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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连工业大学创建于1958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4所轻工业院校之一。2007年3月经教育

部批准，学校由大连轻工业学院更名为大连工业大学。半个多世纪来，学校逐渐发展成为以

工为主，工、理、艺、文、管、经六大学科门类协调发展，以培养轻工、纺织、食品、艺术

等专业人才为办学特色的高等学府。

学校设有15个学院（部），50个普通本科专业、2个国际合作办学专业，其中1个国家级“本

科教学工程”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专业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7个教育部“卓越计划”试点专业，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个辽宁省特色专业，4个辽宁省优势特色专业，4个辽宁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5个辽宁省工

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2个辽宁省重点支持专业，2个辽宁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

专业，10个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7个辽宁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个辽宁省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

学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2016年，获批辽宁省第二批转型发展试点高校。2011年，获批

成为教育部“卓越计划”第二批试点实施学校，2014年，获批成为教育部“卓越农林”首批试点

实施学校，建有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4个，是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辽宁省重点建

设的紧缺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基地。近年来，承担国家、省级教学改革立

项180余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44项，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近

40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1门，其中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2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1门，

国家级精品教材1部，省级精品教材奖9部，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11部，省级“十二五”规

划教材29部。有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省级教学团队5个。

学校在2005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2006年学校被确定为首批“辽宁

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近年来，学生在全国“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全国网络商务创新

大赛、全国“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辽宁省大学生机械设

计大赛等大型赛事中取得多项优异成绩。

1.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1.1 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各项方针政策情况

学校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客观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教

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

为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将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作为学校发展的第一要务。2015 年，校党委

1号文件印发《大连工业大学 2016 级本科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性意见》，正式启动 2016 级本科

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秉承学校“博学精思，笃行致新”的校训精神，遵循新时期“以人为

本、强化内涵、彰显特色、开拓致新”的办学理念，深入落实《大连工业大学关于提高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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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坚持质量立校、特色亮校和国际化名校战略，将立德树人

作为根本任务，进一步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提高培养方案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学习的自主

性、选择性，深化课程及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强化专业内涵建设，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教

育，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构建具有工大特色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2015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及《辽宁省深化普通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制定《大连工业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全面推进我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学校积极贯彻《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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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实施意

见》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支持有关高校和专业启动向应用型转变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精

神，将转型发展作为学校“十三五”的重点工作并研讨制定学校转型发展实施方案。

1.2 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目标及服务面向

学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强化专业特色和竞争优势，完善培养方案，优化专业结构；进

一步加强教学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质量工程”建设；更新管理

理念，完善质量标准、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服务面向定位：立足辽宁，面向全国。

1.3 本科专业设置及结构调整情况

1.3.1 本科专业设置

学校共设50个普通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艺术学、文学、管理学、经济学6个学科

门类，其中工学26个、理学2个、艺术学13个、文学3个、管理学5个、经济学1个（见表1）。
表1 本科专业及学位授予门类

序号 专业代码 专 业 学位授予门类

1 081701 轻化工程 工学

2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

3 082502 环境工程 工学

4 070302 应用化学 工学

5 081702 包装工程 工学

6 081703 印刷工程* 工学

7 083001 生物工程 工学

8 071002 生物技术 理学

9 082706T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工学

10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11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工学

12 081903T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工学

13 081601 纺织工程 工学

14 080406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工学

15 08040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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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代码 专 业 学位授予门类

16 080403 材料化学* 工学

17 080201 机械工程 工学

18 120701 工业工程 工学

19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

20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学

21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22 080903 网络工程 工学

23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学

24 080801 自动化 工学

25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工学

26 080703 通信工程 工学

27 080603T 光源与照明 工学

28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130502H 视觉传达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29 130503 环境设计 艺术学

30 130504 产品设计 艺术学

31 130403 雕塑 艺术学

32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学

33 130401 美术学 艺术学

34 082803 风景园林 艺术学

35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艺术学

36 130509T 艺术与科技 艺术学

37 130507 工艺美术* 艺术学

38 081602 服装设计与工程 工学

39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学
130505H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40 130404 摄影 艺术学

41 130301 表演 艺术学

42 120201K 工商管理 管理学

43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44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45 120601 物流管理 管理学

46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47 120801 电子商务* 管理学

48 050201 英语 文学

49 050207 日语 文学

50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注：1. 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工商管理2个专业可授予第二学士学位，修业年限为两年。

2. 标注“*”专业为2015年未招生专业。

1.3.2 专业结构调整

2015 年，学校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对于 2014 年未招生的印刷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

文化产业管理、电子商务、工艺美术专业，继续停止招生，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及专业实际情

况，从 2015 年起，对材料化学专业停止招生，并将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位授予门类由艺

术学调整为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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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日制在校学生情况

2015年，学校共有全日制在校生17298人，其中本科生15689人，（包括专升本265人，中

职升本607人），研究生1609人，本科生人数占全日制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为90.7%。全校各类学

生在校人数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全校各类学生分布情况

学生类型 在校人数 百分比(%)

本科生 15689 90.7

研究生 1609 9.3

合 计 17298 100.0

1.5 本科生源质量

2015年我校46个本科专业（材料化学专业停招）面向29个省（市、自治区）（除港、澳、

台、青海、西藏暂无招生计划）招生3578人，新生报到率为98%，专业一志愿录取率为69.9%，

院校一志愿录取率为97.7%。

今年我校生源质量大幅度提升，其中艺术类专业外语、专业课和综合分数明显提高，表

演专业全国排名前10的考生共有6名考生考入我校，生源质量为近年最好水平；普通类共有18

个省份（批次）超过省控线50—110分，其中黑龙江一批本科高出省重点线56分，另外辽宁省

二批本科文、理科首次投档线分别超过省控线45分和46分，创历史新高。

2. 师资与教学条件

2.1 师资队伍

2.1.1 师资基本情况

学校重视内涵建设，把师资队伍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为提高教学与科研质量，通过引

进和培养等各种措施，打造出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师资队伍。截至 2015 年，学校拥有

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 2 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得者 1

人，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主要完成人 1人，“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奖获得者 1人，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 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8 人，辽宁省高校"攀登学者"2 人，省“十百千高端

人才引进工程”“百人”层次 1人，省级教学名师 13 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

20 人，“千人”层次 26 人，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辽宁省

领军人才 1 人，辽宁省优秀专家 3 人，辽宁省特聘教授 7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

学团队 5个，省高校创新团队 9个。

2015 年专任教师总量稳步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截止 2015 年 12 月我校共有专兼职教

师 1021 人（含专职外籍教师 21 人），生师比为 18.3:1，满足了本科教学需要。师资队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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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构情况如下：

职称结构。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人员 521 人，占总数人的 51%，其中具有正高级职

称 271 人，占总人数的 26.5%，副高级职称 250 人，占总人数的 24.5%。

学历结构。学校注重教师队伍水平提高。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积极引进高层次

优秀人才，教师队伍学历结构日趋完善。全校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 918 人，占

89.9%，其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教师 345 人，占 33.8%，具有硕士研究生学位教师 573 人，

占 56.1%。

年龄结构。学校注重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专任教师中，年龄在 35 岁（含）以下 380 人，

36 岁至 50 岁 531 人，50 岁以上 110 人，分别占教师总数的 37.2%、52%和 10.8%。中青年教

师构成了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基础扎实、年富力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1.2 本科生主讲教师及教授承担本科课程情况

学校现有本科生主讲教师 778 人，其中教授 148 人，教师教学过程规范，教学水平高，

科研促进教学明显。

2015 年，我校共开设各类课程 4784 门次（1578 门），其中教授开设课程 938 门次，教授

讲授的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为 19.6%，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为

94.6%。

2.1.3 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1）学校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投入专项资金，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2015 年我

校成功引进各类人才 76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高层次人才 39 人。

（2）调整教学工作委员会，充分发挥“教授治学”作用。2015 年，学校根据本科教学

工作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调整本科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其原下设的专业、课程建

设、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新增实践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学业发展指导委员

会，并明确其工作职责及任务，更加全面、系统地为本科教学工作提供宏观指导、理论研究

及政策咨询。

（3）组建教学团队，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学校开展了 2015 年度校级教学团队评

选及建设工作，经过教学单位申报、专家评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共确定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汉语文学、空间环境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服装学院基础平台课程、机电创新创业教

育、全程全景全网创新创业教育、工大创业教育、艺术与科技共 8 个教学团队，同时确定高

分子材料与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数字一体化服装设计、电类基础课程、体育教学共 4 个教

学团队为培育项目。

（4）开展教学名师评选，促进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2015 年，我校纺织与材料工程

学院郭静教授、生物学院张春枝教授荣获第十一届辽宁省教学名师奖，服装学院潘力教授获

得“纺织之光”奖教金。同时，学校启动了第二届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经严格考核、评选，

最终，于庆峰、肖芃、夏英、郭静、阎慧臻共五名教师获得校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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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校注重加强对教师的学历和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培养。鼓励青年教师进行学历学位

进修，提高在职教师学历层次和教学科研水平，2015 年学校累计派出攻读博士、博士后 20

余人； 2015 年共有 14 人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或到国外高水平院校进行访学，较比往

年人数有大幅度提升。2015 年，学校共组织教师参加 6次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集中培训，

选派 60 位教师外出学习，同时，开通 30 门网络在线课程，可供全校教师观摩学习，既开阔

了教师的视野，又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知识；全年组织教学名师观摩课 11 次，开展教研活动观

摩 18 次，其他课程观摩 17 次，观摩教师达 200 余人次，教师教学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鼓励

教师走进企业深入生产一线，理论联系实际，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为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2015 年学校共派出 34 位教师参加辽宁省教育厅组织的 10 项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学校鼓励教师参加各类教学大赛。在 2015 年辽宁省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中，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师李旭获得二等奖；在辽宁省教育软件大赛中，学校共斩获 14 项奖项，并获得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学校重视对青年教师培养，通过开展青年教师讲课大赛，为青年教师切磋

教法、交流教学经验搭建了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2015 年学校举办了第七届“新星杯”青年

教师讲课大赛，参赛教师 50 余人。

（6）学校鼓励广大教师以教研室为单位广泛开展教学研究，并组织开展 2014～2015 学

年先进教研活动的评选工作，评选出纺织教研室、大学英语第二教研室、环境工程教研室、

汉语国际教育教研室、高分子材料教研室、基础教学部、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教研室、艺术

与科技教研室共 8个“先进教研活动”教研室。

2.2 教学经费投入

依据“人才强校、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的战略部署，学校预算除刚性支出外，首先会

向教学、科研倾斜。通过安排教学改革、实践创新教学、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校级专

项，加大教学经费的投入。学校加强经费二级管理和预算执行率，保证按时足额地使用教学

经费，发挥资金效益。

2015 年，学校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2860 元；本科专项教学经费 4555 万元；生均

本科实验经费 161 元；生均本科实习经费 647 元。

2.3 教学用房

截至 2015 年底，学校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158725 平方米，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9.18 平方米；

学校实验室面积 82876 平方米，生均实验室面积 4.8 平方米。

学校始终把改善教学条件放在学校办学的重要位置。现有教室212间，座位18669个。其

中多媒体教室152间、语音室19间、标准化机房19间。学校在教室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提

高教室使用效率，加强教学条件硬件建设，为师生创造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各类功能教室已

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教学和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2015年暑假期间，学

校投入专项资金对教室和教学设备进行改造，新建多媒体教室9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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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图书

学校重视图书馆建设及图书资料的收集。图书馆坚持科学的文献资源建设原则，在保证

纸质文献购买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加强电子出版物和网上资源的收集与整合利用。

图书馆馆舍面积近 14000 平方米，馆藏纸质图书 661241 册，各二级学院资料室藏书共计

40331 册，轻工总会赠送期刊合订本 5162 册,合计 706734 册。生均图书 38.04 册/人。现有

电子资源数据库 21 个，其中外文数据库 7个，中文数据库 12 个。自建数据库 2 个。中外文

电子图书 952632 种，电子期刊 32620 种，中文博、硕学位论文 3731012 篇，建立本地资源镜

像数据量 14.3TB。

2015 年新购纸质图书 51686 册。购进电子资源数据库 12 个。其中外文数据库 6 个，中

文数据库 6个。自建数据库 2个。购买电子图书 65000 册 。

全年各阅览室接待读者 18704 人次，图书借阅 78456 册次。

参加 CALIS 馆际互借，解决了图书资源不均衡和数量不足的问题。

2.5 仪器设备

学校现有固定资产 13.4 亿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近 2.75 亿元。获批中央与地方共

建实验室项目 10 项，获得专项资金 2000 万元，这些资金的投入极大地改善了实验室的教学

条件。

截至 2015 年底，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18715 件，设备值 27561 万元，生均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值 15247 元，现有 20 万以上大型设备 255 件，价值 11820 万元，2015 年新增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 1816 台/件，设备值 3934 万元，2015 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为 14%。

设备完好率 100%，实验开出率 100%。

2.6 信息资源及其应用情况

学校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目前已建成了以万兆为骨干、千兆到桌面、整网三核心出口

冗余备份的校园网络系统。学生公寓网络接入覆盖率达 100%；完成了整个校园网全部核心交

换设备的升级换代，为新一代的网络建设奠定基础；建设了全校的 VPN 外网访问系统；拓展

出口达到 1G；引进企业资金重新建设了校园一卡通系统，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用性，并

建设了覆盖全校所有学生公寓的门禁系统，学校的大门门禁和车禁系统；建设完善了学校的

高清制作系统，建设了摇臂、航拍等多视角拍摄的能力，可制作高清品质的精品课程视频及

教学视频共享资源；建设完善了办公应用自动化 OA 系统、教务选课系统和科研统计系统等；

提供邮件、论坛、网络课堂、新闻、FTP、OA、VPN、云盘等多种网络服务，并拥有教学、科

研、管理等多类信息化资源，为教育信息化和办公自动化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为提高泛雅网络教学平台运行速度，更好的为广大师生服务，泛雅网络教学平台于2015

年完成数据库迁移工作。目前，有51门课程基本完成建设，上万余人次学生加入平台，在网

上进行查阅资料、完成作业等学习活动。

2015年学校继续与超星尔雅公司合作，构建通选课网络学习平台和12门网络通选课，选



大连工业大学 2015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8

课学生共计2994人次，在此基础上又先后引进智慧树共享课程和辽宁省跨校修读学分在线课

程，开通10门智慧树共享课程，选课学生共计1231人次，跨校修读学分项目作为建课方的课

程共有3门，使用方的课程共有4门，选课学生共计153人。

3. 教学建设与改革

3.1 专业建设

学校逐级培育打造特色专业，重点鼓励和支持优势专业建设。2015年，食品科学与工程、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和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获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优势特色专

业”。学校评选了校级特色专业，最终，生物技术、环境设计、日语获批校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获批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

学校严格监控特色专业建设情况，对轻化工程、纺织工程、机械工程和人力资源管理四

个2012年的校级特色专业，进行了中期检查工作。

学校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科学制定培养方案，强化保障措施，稳步推进了“卓越计划”

的实施，2015年共有61名“卓越计划”专业学生顺利毕业。

3.2 培养方案特点

学校每四年修订一次本科培养方案，2015级学生培养方案沿袭2012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未进行大规模调整，故特点也相同。2015年，学校个别专业进行了培养方案的调整，其中服

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位授予由艺术学调整为工学，该专业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

增加了大学物理、工程制图、电工与电子技术等课程，使课程设置能够满足工科人才培养需

求。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面向“卓越计划”人才培养调整培养方案，增加企业授课课程，

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生物学院根据辽宁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专家反馈意见，针对培养方

案存在缺少创新实践环节，某些专业课程开设不合理等情况，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同时生物

学院成立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五个专业基础课教学组，对专业课程学时及开课学期进行

了一定修改，学院对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及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三个专业进行的培养方案进行

了优化调整。

3.3 课程建设

全年开设课程4784门次（1578门），其中开设通识选修课197门次（96门)，共有21617人

次选修。6班型以上课程544门次，占比11.4%，单班讲授课程1554门次，占比32.5%。

3.3.1 积极组织省级精品课程申报工作

学校积极组织2015年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申报工作，共推荐六门课程，其中《机械设计

基础》、《计算机绘图与CAD》、《国际商务单证实务》列入2015年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课

程。第三批省级精品资源共享建设课程《机电系统设计》获批经费支持。《服饰艺术与流行》

获辽宁省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优秀课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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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扎实做好基础课程改革中期检查工作

为确保课程改革顺利进行，学校对2014年立项的9门基础改革课程进行中期检查，检查内

容包括课程改革进展（含考试方法改革进展）、任务完成情况、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学生对

课程改革效果反馈情况、后期改革工作计划等几方面。四组基础课程改革专家组，共十二名

专家，对照各课程改革项目预期成果，经材料初审和现场问答，对各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3.3.3 继续做好通识教育选修核心课程建设工作

为进一步丰富通识教育选修核心课程门数，学校开展第四批通识教育选修核心课程遴选

工作，并通过教学单位推荐等方式，加强创新与拓展实践类课程申报。最终，《体验发现-生

活中的物理》、《美术鉴赏》、《中国礼仪文化》、《批判性思维》、《现代营销模拟实训》共5门获

批第四批通识教育选修核心课程立项。截至2015年，学校共13门课程获批通识教育选修核心

课程立项，立项课程涉及历史与文化、哲学与社会、语言与文学、艺术与审美、科学与文明、

创新与拓展实践六大模块，立项课程的设置，有助于引导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领域，全面

推进文化素质教育。

3.4 实践教学

3.4.1 实验教学

全校共开设实验课程327门，实验项目1535个，人时数为1497721，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比例达到89%。

3.4.2 毕业设计（论文）

为培养学生诚信为学的学风，增强学生的学术能力，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做到

严把关、严要求，学校于2015年引进大雅平台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要求每位学生在毕业答辩

前进行两次检测，如最终检测结果超过30%，则不允许参与毕业答辩。实行指导教师不端检测

责任制，对检测通过、允许参加答辩的论文，要求指导教师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确认，由答辩

小组成员审查后方可进行答辩。此外，教务处还对于毕业答辩通过的学生设计（论文）进行

抽检，凡检测结果超过30%者，做延期毕业处理。

3.4.3 实践教学建设

2015年度我校“大连工业大学-娃哈哈集团辽宁分公司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获批为

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电子信息与通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服装设计与工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和“艺术与科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获批为省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建设项目。

2015年度学校新签订大连合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沃迪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4

个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已达到近370个，形成了多种校企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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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校内外实习实训质量，学校对实习实训课程进行现场检查和材料抽检，并将检

查结果反馈学院。

3.4.4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学校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通过设置必修、选修多层次的创新创业能

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要求，引导学生充分发挥个人优势，自主选择，个性化发展。

学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启航工程》、《批判性思维》、《大学生创业原理与实务》等创新

创业课程，通过通识核心课程补充文、艺、管、工类学生知识结构。利用网络课程平台、跨

校修读等模式，加大优质创新创业课程资源的引进力度。

2015年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90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0项，省级20项，校级

250项。积极推动各学院开展创新创业竞赛，不断提高竞赛质量和水平，每个学院至少打造一

项品牌赛事，全校共立项支持45项创新创业竞赛。2015年，学校荣获“全国高等学校创业教

育研究与实践先进单位”称号。

3.4.5 素质教育氛围浓郁

学校继续开展“博慧讲坛”文化素质教育讲座活动，共成功举办十二期博慧讲坛，李培

根院士、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袁岳董事长、国防大学李莉教授等十二名来自名校、社会的知名

学者、成功人士为全校 7000 余名师生做了涉及历史文化、社会人生、文学艺术、军事等方面

的精彩讲座，深受全校师生热评并得到了社会各界媒体的关注。

3.5 教学改革

3.5.1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入推进

为使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得到更好的培养，根据因材施教、优材优教的人才培养理念，

2015 年学校继续组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其中因材施教班 3个（轻化类、机械类、材

料类），创新实验班 2个（机械学院、信息学院），综合改革试点班 1个（服装学院）。

3.5.2 校级教改立项项目参与面逐步扩大

2014 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总体申报限额提升至 140 项，比上批提高 36%。经

过各教学单位初审、专家组评审，本次共确定 2014 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107 项，比

2012 年度立项数额提高 32%，其中重点项目 14 项，一般项目 62 项，支持项目 31 项，青年教

师专项 49 项，占总立项数额的 46%。

3.5.3 精心培育教学成果，助力教学成果奖评选

在校级教学成果培育立项的基础上，2015 年学校开展了四年一次的校级教学成果奖推荐

工作。经教学单位推荐、材料匿名评审、校内外资深专家现场答辩评审，共确定 2015 年校级

教学成果奖 36 项，其中一等奖 11 项，二等奖 15 项，三等奖 10 项。本次成果奖推荐项目涉

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改革、课程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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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多角度汇聚了近年来学校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3.5.4 设立实践教学年，推进实践教学改革

2015年，学校把实践教学作为本科教学的工作主题，出台《大连工业大学关于提高本科

实践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实践教学工作。强化实验教学检查

保证正常教学秩序、进行实验室改造和实验设备更新以改善基础实验室的教学条件、引进虚

拟仿真实验资源，搭建基础化学、纺织、高分子材料、食品、机械等20个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通过各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重点课程建设立项、教改立项推进虚拟仿真实验在教

学中的应用，改革与创新实验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育人质量。

4. 质量保障体系

4.1 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学校始终坚持以育人为根本，突出本科教学中心地位。校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

作，履行职责，率先垂范，切实深入教学一线、深入课堂、深入师生，确保本科教学工作的

中心地位，促进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稳步提高。

学校领导始终将教育教学列入学校发展的头等大事，坚持每年的第一次党委常委会和党

委 1号文件均为本科教学工作相关内容，对教育教学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学校党

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重点研究本科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等重大议

题。2015 年，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研究涉及本科教学相关工作的议题共 19 项，重点涉

及学校转型发展、产教融合、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迎评准备情况、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

学团队建设、专业建设、教学管理体制改革、教学基础条件建设、教学经费投入等教学各方

面工作。

此外，校领导班子还以年度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专题工作部署会、重点工作推进会等多

种形式，既有全局安排，又有重点部署，持续深入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着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人才培养作为提高质量的首要工作，把内涵发展作为提高质量的核

心要求，把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提高质量的根本出路，不断巩固本科教学基础地位。

4.2 制度建设

学校为充分发挥“教授治学”的积极作用，推动本科教学工作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

化建设，制定了《大连工业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委员会条例》；为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提

高我校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能力，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与研究，确保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

不断提高，学校修订了《大连工业大学教学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学校将 2015 年定为实践教学年，并出

台《大连工业大学关于提高本科实践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

为规范教学管理，学校重新修订了《大连工业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和《大连工

业大学普通本科生转学管理办法》。为加强质量监控，积极推进审核评估工作，学校还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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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连工业大学关于选聘专职教学督导员的暂行规定》。

4.3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日常监控及运行情况

4.3.1 以“质量”为核心，确保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实施

坚持教学秩序检查常态化、规范化。为全面掌握教学动态，学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定期

和不定期的教学秩序检查，其中集中检查 2107 课次，及时地了解和解决教学工作中的各种问

题，为巩固良好的教风、学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各级督导认真履行“教学督导制度”，无论是专职督导还是兼职督导都能坚持听课制度，

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进行了测评。2015 年，校专职督导员听课 1922 次，兼职督导员听课

252 次，教学督导成在完成听课任务的同时，还担当教学大赛的评委、进行各类教学建设改

革项目的评审等。

坚持教学专项评价工作制度。本年度学校继续开展专项评价工作，避免了集中突击式检

查的弊端，加强后期整改工作。共组织人员参与 63 次座谈会，学院开展优秀教师的教学观摩

活动 24 次。

学校各级领导能够严格执行领导听课制度。本年度校领导听课 40 次，教务处领导听课

68 次，其他各级领导均能按规定完成听课任务，学校每学期均在校园网主页上对领导听课情

况进行公示。

4.3.2 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开展各类评估与评价

为充分发挥教学单位教学管理的主动性，学校继续开展院级教学工作评价工作。

2014-2015 年度，共评出 6个“教学管理奖”（其中理工组 4个、文管艺组 1个、学部组 1个），

6个“质量工程奖”。

4.3.3 以“审核评估”为契机，健全学校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

完善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和公示制度。完成 2014 年度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撰写与公示工

作、完成 2014 年度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工作。

学校发文成立 23 人的审核评估自评专家组并积极开展工作。根据审核评估进程安排，

2015 年学校审核评估处于“摸底梳理”阶段，相关单位及部门依据审核项目、要素及要点，

彻底摸排，并提交“摸底情况报告”，找准问题，并为“规划建设阶段”的工作设定目标，明

确方向，夯实基础。学校的审核评估网站正式开通，继续编制审核评估简报，通过“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式加强对审核评估的学习与进一步理解。

4.4 工程教育认证

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于2011年首次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2015年，教育部

工程教育认证专家组再次对我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进行了现场考查，专家组对该专业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专业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教学、科研、实践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保

证了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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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国际评估

国际教育学院以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合作项目为平台，引进南安普顿大学教学监督和

检查方式，定期对项目进行内审。同时，每学年接受QAA（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的教学

外审，确保办学的规范和质量。内审包括来自南安普顿大学校级领导带领的检查团的监督与

检查，以及英方项目负责人的定期来访检查。2015年，南安普顿大学副校长Alex Neill来访

1次，英方项目负责人南安普顿大学商法艺学部副部长Stephen Mortimer和温彻斯特艺术学

院院长Ed D’Souza到访3次对项目运行进行内审，期间分别听取双方人员的汇报，与师生分

别座谈，检查教学环境与设施，走访课堂，对学生作品、作业的审阅，并根据检查结果提出

具体的建议和要求。2015年，QAA外审官来访4次对项目进行外审。QAA外审包括审阅教学资料、

考察课堂教学、与师生座谈，并就项目整体建设、教学及质量保证、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进

行交流。外审后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关注相应整改措施的实施。

5.学生学习效果

学校全面调动在校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促进教学科研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全年 68 人次发表论文，27 人次申请专利。

教务处重点支持了45项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项目，并给予相应经费支持。2015年，我校

学生参赛人数达到10000余人次，所涉及的指导教师900余人次。

2015年共有1283组次学生获奖，涉及得奖学生2600余人次，获国家级奖项300项，省级227

项，校级756项。除计算机设计大赛、数学建模大赛、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等“老牌”竞赛中

斩获颇丰外，在国家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的各项竞赛中，我校参赛作品更是捷报频传。

在辽宁省教育厅举办的大学生互联网+大赛中，我校学子不负众望，一举折桂，捧回金奖。2015

年市场调查分析大赛中，我校代表队奋力拼杀，最终成为奖项大赢家，一等奖3项、二等奖4

项被我校收入囊中，比赛成绩在辽宁省内首屈一指。此外，在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大赛、辽

宁省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我校代表队均有上佳表现，取得我校参加此项竞赛以来最好成

绩。

我校开展2015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作品展，主要向全校师生展示了我校组织开展的

创新创业竞赛获奖的优秀作品以及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优秀作品。同时，学校

还组织师生参加辽宁省第二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我校的论文“Environmental Impacts

Research for Scroll Compressor Based on Life Cycle Assessment”入选大学生学术年会，

“会呼吸的壁纸—硅藻土制备功能壁纸的研发”、“利用工业废渣制备铬/铁复合金星玻璃”、

“时尚男装夹克衫与功能创新设计研究”3个项目入选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展，

5.1 学生学习满意度

5.1.1 在校生学习满意度

2015 年，学校面向在校生就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开展了学习满意度问卷调查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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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学质量、教学管理、课程设置等九个方面，此次调查工作共有 4104 名学生填写了《本

科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表》。调查结果显示：94.7%学生对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满意；93.3%

学生对学校教学管理工作满意；92.8%学生对课程设置满意；93.0%学生对学校思政工作满意；

94.3%学生对学风、考风满意；93.8%学生对校园文化活动感到满意；86.1%学生对学校生活条

件满意；91.1%学生对学习条件满意；92.4%学生对学校体育设施满意。可以看出，学生对在

校学习满意情况良好。

学校 2015 年 6 月和 12 月份开展了学生评教工作，结果显示，3342 门次的理论课程测评

优秀率为 92.9%。

5.1.2 毕业生学习满意度

学校开展了 2015 届毕业生就业状况与培养质量和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工作，并组织和发

动各学院通过走访、邮件、电话、邮寄等方式联络毕业生进行调查。据统计，共发出《大连

工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与培养质量调查问卷》824 份，收回有效调查表 798 份（占毕业生

总数的 21.32%）。

调查问卷显示：98%的受访毕业生对母校教学质量总体评价满意；对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

师的理论功底和联系实际方面的满意率达到 96%；对教学管理及校园文化表示认同率达到

92%；93%的受访毕业生认为在校期间积累知识和培养能力的主要途径是课堂理论学习及校内

外实习、实训。

对学校课程设置的意见主要是：增加专业选修课及实践课时，多举办水平较高的专业学

术报告及讲座；在专业教学中需要改进的方面有：增加实习和实践环节，更新教学内容，提

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等。

5.2 毕业及就业情况

5.2.1 毕业生毕业情况

学位授予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学校在重视人才培养过程的同时，一直坚持

学业标准，严把毕业关和学位授予关。2015 年，全校共有 3715 人离校，其中毕业学生数为

3707 人，毕业率为 99.8%；获得学士学位人数为 3679 人，学位授予率为 99.2%。

5.2.2 毕业生就业情况

2015 届本科毕(结)业生共有 3710 人，就业数 3465 人，年度就业率为 93.40%，位居辽宁

省同类院校前列。轻纺、机械、信息、食品、艺术等专业办学特色鲜明，社会需求旺盛，就

业质量好。

从就业行业分布看：就业人数最多的三个行业为：制造业（23.92%），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15.66%），批发和零售业（9.76%）。

从毕业生就业地域上看：辽宁省内就业占 67.71%，省内就业去向主要分布在大连，沈阳，

鞍山等，其中大连占 49.34%、沈阳占 6.71%；省外就业主要区域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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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其中北京、河北、广东、江苏、山东、山西、浙江等省份为我校毕业生就业主要流向

省份。

从就业单位性质看：到政府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参军部队、金融单

位及其它事业单位就业的占毕业生总数 8.4%，到国有企业就业占 5.5%，到外资、民营等性质

单位就业占 76%。

5.2.3 攻读研究生情况

我校 2015 届本科毕业生考取研究生 394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 10.62%，其中考取中

科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及大

连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的毕业生比重有所增加。

5.2.4 毕业生的社会评价

我校始终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多年来，我校毕业生一直受到用人单

位和实习实训基地的认可和好评。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学生培养质量，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学

校设计《大连工业大学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表》，并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用人单位座谈

等多种方式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本次共发放《大连工业大学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表》140

余份，收回有效调查表 120 份。通过调查较好地了解了各用人单位对我校 2015 届毕业生的评

价及满意度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我校毕业生在综合素质、思想素质、专业素质等方面得到用人单位的高

度评价；93%的受访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在分析问题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吃

苦耐劳方面表现突出，并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调查结果说明了我校的教育教学扎实有效，

对学生的培养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

5.2.5 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及成就

我校积极探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新方法，努力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构建大学生入伍

征兵工作新机制，注重就业工作的内涵建设与质量建设。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有辽宁省优秀毕业生 83 人，大连市优秀毕业生 124 人,大连工业

大学优秀毕业生 416 人；自主创业 3人；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

“研究生支教团”等各类基层项目就业 16 人；大学生入伍参军 23 人，在我省同类院校中均

居前列。

6. 学校特色发展

6.1 高举“食品科学与工程”与“艺术设计”两面旗帜

要凭借轻工院校的专业背景和学科优势，首先巩固和提升自身优势特色，结合国家战略

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集中优势资源建设海洋食品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食品学科综

合改革试验区，轻工、纺织、设计学等重点学科；重点建设食品科学与工程、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等辽宁省优势特色专业；同时，围绕战略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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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积极培育机械、化工、材料、环境、照明、艺术与科技等学科专业，建设特色研究方

向，与优势学科融合形成具有轻工特色的学科体系。

6.2 引进国际优质教学资源，全面提高我校国际化办学水平

我校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合作举办视觉传达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是辽宁省第一个与世界百强大学合作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是辽宁省首批艺术类本科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学校积极推进并深化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合作，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合

作申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深度和层次上不断推进学校的国际化进程。

7. 需要进一步解决问题

7.1 师资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

教师队伍整体结构不平衡，特别在学科、专业、人才队伍结构等方面的不平衡更为突出。

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高水平领军型人才、学术带头人建设水平亟待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特别是工程实践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教师教学评价机制尚需探索。教育教学改革力度不够，

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氛围不浓，人才培养模式需要进一步改革，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仍需加强。

7.2 专业结构需进一步优化

学校需紧密跟踪区域经济调整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动态，完善专业结构调整机制，不

断优化专业结构，突出办学优势，同时，进一步探索应用型人才机制，引导大部分专业向应

用型人才培养转型。

7.3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需进一步深入

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有机融合还需加强，应坚持专业分类发展的原则，引导

部分工科类、管理类、艺术类专业向创新创业型专业转型发展。

7.4 实验教学条件需继续改善，实验教学改革需进一步深化

通过规划建立工程训练中心，改善实验教学和工程训练条件，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实验

室开放和资源共享。通过实验课程改革立项推动实验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创新。

结束语

学校经过不断发展与历史积淀，形成“博学精思，笃行致新”的校训，遵循“以人为本、

强化内涵、彰显特色、开拓致新”的办学理念。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社会服

务等方面为国家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新的历史阶段，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辽宁省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坚持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辽宁区域经济发展。全面推进内涵

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努力把学校建设成有特色、高水平国内知名的多科性大学，成为我国

消费产业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研发及学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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