
• 优先支持参与创新创业的学生转入相关专业学习。
• 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
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
• 设立创新创业奖学金，并在现有相关评优评先项目中拿
出一定比例用于表彰优秀创新创业的学生。



7.加强教师双创教学能力建设

• 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标准，加强创新创业
教育的考核评价。
• 配齐配强创新创业教育与创业就业指导专职教师队伍，
并建立定期考核、淘汰制度。
• 聘请知名科学家、创业成功者、企业家、风险投资人等
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担任专业课、创新创业课授课或指
导教师，并制定兼职教师管理规范。
• 将提高高校教师创新创业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作为岗前培
训、课程轮训、骨干研修的重要内容，建立相关专业教
师、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制度。
• 加快完善高校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分配机制，支持教师
以对外转让、合作转化、作价入股、自主创业等形式将
科技成果产业化，并鼓励带领学生创新创业。



8.改进学生创业指导服务

• 地区及高校要建立健全学生创业指导服务专门机构，做
到“机构、人员、场地、经费”四到位，对自主创业学
生实行持续帮扶、全程指导、一站式服务。
• 健全持续化信息服务制度，完善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功能，建立地方、高校两级信息服务平台，为学生实时
提供国家政策、市场动向等信息，并做好创业项目对接、
知识产权交易等服务。
• 地区及有关部门要研发适合学生特点的创业培训课程，
建设网络培训平台。鼓励高校自主编制专项培训计划，
或与有条件的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群团组织、企
业联合开发创业培训项目。
• 地区及行业协会要发布创业项目指南，引导高校学生识
别创业机会、捕捉创业商机。



9. 完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体系

• 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整合财政和社会资金，支持高校学
生创新创业活动。
• 各高校要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多渠道统筹安排资金，
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资助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奖励基
金，用于奖励对创新创业教育作出贡献的单位。
•鼓励社会组织、公益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设立大
学生创业风险基金，以多种形式向自主创业大学生提供
资金支持，提高扶持资金使用效益。
• 深入实施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落实各项扶持
政策和服务措施，重点支持大学生到新兴产业创业。有
关部门要加快制定有利于互联网创业的扶持政策。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的一系列政策对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成效。
——但就总体而言，相对于外部评估
而言，高校内部的质量保障机制仍然
薄弱，外部与内部评估还缺乏有机的、
有效的结合。



• 2011年5月，中国とEUは中欧人文交流対話
体制（High Level People to People 
Dialogue，HPPD）を設立し，教育、文化
等の分野の交流と協力を深めると決定。

• 2012年4月，ルセールで行われた中国＝EU
人文交流対話会議にて，「中国＝EU
TUNING 共同研究プロジェクト」を決定

TUINGの始まり



TUNING = 調優(Tiao you)

調整をして優良にする

TUNING の中国語訳



TUNING研究的目的

增强中欧高等教育的可比性、兼容性；

实施成果导向的教育；

建立双方认可的质量标准；

开发双方认可的政策工具 ；

消除中欧之间教师和学生流动的障碍；

建立中欧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研究内容与任务

A. 根据土木工程、比较教育和工商行政管理等专业试点情

况，研究探索中欧高等教育的学术和评价标准。

B. 运用欧盟成功的调优方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C. 研究规划项目发展，包括扩大试点专业范围等问题。



教育部成立了中欧调优联合研究项目办公室，组织和协

调研究工作。
第一批三个试点专业分别是：土木工程、工商行政管理

和比较教育学。
土木工程专业，由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黄宏伟教授任首席专
家，具体牵头组织实施。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由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西交—利物浦大
学校长席酉民先生任首席专家，具体牵头组织实施。
比较教育学专业,由北京示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长刘保存教
授任首席专家,具体牵头组织实施。

各个学科组分别组织5-10所大学该专业教授，参加项目
研究。两年来,累计20多所大学和30多名中国教授参加了项
目研究。

研究组织 – 中方



欧方专家组由荷兰格罗尼根大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中心主
任、格罗尼根大学国际调优研究院罗伯特教授及其团队组织
协调(Julia Gonzalez, Pablo Beneitone, Ingrid van der Meer)。
土木工程学：意大利罗马大学名誉教授朱利亚诺· 奥古斯
蒂、葡萄牙波尔图大学阿尔弗雷多罗·索埃罗.
管 理 学：瑞典于默奥大学丹·弗罗斯特教授和德国亚
琛大学原教授玛格勒特·舍穆茨基.
比较教育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原教授阿琳·吉尔平、丹
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索伦·埃雷斯

各个学科组的中欧专家，分别召开了三次学科组会议。

研究组织 – EU



研究方法（1）

 开发一种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关于能力和学
习成果的全球语言。

 关注社会所需要的通用能力和技能的重要性。

 将所有利益攸关方，引入课程改革与设计。

 开发学科专业层面的国际评价标准。

 确认教师在高等教育课程改革与设计中的作用。

 促进灵活性，鼓励多样性。

 促进国际学生流动和学习成果互认。



研究方法（2）

 开发一种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关于能力和学
习成果的全球语言。

 关注社会所需要的通用能力和技能的重要性。

 将所有利益攸关方，引入课程改革与设计。

 开发学科专业层面的国际评价标准。

 确认教师在高等教育课程改革与设计中的作用。

 促进灵活性，鼓励多样性。

 促进国际学生流动和学习成果互认。



开发课程设计与教学的参考标准

过程:

• 成立12-15人的专家组
• 学科概况
• 确定通用能力列表
• 确定学科专业能力列表
• 确立取得学位的要求
• 描述未来就业领域
• 明确相应的教学方法
• 明确恰当的质量保障机制

研究方法(3)



研究方法(4)

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面向利益攸关方（包括就业单位、毕业生、高年级学
生和教师）的调查。

 进行数据分析，为设计学科改革方案提供数据基础。

 比较中欧高等教育的异同，提升双方高等教育的透明
度，促进高等教育领域的相互了解。



研究方法(5)

问卷

 通用能力(33项):在考虑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前提下，以欧
方专家提供的通用能力列表为基础，面向中欧双方有关专家进
行咨询，并吸纳了三个学科组专家的建议.

 学科专业能力列表: 在咨询欧方专家意见基础上，三个学
科组所参与的大学分别确立了本学科的专业能力列表。

(工商管理: 26项; 土木工程: 27项;比较教育: 22项)



研究方法(6)

面向利益攸关方的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问卷调查

变量:

1，重要性: 
1 to 4: 不重要; 有点重要;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2, 培养成效
1 to 4: 无成效; 有点成效; 比较有成效; 非常有成效

3，重要性排序



研究方法(7)

通用能力

一般结论(三个学
科组数据分析得
出的一般结论)

对四类调查对象的分析
对三个变量的分析
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

对具体学科
的分析

对四类调查对象的分析
对三个变量的分析
与一般结论的比较

学科专业能力 从学科角度进行
分析

对四类调查对象的分析
对三个变量的分析

数据分析: 



抽样调查样本数量

通用能力

被调查组 工商管理 教 育 土木工程 合 计

大学教师 107 66 134 307

雇主 143 230 109 482

在校生 152 138 184 474

毕业生 149 213 123 485

合计 551 647 550 1748

专业能力

被调查组 工商管理 教 育 土木工程 合 计

大学教师 107 61 108 276

雇主 141 196 98 435

在校生 150 122 166 438

毕业生 144 188 119 451

合计 542 567 491 1600



4、研究成果

通用能力:  

 工商行政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土木工程 （Earthwork Engineering）

 比较教育 (Comparative Education)

主要研究发现和成果



雇主

评价 – 重要性 vs. 成效

26项能力重要性超过3

1项能力成效超过3

能力编号 通用能力描述 重要性 培养成效

1 分析和综合能力 3.61 2.85

15 解决问题能力 3.60 2.73

10 自主学习能力 3.55 2.88

18 人际交往能力 3.49 2.73

17 团队工作能力 3.48 2.76

33 自我管理能力 3.45 2.73

2 实践中应用知识的能力 3.44 2.58

25 自主工作能力 3.34 2.64

14 提出新见解的能力 3.34 2.57

28 遵循社会伦理和职业操守 3.34 2.78

6 用母语进行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能力 3.34 2.81

3 制定计划和管理时间的能力 3.34 2.55

30 质量意识 3.31 2.67

13 适应新环境能力 3.31 2.61

29 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 3.26 2.75

27 创新和创业精神 3.24 2.44

31 追求成功的意愿 3.20 2.76

16 决策能力 3.17 2.47

26 项目设计和管理能力 3.16 2.52

5 在实践中应用专业基础知识的能力 3.14 2.70

24 关注健康和安全 3.12 2.51

4 熟知所学领域基础知识的能力 3.09 3.00

32 环保意识和关注可持续发展 3.06 2.54

19 领导力 3.04 2.39

9 研究能力 3.03 2.67

11 信息管理能力 3.00 2.57

20 在跨学科团队中工作的能力 2.94 2.40

12 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力 2.92 2.37

22 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理解 2.87 2.59

23 在国际化环境中工作的能力 2.82 2.33

21 与非专业人士交流的能力 2.82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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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3）通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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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4）通用能力

重要性

教师
雇主
在校生
毕业生



欧洲 中国

教师: 最重要的5项能力

分析和综合能力

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专业知识和能力

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

持续学习能力

1

2

3

4

5

1

2

3

4

5

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分析和综合能力

主动学习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研究成果（5）中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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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中国

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分析和综合能力

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

专业知识和能力

团队中的工作能力

雇主:  最重要的5项能力

1

2

3

4

5

1

2

3

4

5

分析和综合能力

实践中运用知识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主动学习能力

人际交流和沟通能力

研究成果（6）中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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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中国

在校生: 最重要的5项能力

分析和综合能力

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专业知识和能力

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

团队能力

1

2

3

4

5

1

2

3

4

5

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分析和综合能力

主动学习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

研究成果（7）中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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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中国

实际应用知识能力

分析和综合能力

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专业知识

持续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

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分析和综合能力

毕业生: 最重要的5项能力

1

2

3

4

5

1

2

3

4

5

研究成果（8）中欧比较



欧洲 中国

教师

雇主毕业生

相关系数

0.92

0.97

在校生



欧洲 中国

所有群体——排序: 前五位

一致认同的能力有三项：

分析和综合能力

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研究成果（10）中欧比较



中 国 欧 洲

非 洲 拉丁美洲

所有群体——排序：前五位

一致认同的能力有两项：
分析和综合能力

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研究成果（11）国际比较



研究发现 (1) 

A. 加强学术和评价标准的沟通衔接

调查提供了中欧乃至世界其它地区各个利益攸关方相互比
较的宽广视野。

中欧高度重视通用能力。

中国调查结果与世界其它地区基本接近：中欧有三项重要
能力高度一致。

与欧洲相比，中国通用能力重要性与培养成效之间的差距
更大。



研究发现 (2)

加强学术标准和评价标准之间的衔接

 调查显示：工商行政管理、土木工程和比较教育等三个专
业学科专业能力重要性与培养成效之间的显著差异。

 需要开展更多专业的调查，确定培养成效的优劣。



研究发现 (3) 

各个学科对专业能力的分析结果并不一致：

工商行政管理与比较教育专业能力，重要性与培养成效之
间差异显著。

土木工程专业能力，重要性与培养成效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四个群体的观点高度相关。

土木工程、比较教育，四个群体专业能力重要性方面存在
差异。

工商行政管理与比较教育专业，学科专业能力与通用能力
密切相关。

土木工程专业，数项专业能力重要性评价低，但培养成效
高。



研究发现 (4)

 调优“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基础”，与中国正在进行的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向基本一致。

 调优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具
有参考价值。

 研究证明：中欧之间缺乏一个相互比较和认可的学分体系，
是影响扩大和深化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障碍。



研究发现 (5)

B. 运用欧盟成功的调优方法

 试点显示：中国同世界其它地区（包括欧洲）一样，正
在努力提升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教学质量。

 调优在方法上适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与评估。

 三个试点专业已经成功开发了提高教学质量的试点方案。



研究成果 (17)

结论

• 中欧高等教育都面临着劳动力市场供求不断变化的挑战。

• 确认了三个试点专业透明性和兼容性，为中欧相互认证

提供了依据和工具。

• 调优项目与中国正在进行的高校教学改革殊途同归。

• 调优项目在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具有参考价值。



今後の課題

１．研究の深化、サンプルる調査範囲
や学科範囲の拡大
２．研究の成果の教育実践への応用
３．TUNING PROJECT と 中国の高等
教育質的保障システムづくりとの融合



下一步考虑

根据2016年10月11日，刘延东副总理在中欧教育部长会议上提
出的“加强中欧调优联合研究,深化中欧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
。2016年10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欧调优联合研究第二期项目
第一次会议决定：

1. 深化并推广三个试点专业研究成果。

2. 将试点专业拓展到物流管理、信息工程与护理等。

3. 推动中国的学分制度改革，探讨中欧互认的学分体系。

4. 加强中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衔接，促进学分互认和师生
流动。

5. 通过发表英文报告和文章、调优网站以及专业会议，推动试
点成果在欧洲的传播。



下一步工作考虑 (2)

3. 科学评价学生学业成果和学生课业量，探讨欧盟和中国互
认的学分体系，推动中国现有以大学为基础的学分制度改革
。

4. 加强中国和欧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衔接，促进学分互
认和师生流动。

5. 通过发表英文报告和文章、调优网站以及专业会议，推动
试点成果在欧洲的传播。



ご清聴ありがとう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