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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目前已形成对应用型大学的战略布局，并逐步开始实践探索，而对于其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将有助于理

解应用型大学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结构与功能是应用型大学合理存在和得到重视的内外依据和表现，两者存
在理论逻辑和制度逻辑的相互构建及彼此支撑的关系。从发展历程、类型特征和作用地位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
应用型大学是一种面向未来应用素质需求的新常态教育结构，其功能也将对校企合作、专产联接和学生就业的促
进和完善等方面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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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strategic program for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has been applied and practical projects have
been gradually carried out． The studies on it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the real effects and important
role of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 the realit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re the in － and external basis and expressions
of reasonable existence and importance of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 Both of them have the mutual constructive and
supportive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ir theoretic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the types of features as well as status it can be found that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 is a new normal educational structure for skill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ts functions are reflected from the promotion and improvement for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conne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and students’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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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才能力性和专业性

“发展应用技术大学，培养本科层次职业人才 ”

的需求态势，教育领域有必要对人才培养进行

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进行提倡。 与此同

相应的结构改革和更新。当前，政府、社会及高

时，在教育部的引领下，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成

校各层面都更为注重对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

立、由地方本科院校组成的应用技术大学 （ 学

2014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
养，

院） 联盟在 2014 年 4 月 25 日和 2015 年 4 月 15

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明确提出： “引导一批

日，先后举办了第一和第二届产教融合发展战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重点举

略国际 论 坛。2014 年 第 一 届 论 坛，还 发 布 了

办职业本科教育”； 国家六部委颁布的《现代职

［1］
《驻马店共识》
，以加快实现中国特色应用技

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 2014 － 2020 年 ） 》也将

术大学体系的建设。这些都体现出各界对我国

收稿日期： 2015 － 12 － 10
作者简介： 史秋衡（ 1960 － ） ，男，上海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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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大学 ① 结构发轫的关注和支持。 而为了

础在于大学整体体系的协调稳定和功能的匀质

完成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使命，首先要明确其合

发展，而非一盘散沙或整齐划一。因此，由当今

理结构和社会功能，从而确保在具备充分的认

大学体系中分化而出的应用型大学，绝不仅是

识和正确的实践条件下，促进地方院校向应用

部分高校独自变革或更迭，而是通过设立整齐

型大学的顺利转型。

而完备的应用型大学体系序列，规划其应用性

＊

一、应用型大学的结构分析
为增强实体经济的生命力，20 世纪 70 年

和专业性的目标来定位，从而实现此类大学功
能的分化与协同。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核心技

代在德国和芬兰等国出现了以应用科学大学为
［2］

，以实现人

术研发和知识内核转化等方面的能力仍较为欠

力资源对技术服务的有效支撑。然而此教育模

缺，而大学所需要负担的责任则要围绕教学和

式的细节对于我国各层面而言仍然较为陌生，

科研内容与科技发展产生同步联动，以加快传

同时理论界和高校也缺乏相应的理论和制度方

授知识的内容和手段的更新换代 。较为直接和

面的准备，因此有必要对应用型大学的结构和

稳妥的方式就是通过设立和完善应用型大学体

制度的设计进行深入探讨。

系，使得先进知识和实践充分结合并相互转化 ，

表征的实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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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内外融合的发展历程

促使应用型大学毕业人才具备创新素养，从而

就大学内部而言，其功能正在逐渐分化，且

对社会生产领域形成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

彼此间协同效应明显加快，而大学外部的科技

（ 二） 指向明确的类型特征

生产力的内核化能力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内外

应用型大学教育模式自创立伊始，就具有

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催生了应用型大学的兴起，

特定的服务目标和发展方向，其宗旨在于为社

同时也从其制度的诞生伊始就赋予了其相应的

会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适合的实用型人才

义务和责任，其结构的形成机制见图 1。

因此这也决定了其结构类型特征较为明确，主

［4］

，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培养目标的高应用性： 在高等教育原则
图1

应用型大学结构的内外形成机制

具体而言，一方面，为应对社会的剧烈变化
和发展，当今大学的功能和结构在不断分化 ，通

中，“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是和大学的功能定位
密切相关的，国际上有许多较为成熟的应用型
大学都是通过应用科研引领教学，其中包括精

过多样化和多功能性等特质，来满足社会对大

英型和应用型教学模式，例如德国应用科学大

学的需求和期待，例如英国学者加雷思 · 威廉

学就是通过高端应用研发项目作为引领课堂教

斯（ Gareth Williams） 通过研究得出英国大学具

学内容

［3］

有 9 种功能的结论

； 同时，单一而独立的大学

学术个体已经很难独自承担综合性的研究和应

［5］

。 因此应用型大学所培养的实践型

人才，需要具备从事具有一定代表性且面向高
端应用的生产和技术的能力。

用项目，而通过不同地域或类质的学校相互协

2． 知识结构的强技术性： 针对当前部分学

作，才能在跨区域和跨领域的相关任务中有所

科教学内容的固化和陈旧，只有通过追求知识

作为。而伴随大学体系的功能趋于分化和协同

结构上的技术强化效应，才能突破求新，而知识

相向发展的态势，大学结构也应产生相应的变

结构中技术目标的强化和提升也是实践操作教

化来满足其功能的重新设定。分化和协同的基

学的主旨所在，能够为实践教学树立较高的标

①就概念而言，应用型大学模式涵盖了应用技术大学及应用科学大学，后两者是应用型大学的具体形式表征。本文中，应用型大
学概括和偏指应用技术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等应用型高等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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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
避免学生在进行实践课堂时“走过场 ”或应

培养合同为企业输送符合企业要求的专业人

付差事。

才，在这一教学关系背景下，学校甚至被视为企

3． 专业设置的多路径性： 当前，一些地方性

［7］

业的人才培养代理机构

。 因此，只有通过将

院校在知识产业链和生产转化等方面均有较大

校企关系更加紧密的贴近甚至融合，才能保证

突破，且此类院校毕业生的应用综合素质与社

应用型大学的毕业生学有所用，用有所长，同时

会人才多样化需求基本保持同步提升，其关键

通过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和智力标准，来吸引

就在于此类院校更注重将专业设置及分类结构

企业对应用型大学的教学和实践环节投入更多

与产业人才结构相衔接，切合了产教融合的主

的精力和物力，形成企业和学校之间的良性互

题，最终起到了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

动和资源循环。

4． 教学内容的广内化性： 目前我国教育体

（ 三） 在高教结构中的作用与地位

系中，职业大专院校和学术型大学之间存在一

就高教环节的连续性而言，应用型大学主

定的体系塌陷，而应用型大学可以通过承担相

要根据自身的教学特征和培养功能填充了职业

应的科研和实践教学任务，将科学知识和应用

大专院校和研究性大学之间的大面积塌陷； 而

研发有机内化，形成教学师资与实践产业之间

就应用型大学自身的结构特性而言，其培养出

的协同，从而支撑起中部的塌陷部位，承担中等

的人才也充分具备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综合素

职业教育与高深理论教育之间的桥梁作用 。因

质。在高教结构中，应用型大学的作用和地位

此，应用型大学应更为强调从外向内的转化和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吸引，并不断将高深知识理论与应用实践经验

1． 高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当前企

为我所用，最终实现与学术型大学齐头并进的

业和科技对人才的知识水平和实用能力有较高

态势。

的要求，教学结构中过于偏重研究型的理论教

5． 师资结构的新协同性： 应用型大学的师

学或过于强调实地操作的实践教学都较为片

资标准应该更为偏重于“双师型 ”结构，即要求

面，而应用型大学的办学模式更为注重理论和

教师具备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统一的能力，其前

实践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其重要特点之一就

提在于教师不仅应构建自身的应用知识理论体

在于为技术泛内核化而进行科学应用与技术研

系，同时还需兼备充分的生产实践经验 ，例如芬

发，尤其侧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由

兰应用科学大学在招聘教师时，在规定相应的

此可以看出，该类高校是高等教育整体体系中

知识学历标准时，同时会对应聘者的实践或工

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培养出的学生会在专业知

作经验提出明确的年限或业务水平级别要求

识和创新实践中更加灵活的相互转化，从而填

［6］

等

。因此，应用型大学对师资结构的注重应

集中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的有效协同，两者不可
偏废。

补目前高等教育体系中缺乏高知识型与强技术
型并重的培养方式和内容。
2． 等值的高等学校： 与前沿类或博雅类的

6． 校企关系的泛融合性： 应用型大学与企

大学及学院类型不同，应用型大学自诞生起就

业之间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切，在科

承担着传播专业理论知识和锻造学生实践能力

技和产业创新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结构

的双向教育责任，但在其自身定位过程中，要明

中，应用型大学的教学内容、人才规格、评价指

确此类大学的科研教学能力和人才培养地位与

标及学科设置等都与企业的现实需求和产能结

研究性或其他高等教育院校是对等的，即不能

构息息相关，例如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学徒制

由于应用型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更多面向于

培养体系就特别强调学校在实践教学中的地位

实际操作中的技术技能及生产经验，而对其毕

应从属且服务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并通过学徒

业人才予以轻视或将其结构功能划入中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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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实际上，应用型大学所培养出的高端技

地位和作用评价主要依赖教学主体本身的功能

术人才及在生产领域中所预期取得的科研和创

和智力产出水平，而应用型大学在当代社会的

新成就，对于社会生产制造环节的现实作用和

主要价值则体现在其对工业文明和生产领域的

意义甚至将远超其他类型的大学，其科研成果

持久创造性及人才培养力等相关功能上 。具体

在知识与技术的转化过程中具有更加便利的条

而言，应用型大学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以

件和实用的价值。因此应用型大学的培养类型

下几个方面：

与学术型大学不尽相同，但是两者在高等教育
结构中的地位却是等值的。国际社会中具有成

应用型大学的基本功能定位就在于推动地

熟的应用型大学教育模式的国家也将其与普通

方经济发展和增强企业的创造实力 ，因此，此类

学术型大学列为对等地位，如早在 1986 年荷兰

大学会将课程设计、知识单元、实训模块和教学

颁布的《高等职业教育法案 》，就已明确规定了

研发等相关内容，与企业的特定人才需求和创

应用科学大学与学术型综合大学教育具有同等

新项目需要进行相互契合甚至彼此共建和依

［8］

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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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校企合作的方式典范

。

存，从而打破校企合作中存在的壁垒 ，实现校企

3． 学生的自主选择： 目前，社会人力市场出

双赢和共同发展。 具体操作中，强调企业在学

现部分人才滞涨的局面，即一方面就业市场中

生实践教学环节的主导地位，由企业根据自身

部分高知人才对非制造岗位的激烈竞争，另一

产品结构和技术流程，以及生产环节的瓶颈和

方面制造企业中高端应用技术人才的资源稀

问题，与应用型大学的多门类专业和学科建立

缺，这种就业和招聘困境主要源于人才的供需

直接的产教关系。由于此类大学的主要教学机

结构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偏差，毕业生的实践能

制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同时更为注重

力与企业对人才的应用素质期待有一定的差

为学生提供理想的实践环境和具备充足生产经

距。因此，学生在院校和专业选择上，需要更多

验的专家及师傅，因此企业可以选派经验丰富

的考虑今后的职业方向和就业匹配程度 。而应

的技术专家或生产线高级技工，在企业生产制

用型大学由于主要面向生产和制造一线，与企

造一线或相应的实训基地，来指导学生的企业

业和生产部门有充分的沟通和联系，彼此更了

实习环节，并对涉及实践教学领域的内容充分

解互相的素质需求和培养能力，因而来自于应

负责，例如对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调研、数据

用型大学的毕业人才将会更加适合企业的实际

资料和结论等进行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 。其最

需要，更有效率的完成企业的相关制造生产任

终目的在于促进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融合与

务，最终会成为社会人力资本红利的主要来源 。

创新，并加速专业知识面向生产创造的加速 、有

4． 完备的培养体系： 根据国际经验，应用型

效、直接且高能的对接和转化，提升企业自有创

大学的培养体系应较为整体的包含各级各类的

新能力和服务水平。 同时，出于在实习期间对

高等教育类型和层次，例如德国和芬兰等国的

实习企业的理念文化认同、生产环节熟悉及人

应用科学大学均开设有本科和硕士教育层次的

际关系融洽等因素，企业所参与培养的人才在

教学课程和模块，大多此类大学具有学士、硕

毕业后的就业选择上会更加倾向于在该企业求

士，甚至个别学校还可以与综合大学联合培养

职，且此类人才在企业的工作忠诚度也更高 ，因

［9］

。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应用型大学

此间接的降低了学校和企业的教学及科研成

的人才培养结构应该充分体现各类高端应用型

本，甚至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节省了招聘和岗前

博士生

和素质型教学特色，最终分布式实现应用型本、
硕、专一体化的教育体系。

二、应用型大学的功能探究
后工业化社会时代，对于高等技术教育的

培训成本。
同时，校企合作的基础还在于企业在合作
关系中得到相应的现实收益或智力回报，从而
增强企业对于此类教学模式的持续资金投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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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技术支持的意愿和能力。例如芬兰海门应

制度、师资建设方案、产教融合方案、人才培养

用型大学的商务专业就主要根据企业的特定发

方案、学生评价方案、课程改革方案和资源保障

展需求，通过在企业和相关领域进行考察 、调研

方案等，来实现学校的全面转型与改革。 在这

和实习，最终为企业的发展制定详细的规划 ，并

种全方位的改革过程中，旧有的部分制度和体

对企业生产和销售等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系要进行有选择性的扬弃，在秉持应用性和目

和研判，最终直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可行

标性的原则基础上，对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进

性建议和结论，而企业对此类实训环节所给出

行更新换代，以求实现对高级应用技术型人才

的研究和实习成果相当满意，因此校企之间的

的理论和实践教育的完整统一及与时俱进 。

合作成效会根据学生的表现、实践成果的转化、

再次，应用型大学的教学和培养质量要通

以及企业的实际发展程度作为检验指标，最终

过对标准的多元化提升来实现，此类大学的功

由企业决定是否与学校之间建立更为长久的合

能特点决定了对其质量评价和功能评估不能简

［10］

。这种校企合作方式突出表现了企

单的停留在学生单一的学业成绩层面上，而要

业的现实诉求和对知识及经验转化能力的需

更加注重对毕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

要，因此更为企业所接受和支持。

量，并且根据政、企、校合作发展联盟的各方需

作关系

（ 二） 现代化高教的特色组成

求和利益满足程度，来确定此类大学对人才的

应用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

培养成就。因此，此类大学需要独立而多元发

要结构组成单元，其特色主要体现在其办学集

展的质量标准体系和监控评价体系，从而保障

群的散射性拓展、制度转型的全方位改革、以及

教学和培养成果的水平。而质量标准的多元化

质量标准的多元化提升等三个方面 。

也是应用型大学功能性特征的一个具体而突出

首先，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较为精准且

的方面。

涵盖面较为广泛。其办学主体仍旧依赖于政府

（ 三） 学生需求的多样发声

的宏观调配以及市场的具体技术技能需求，同

虽然对于企业和社会的技术创造要求负有

时也最大程度的尊重企业和行业发展规律及生

相应的教育义务和责任，但应用型大学的主要

产特点，并且兼顾学生的具体关切，最终形成

培养结构和功能体系仍要着眼且根植于在校学

政、企、校、学四位一体的框架结构，该结构将各

生的具体需求和学业兴趣上，在具体教学和实

方的现实需求与长远利益进行彼此叠加和相互

践环节要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就业

融合，以期实现应用型大学教育功能的最优化 。

能力，以及终身学习和实践思维的锻造和养成 。

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开始了应用型大学的地方试

伴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生产企业越来越

点以及专业学位试点等尝试性的制度和办学构

重视人才的实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全社会也逐

建，打造了相关的专业集群，以对接地方岗位集

渐从唯学历论转向唯能力论，其主旨在于强调

群、行业集群、产业集群为目标，实现产学研一

以学习和实践能力为基础的人才可持续发展。

体化的同步发展。如芬兰赫尔辛基大都市应用

因此，过于注重学生的理论素养或者实践能力

科学大学就根据地方特色和企业的具体需求开

都不可取，而需要通过构建以理论为基础，支持

设有工程技术、商业管理技术、信息技术、农业

和推动实践向更高层次纵深发展，同时以实践

技术、老年保健技术、文化与创意产业等相关学

为依托，检验和深化理论的实际应用与现实功

科和专业，以推进社会和区域的综合实力发展 。

能，才是促进学生能力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其次，应用型大学力争在制度转型方面完

在关注学生知识和实践能力增长的同时，还需

成全方位改革，即不再按照原先的固有培养套

要对其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进行提升和培养，

路来进行简单的改弦更张，更不是求大尚名，而

尤其重视学生的道德养成和职业素养，从而在

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方案变革，如教师准入

校园中为学生个人全方位发展提供有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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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构保障。 在这些方面，应用型大学具有较

高应用性来提升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水

为充分的存在理由和设置基础，也正是由于应

平。根据学情调查，受访大学生比较普遍的期

用型大学能够比较综合全面的实现以上对学生

望在学历和素质中寻求平衡，在知识和实践中

培养的目标并完善其知识结构，因此此类大学

获得突破，同时为就业能力和应用素质的提升

也成为欧洲诸国学生较为青睐的职前受教育场

提供充足准备。 因此，面对学生的素质需求和

所和模式。

入学选择，应用型大学具有更为强大的综合平

同时，如图 2 所示，根据国家大学生学情调

台优势和较为理想的人才培养环境，在对学生

查（ NCSS） 的相关数据，大学生进入高校的首要

的吸引方面，也更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响应力 。

目标需求 定 位 在“个 人 综 合 素 质 的 提 升 ”，而

据统计，目前欧洲适龄中学生毕业后，有相当一

“拥有满意的经济状况 ”或“获取更多知识 ”并

部分学生选择进入应用型大学进行职业化和应

不是促使大学生选择高等教育的首要因素，并

用技术化的培训与学习，例如目前德国的应用

且受访大学生在谈及入学原因时较少表现出对

科学大学在校生数约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数的三

学历 的 追 求，从 而 凸 显 其 就 学 选 择 更 加 理

分之一左右，而荷兰则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因

［11］

性

。而这些也更加说明学生对于自身需求

和入学后，逐渐明确需要具备更强专业性和更

此，应用型大学在适龄学生和社会民众中是享
有充分的受众比例和入学热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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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大学生入学的主要目标

此外，应用型大学的教学模式也更注重使

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终身学习的习惯

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思维和习惯 。杜威所倡导

和动力。在终身学习精神和力量的感召下，应

的“做中学 ”（ Learning by Doing） 是经验主义、

用型大学的毕业生会更加适应企业的快速发展

，同样体现了理论

所带来的技术革新和创造能力的具体挑战，从

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宗旨。而要不断完善个人

而为自身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奠定扎

在做中学的水平和能力，就需要不断的通过实

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践反复检验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结构，同时以更

三、结论与建议

［12］

行为主义和进步论的产物

加高深和先进的知识引领实践的深入，以达到

应用型大学在我国教育结构中的发展之路

自身知识框架与科技发展和工业生产的高度契

虽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然而，从政府致力顶

合。这就使得应用型大学所培养出的人才更多

层部署到高校追求产教融合，都充分体现出了

的依赖自身的学习能动性，来完善自身的实用

对该教育模式的积极支持和鼓励。2014 年 2

知识体系结构，伴随着科技和创新产业的快速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引导部分普

发展，不断的充实自身的生产经验和操作能力 ，

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由此应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用型大学的模式研究和结构确立逐渐成为顶层

力，更要从应用研发能力、产业界习惯养成等方

教育结构的战略布局，而 2013 年应用技术大学

面给予学生更多的教育支持和教化引导，从而

（ 学院） 联盟成立、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届“产教

实现学生从业能力的全方位、应用性和优质化

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 ”是从实践探索的角度

发展。

为高校联合和协作、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搭建
了现实平台，从而为应用型大学的规模构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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