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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与行业协同的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体系研究

摘要：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时间最长、对学生综合能力考核最
多、教学环节最多的培养环节。与行业协同开展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提升毕业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已成为共识。
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构建协作框架、指导教师库、工程案例库以及信息管理机制等途径，为高校保
障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本科生工程实践能力提供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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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培养工作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时间最
长，持续时间跨越两个学期；其教学环节最多，要历经
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评审和毕业答辩等若干环
节；其培养和考核的内容众多，既要强化学生的理论
知识，又要锻炼学生的科研素养，还要提升学生的工
程实践能力，尤其是要符合行业需求的工程实践能
力。因此，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教育中最综
合、最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它既是对学生大学四
年学习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考核和运用，又是对学
生掌握的点知识、线知识和体知识的综合考量[1]，最能
衡量学生综合水平和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2]。基于提
升毕业论文质量，强化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
从而适应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已是共识[3]。

一、行业协同的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体系对提
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必要性

毕业论文作为对本科生走向行业岗位的最后一
个培养环节，具有承前（综合学生知识和能力体系）
启后（对接行业需求）、开启职业生涯的作用。构建
行业协同的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体系，是高校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行业推动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

从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内涵建设的内生
动力来看，教育部自2004年发布《关于加强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到2010年国家启
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再到2016年我国正式
加入《华盛顿协议》大力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直至
现在推进“新工科”的研究与实践，我国一直在探索构

建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模式。贯穿上述政策链的核心
关键之一，是要求高校重视行业需求，加强与行业融
合，促进行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高校落实国
家政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行业深度参与人才
培养工作，都可通过毕业论文这一综合性的人才培养
环节来落实。

从行业加大人力资源储备、促进人才队伍可持续
发展的外部需求来看，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未来行业将更加需要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
的复合型人才。以气象行业对气象探测人才的需求为
例：按照该行业的相关人才发展规划，至2020年我国
将建立一支近1.5万人的综合气象探测（综合观测）人
才队伍。气象探测技术是将大气科学和电子信息科学
的理论知识同相关工程技术紧密结合，该行业要求其
人才队伍必须在知识体系和实践能力方面具备复合
型、应用型特征，而对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在工程实践
能力方面的需求，也可通过毕业论文这一综合性的人
才培养环节来承载。

二、构建行业协同的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体系
面临的问题

1.学校与行业协同合作的框架不成熟。构建与行
业协同的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体系，除了学校自我革新
之外，行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关键因素。相较于欧
美一些国家从法律制度和政策利益等多个维度，对行
业（企业）承担人才培养的社会责任做出的规定和引
导，国内的行业（企业）并没有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工作
的法律义务和社会公义[4]。单纯地从经济利益方面考
量，行业同学校协作开展毕业论文工作，并不能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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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较好的直接收益，反而会增加额外负担。同时，在
高校未同行业深度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学校大批
量培养的人才对行业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行业也并
未因此获得自身急需人才，因而行业参与协作的动力
不足。所以，如何找准切入点，与行业建立协作框架是
问题之一[5]。

2. 高校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工程实践能力有局限。
许多高校特别是地方普通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中，对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重视不够。一方面，高校引
进人才多强调高学历、高职称，许多引进来的教师本
身并无行业实践经验；同时，高校的绩效考核制度大
多重论文、轻实践，无法引导教师投入精力来增强工
程实践能力，纵然有高校引进了“双师型”教师，久而
久之，在上述大背景下，其个人发展重心慢慢也会与
行业实践脱节。另一方面，因为高校对引进人才的诉

求集中在学历、论文和纵向项目等方面，来自行业一
线具有工程实践能力的人才与之不相适应，所以制约
了行业人才向高校的流动[6]。现有师资队伍实践能力
提高有限，外部行业的新鲜血液难以注入，成为制约
高校教师队伍提升工程实践能力的问题之一。这个问
题在毕业论文工作中显得尤为突出。

3.毕业论文研究对象不贴近行业生产实际。从来
自某地方普通高校2018年本科毕业论文的一项调查
中，采样分析了4522名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的数
据。调查表明：论文中明确研究对象来自行业（社会）
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21.36%；论文中明确是在
行业（社会）实践中完成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
38.46%。这从侧面反映出，作为强化本科生工程实践
能力的重要培养环节，毕业论文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与
行业实际脱节。

图1 本科毕业论文研究对象来源及完成情况分布图

4.与行业协同的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工作欠缺高效
的信息平台。许多高校和行业合作开展毕业论文工作
推进乏力，既有上述的协作框架不成熟、行业缺乏动
力等原因，也有操作层面上的缺乏管理平台和沟通渠
道等原因。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管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
过程，既需要长时间（跨度两个学期），又需要面对多
个主体（学校、行业、导师、学生等），还有多项重要指
导和考核环节（开题、中期检查、评审、答辩等），其日
常的指导、监督和沟通工作更是繁复。如果缺乏一套
运转顺畅的协作机制以及高效的信息管理平台，很多
工作开展起来都难以为继。这种管理不畅，也成为制

约高校与行业协同开展毕业论文工作成效的问题之
一。

三、与行业协同开展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管理，提
升人才培养工程实践能力的途径

1.立足行业构建协作框架。高校在构建协作框架
时，应优先选择直接与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
协作共建，而非面向单个企业寻求合作。一方面，行业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具有更加全局和广阔的发展
视野、具备更加宏观的掌控和布局行业发展战略的能
力，能使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更加精准地嵌入整个产
业链中，这既避免与单个企业合作的局限性，也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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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毕业生在更加广阔的行业空间中的适应性和竞争
力。另一方面，学校与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达
成框架性合作关系后，受益于其领导力和影响力，高
校将更易于在行业内部署人才培养战略、更平滑地在
具体项目中与业内企业对接，利于人才培养工作的落
地实施。同时，立足行业的协作框架，整合行业力量，
更易获得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支持及有利资源，对推动
行业积极参与协作有显著作用。

2.共建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队伍。高校中工程
实践能力强的教师不足的问题，在毕业论文指导工作
中显现尤为突出，成为依托毕业论文工作提高学生工
程实践能力的短板。因此，在毕业论文这一培养学生
工程实践能力的关键环节，专门聘请一批来自行业的
兼职指导教师，显得尤为重要。相较大部分校内指导
教师，行业一线的兼职指导教师具有更直接的行业实
践经验、更加敏锐地对行业前沿和发展趋势的观察能
力以及更加符合行业实际需求的关键工程实践能力
等，这些经验和能力都是希望通过毕业论文工作重点
培养的，恰好也是许多长期在高校教学的指导教师所
缺乏的。因此，学校在部署毕业论文工作时应该广泛
地推行“双导师制”，即一名校内指导教师和一名行业
指导教师，二者协作共进，相辅相成。由于行业指导教
师的兼职身份而无法全职投身学校教学，故为使双导
师制能持续有效运转，应该对校内外指导教师的职责
做出明确分工：校外指导教师主要负责训练学生了解
行业技术前沿、熟悉行业生态、掌握关键知识和提升
实践能力等；校内指导教师则更多关注学生构建理论
结合实际的知识体系、掌握工程技术基础、遵循论文
撰写规范、按时参加相关的教学和考核环节等。

3.构建各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工程实践案例
库。要使学生掌握能在行业“落地生根”的工程实践能
力，其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应来源于有实际价值的工
程对象，并尽量在行业工程实践的大环境下完成论文
的研究撰写工作。为此，应建立起基于实际工程的毕
业论文研究选题工程案例库，规范和引导论文选题工
作，切实体现毕业论文对提升工程实践能力的重要作
用。建设案例库有多种渠道，一般采用如下几种：查阅
和搜集与专业相关的工程案例资料，构建工程案例
库；实际进入工程现场，获取现场第一手资料，构建工
程案例库；选取与工程相关的科研项目，构建工程案
例库；应用现代化网络功能，构建在线工程案例库；等
等[7]。通过构建工程案例库，学生可以更早了解行业的
发展方向、接触实际工程，高校和行业也可通过对案
例库数据的长期跟踪，进一步归纳、提炼，借以掌握行
业对人才需求的核心内涵。构建本科毕业论文工程案
例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遵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
的原则[8]。

4.与行业协同建立“一平台、两协作、三通道”的高
效信息管理机制。通过建立协作框架、建立行业指导

教师库和构建行业工程案例库，理论上可以较好地保
障毕业论文工作对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然而，毕业
论文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主体，教学
内容众多，综合性的指导、培养和考核的环节繁杂，所
以有效地建立协同机制、高效地推进协同管理，是提
升毕业论文质量、培养工程实践能力的保障。

探索建立“一平台、两协作、三通道”的毕业论文
信息管理系统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一平台”是指一
个平台，囊括了与行业协作开展毕业论文指导的全部
管理与考核内容。“两协作”是指在一平台基础上，学
校与行业协作、校内与校外导师协作，按照平台设置
的各项流程和功能，分工协作完成各项培养工作。“三
通道”其一是指建立从设置导师库、案例库，到论文选
题、中期检查、评审和答辩等的全环节的管理通道；其
二是指建立跟踪、监督各环节工作进展以及考核状态
等全过程的监控通道；其三是建立学校、行业、校内导
师、校外导师、学生等的全方位沟通通道。通过平台，学
校和行业在平台上交流数据、完成管理工作，校内外指
导教师和学生在平台上完成论文的教学、考核等。

通过建立平台，学校和行业能协同推动有关工
作，校内外指导教师能及时沟通指导方案和论文进
展，学生能及时接收指导意见。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这
个平台，可以将原本分散到指导教师和学生个人的毕
业论文教学管理工作进行了管理流程和信息的整合，
将所有毕业论文的培养工作都纳入统一的平台中，所
有的培养环节和指导、考核数据流转都有迹可循，从
而改善以往与行业协作的落实主要依靠教师个人而
不便于实时跟踪、监督的局限。通过多年的积累，平台
的各项数据还有望为高校开展对毕业论文各级各类
的评估评审提供宝贵的大数据支撑，对改进教学有重
要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与行业间建立协作共赢、通畅

高效的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体系十分重要，对高校人才
培养工作适应行业需求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现状
基础上提出的构建协作框架、共建指导教师队伍、建

图2 “一平台、两协作、三通道”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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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Undergraduate Thesis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Industry Cooperation
HE Ke-qi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Chengdu,Sichuan 610225,China)
Abstract:Undergraduate thesis 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has

become a consensus to carry out undergraduate dissertation work and enhance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of
graduates by relying on industry coopera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ways
include construct cooperation framework,instructor database,engineering case databas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which provides a useful wa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graduation thesis and
improve undergraduate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Key words : industry;cooperation;undergraduate thesis;engineering practice;teaching management

立工程案例库、搭建“一平台、两协作、三通道”管理机
制等措施，将为高校与行业协同开展毕业论文工作、
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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