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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大学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进程中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技术进步的产

物，是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于一

体的新的大学类型。《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鼓励举办

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培养本科层次职业人

才”。为培养高端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满足

产业转型升级等社会需求，近年来，天津、上

海、广东、云南等省市相继建设应用技术大

学。本文将就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时代

背景、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

加快推进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等作初步探讨。

一、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时代背景

建设应用技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供给侧

结构调整和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重要探

索，既是经济社会需求和国家政策的外在助

推，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建设应用技术大学是产业转型升

级的迫切要求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发达国

家意识到强大的实体经济对于稳定经济和就

业至关重要，纷纷实施再工业化等战略，促进

制造业回流。2010 年 8 月，为加速美国经济

复苏，奥巴马总统签署《振兴美国制造业法

案》，重点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重振制造业战

略，提出要重返世界制造业的巅峰。英国、日

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也都出台

了相关政策。2013年 4月，德国发布《保障德

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

建议》，标志着世界开始迈向工业 4.0 时代。

为应对发达国家制造业“逆向回流”和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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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造业“高端跃升”并存的全球产业链结

构性变化，2015年 5月，中国国务院印发《中

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以期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

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

变。“十三五”时期及未来很长一个阶段，我国

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高度信

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迫切需要大批

高端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这些高端应用型

技术技能人才很难由现在的专科高职院校在

现有生源基础上培养起来，本科及以上层次

的应用技术大学的培养责任则提上日程。

同时，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的发

展历程，也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

大学提供借鉴经验。一是应用技术大学是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伴生的时代产物。经济的快

速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内在

隐含劳动力能力的升级，企业不再满足于完

成单一机械操作指令的员工，转而寻求具有

深厚理论知识又具备实践操作能力的高层次

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二是应用技术大学是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智力支撑。这主要

取决于应用技术大学的区域属性。三是应用

技术大学建设路径的多样选择。从 20 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瑞士、芬兰等欧洲国

家率先通过新建、升格和改造等多种方式建

设应用技术大学，并形成与普通大学互为补

充、共同发展的双轨格局。［1］这些都为我国

探索、拓展和丰富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多种

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依据。

（二）建设应用技术大学是我国调整高

等教育结构的必然选择

1999年后，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十多年

的高速增长期，快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

化，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需

求。教育部《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

到3 6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

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 596所（含独立学院

266所），其中本科院校1 237所、高职（专科）

院校1 359所。［2］然而，伴随着规模扩张，我国

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类型单一的问题凸

显。尤其是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办

学历程较短，又缺乏本科办学的经验积累，大

多热衷于培养学术型人才，而忽视应用型人

才的社会供给。潘懋元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背景下的教育结构进行了深入反思并

提出，中国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致可分

成学术型与若干特色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和

职业型高校三种类型。而高等教育强国背景

下的高等教育是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不仅表

现在办学层次、办学类型方面，还表现在学科

专业布局以及人才培养规格等。［3］因此，深

化教育供给侧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应用技术

大学，扩大本科、研究生层次的应用技术教育

的有效供给，调整高等教育供给结构，创新教

育服务供给方式，形成普通本科高校、应用技

术大学、独立学院、高职院校等多元格局的良

性竞争机制，既是切实满足学生享受优质高

等教育的需求驱动，也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

和吸引力的必由之路。

（三）建设应用技术大学是我国完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举措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职业教育

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但其结构层次还不完整，

未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对高端应用型技术技

能人才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多举措加快

建设应用技术大学，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既是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

是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紧迫要

求，也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部署，加快教育综合改革，建设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举措。”［4］2013 年 6

月，在教育部指导下，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

盟成立。2014 年 4 月，在河南省驻马店召开

了以“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为主题的

“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178 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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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驻马店共识》。2015 年 11 月，教育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

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

指导意见》，鼓励地方本科高校发展本科职业

教育。之后，河北、浙江、海南、四川等省积极

开展试点工作，推动一批地方本科高校加强

应用型建设。此外，天津、上海、广东、云南等

省市相继建设应用技术大学。这些拓展职业

教育发展空间的探索实践，一定程度上填补

了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空白，有助于完

善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二、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建设面临的挑战

应用技术大学在调整优化高等教育结

构、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缓和人才培

养结构性失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应用

技术大学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

问题，制约其建设发展进程。

（一）目标定位模糊

《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2014—2020年）》提出，要将应用技术类型高

等学校“建设成为直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以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为重点，融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于一体的新型大

学”。应该说，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应用技术

大学的办学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当然，一个

科学的概念需要在内涵上反映思维对象的特

有或本质属性，在外延上要涵盖其适用的所

有对象。［5］那么，应用技术大学的主要目标

定位是什么？和其他类型高校相比，应用技

术大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哪一种类型的

高校适合走应用技术大学之路，应该或者可

以率先转型？如何评价应用技术大学办学成

功与否？这些关涉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基本

问题，是当前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中最为模糊

的部分。在国家系列政策的助推下，部分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试图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

型，但这些试图转型的学校基本都是在摸索

中前进，各地推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

型转变的方式、目标定位不一。如 2015 年，

某省遴选了 10 所本科院校作为应用型建设

试点示范学校，目标是积极促进更多本科高

校“加强应用型建设”，切实增强学生的就业

创业能力，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而不是切实地

向应用型高校转型。

（二）管理体制封闭

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跨界的高等教育机

构，开放特征鲜明，其办学实践与社会经济、

行业企业密切相关，既要在组织机构上实现

学校教育和产业企业紧密协作的形态，又要

在运行机制上践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及

工学结合。在应用技术大学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中，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应该是相辅

相成、互为补充的重要手段。但大部分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秉承传统封闭式的办学模式，

导致人才培养重学术轻应用，教学内容重理

论传授轻实践操作，评价方式重考试考核轻

社会检验。

近几年，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转型过于

依赖行政力量推动，缺乏自主转型的责任意

识和内生动力，造成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

型发展对政策资源“等、要、靠”的心理状态。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审视，地方普通本科

高校由研究型向应用型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人

才培养方向的根本性扭转，是一个长期积累、

调整和修正的过程，有必要通过市场准入的

方式而非政策性规定加以引导、规范和推

动。［6］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的积极性和

成效性观之，发展应用技术大学必须打破封

闭式管理体制，理顺政府与市场、行业企业与

高校及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关系，主动适

应并直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这也

是应用技术大学建设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两

大主体博弈后形成的面向长远的互动关系，

旨在最大程度激发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主体的

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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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推进策略

建设应用技术大学作为一项重要的高等

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将成为当前及今后一

个时期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和

关键举措。科学定位、多元发展、创设灵活制

度空间，才能找到应用技术大学发展道路，扎

实推进应用技术大学建设进程。

（一）科学定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转型

发展

“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

之而变，而变革的尝试首先是对教育本质问

题的追问。”［7］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应坚持面

向应用，以产教融合为重心，明确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定位，特别是要着力培

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本科层次

的高端应用技术技能人才，为区域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首先，界定应用

技术大学的内涵与特质。我国应用技术大学

的实践探索仍处于初始阶段，其设置标准、办

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仍需业内

外专家和长期扎根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一线

的实践者的深入研究，并基于应用型技术技

能人才成长的特殊性，探索应用技术大学的

发展规律，明确其在人才类型、教育教学、双

师教育、校企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标准与

特质，从而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提供重

要人力支撑。其次，明确应用技术大学的类

型与层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年）》所描绘的教育体系基本框

架显示，应用技术大学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应用技术本科范畴，区

别于学术型普通本科教育，又可与普通本科

教育双向沟通，重点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同时，应用技术大学培养的是本科层次

的高端应用技术技能人才，与专科高等职业

院校培养的技能人才相比，不但层次更高，而

且更偏重于应用技术。再次，建立科学的高

校分类体系。合理定位与强化分类管理是对

高等教育类型多元、层次分明发展需求的积

极回应，也是对以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实施

学术型高等教育的调适和修正。因而，依据

高校分类设置标准，深化分类管理改革，坚持

分类推进应用技术大学建设思路，重点厘清

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应用技术大学及专科高

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和层次之别，建

立层次分明、衔接有序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目标体系，以引导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特色发

展、差异化竞争，不仅是促进高等教育生态良

性发展，化解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发展危

机的应然之举，也是建设世界一流职业院校，

切实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

力的现实需要。

（二）多元发展：拓展应用技术大学建设

路径

根据生态学理论，区域教育系统中不同

类型或同一类型中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理

应在发展中形成不同的特色、个性和优势，以

发挥多样的功能，保持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与

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8］因而，多措并

举拓展建设路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

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多元格局的必然选

择。首先，推动具备条件的地方普通本科高

校转型发展，是当前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主

要路径。一是承认职业教育属性，明确办学

定位和培养目标，解决“转向哪里”的方向性

问题；二是面向市场，明晰转型内涵，致力于

通过专业设置（以学科体系为基础向以职业

和岗位需求为依据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由单一学科式向产教深度融合转变）和师资

队伍建设（由学术型、研究型向应用型、技术

服务型转变）等，真正担负起培养应用型技术

技能人才的重任，解决“转什么”的内容性问

题；三是加强转型指导，试点先行、统筹推进，

逐步解决“怎么转”的程序性问题。特别是对

那些主动转型且特色发展的地方普通本科高

校给予充足的经费保障以激发内生活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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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允许部分优质或特色高职院校举办应用

技术大学。这既是高等职业教育拓展发展空

间的理性诉求，也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现实诉求。一方面，启动优质高校院校建

设项目，引导相关高职院校对照本科院校设

置标准和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要求，为

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积蓄力量，夯实应用

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础；另一方面，有计

划、分批次、分地区遴选部分优质高职院校开

展举办应用技术大学试点工作，以产业引导

专业，专业服务行业，行业促进就业，推进同

一区域内专科高等职业学校与应用技术大学

的有序衔接和错位发展。最后，适应区域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允许并支持确有需求、现有高等学校培养能

力不足同时又确有支撑与保障能力的地区新

设应用技术大学。

（三）制度保障：创设灵活优良政策发展

空间

在现有教育体制下探讨如何发展应用技

术大学本质上是对制度变迁的路径探索，［9］

有益于构建高等教育新生态，关键在于优化

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政策环境。首先，要强

化顶层设计，出台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专项规

划。各级政府应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规划（2014—2020年）》和《高等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等相关

精神要求，肩负起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的重大使命，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将

建设若干所应用技术大学纳入各地高等学校

设置“十三五”规划，尽快启动相关工作。同

时，综合考虑办学基础、区域布局和专业特色

等，合理布局、统筹谋划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发

展战略。其次，要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增强高

校变革活力。立足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

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政策外

在推动和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促进高等教育

国家制度能力和高校变革能力的有机互动，

如适度调整高校设置权限，释放制度创新的

红利，扩大应用技术大学在专业设置、招生考

试、教师聘用、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使

高校真正成为决策主体和责任主体，这也是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现代大学制度完善

的应有之义。再次，完善评价标准，建立应用

技术大学发展评价机制。科学合理的评价标

准和指标体系是判断应用技术大学发展水平

和办学质量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应

用技术大学建设不仅需要学校内部各系统相

互协调发展，更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和

社会等多方资源联动。因而，一方面，允许部

分高校自行探索，着力重构政府、学校和社会

三者之间的关系，逐步推进管办评分离，构建

有行业企业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10］另一方

面，要注重过程管理，以评促建，建立教育评

估拨款制度，通过完善校企合作机制，推进专

业、课程和教学的应用型改革，凸显应用技术

大学人才培养特色作为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

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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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style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to instruct students how to learn. At
present，the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style focusing on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has both value and
limitation to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with the learning style. It is more instructive to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with the the
concept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style should return to the standpoint of teaching theory. Absorbing the rational core of
other subjects'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style，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teaching theory，the learning style refers to a
series of activities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ternal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under the teacher's leading role，taking the students' initiative learning as the purport，and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or
others' interaction with the learning tools and the learning objec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style" of
teaching theory is helpful to enrich the conceptual system and deep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eaching theor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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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technology is an urgent deman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China's industry，an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adjus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al structure and a crucial measure
to optimize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It is also the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gained from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an developed countries. At present，the following problems exi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technology in China：ambiguous positioning of aims，narrowing of development
ways，the closed management system and etc. Thus，scientific positioning is needed to ser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s called for to widen the construction ways；the mechanism needs
to be guaranteed to open up wide room for flexible and favorable development policies，so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technology can be accel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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