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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成就

SCAT Achievements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建设部确定的“中德合作中西部地区建设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教育部、建设部确定的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的“国际建筑技能紧缺人才培训基地”
   和“建筑技术实训基地”

•率先通过国内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院校之一

•四川省首批高端技术技能型本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全国高职高专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持单位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体系建设与资源优
化研究实践背景2



学 院 成 就 师 资 队 伍 实 践 实 训 教 学 资 源

研究内容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与教学资源优化

研究背景

学院10余年中外合作办学实践

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立项课题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内部质量保障建设》（川教

函【2014】156号）

四川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

作办学资源优化改革试点项目》（川教改办【2015】4

号） 

建设思路 规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提高合作项目教学质量、

培养涉外建筑技能型人才、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 

 1. 研究内容



学院2005年开始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先后与澳大利亚、英国、丹麦开展合作办
学，已毕业学生3300余名，现有在校生1200余名。

学院将质量作为内涵建设重要抓手，实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和引进资源的优化与实践。

国内建筑业走向平稳，建筑业国
际化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需外语强、专业精、综合素质高、
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职业技术与
管理人才

就已开展合作办学项目，2013年
提出：
“规范合作办学项目管理、提高
合作办学项目质量、培养涉外技
术技能型人才、服务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的内涵建设目标。 

。2、研究背景



中外合作办学内部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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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理论研究

3.2 专题调研

3.3 项目管理创新

3. 中外合作办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成

3.4 内部质量保障创新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s)

+质量认证框架（Australia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质量培训框架（Australia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

一.输入标题3.1 理论研究成果

德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评估——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

成果：

《职业技术教育》等杂志发表相关研究论

文19篇 



发表部分论文：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探究》

《高职高专输入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融合方式的探讨》

《高职院校中澳合作办学项目课程体系设置研究》

《德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估机制对高职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管理的启示》

《高职院校中澳合作办学沟通机制的构建 — 以四川建院中澳合作办学项目为例》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变革对高职高专院校合作办学的影响 — 应用卢因三阶段变革模型分析》

《中澳合作办学课程融合的探讨》

《澳大利亚培训包对我国高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

《高职院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探索与实践 — 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我院分5批共15名项目教师分别赴合作院校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学院和英国林肯
学院开展实地调研。

对澳大利亚、英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质量与保障、职业
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学、职业教育与行业协会结合、现代学徒制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性
的研究。撰写相关专题调研报告。

一.输入标题

图片位
置

3.2 专题调研成果



借鉴BIM在澳大利亚、英国蓬勃
发展的经验，全方位推动BIM技
术在我院的教学、研究和应用 

借鉴林肯学院的学生学业成绩评
价办法，对学生建立职业能力发
展记录 

针对中英教学方式不同，编讲义、
录视频使学生更好适应外方教学 

确立以学生为中心、能力为导向
的培养目标

促进行业、企业与院校合作开发
课程

专
题

调
研

成
果

加强过程管理和质量督导等建议，
促进了项目管理和质量监督与评
价的进一步完善。



3.3 项目管理创新

“统一思想，集中管理，精简机构，办事高效” 



3.3 项目管理创新

            在多年合作办学实践基础上，总结出
“统一思想，集中管理，精简机构，办事高
效”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模式，为项目稳
步发展提供了保障。统一思想是指学校领导班
子做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顶层设计，政策保障；
集中管理是指由国际技术教育学院统一对外、
对内、对上、对下的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其管
理、合作、统筹能力；精简机构是指减少了学
院外事办、外语系、相关系部的多头管理，避
免办事推诿，相互扯皮等现象；办事高效是指
国际技术教育学院在资源引进、课程匹配、教
学管理、外事管理、学生管理中发挥的主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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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质量方针 

在遵循学院质量方针的前提下，借

鉴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西方国

家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建设，项目制

定了“管理规范、质量优良、持续

改进、科学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质量方针。 

02 质量目标 

（1）学生毕业率   ≥  95%

（2）毕业生优良率 ≥  50%

（3）毕业生就业率 ≥  90%

（4）顾客满意率   ≥  80%

（5）总体水平逐年提升

03质量考核与评价成果

将内部和外部审核作为合作办学项

目质量考核与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3.4 内部质量保障创新



3.4 内部质量保障创新

高度重视办学质量考核与评价，从项目管理委员
会的建设、合作专业的遴选、人才培养方案的编
制、项目沟通的建立、师资的培养、实践教学条
件的建设等方面入手提高教学质量。特别是项目
全面实施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从体系上保障
了办学质量。以双方的优势专业合作办学，从专
业建设上保障了办学质量。定期开展项目的教学
质量评估与审计，从过程上保障了办学质量。按
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要求，项目
运行过程不断进行质量监督、质量记录、质量评
价和质量改进，使得项目办学质量持续提高。



3.4 内部质量保障创新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目  录
指导思想                                   
办学宗旨与目标                             
组织管理与质量监控                          
教学资源引进与实践                           
教学设施配置与使用                           
教学组织与实施                               
外事管理与服务                 
学生管理与服务                 
质量考核与评价                         
附件：质量管理文件、外事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



中外合作办学
教学资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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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优质资源引进

4.2 课程模式创新

4.3 人才培养理念创新

4. 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资源优化



4.1 优质资源引进与实践—中澳项目

1. 引进了澳方建筑施工专业培训包；

2. 整合匹配了中澳双方专业课程；

3. 引进了澳方OHS（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课程资源；

4. 引进了澳方Risk Management（项目风险管理）课程资源；

5. 引进了澳方Estimating（施工项目预算）课程资源；

6. 借鉴了澳方实训室建设资料(实训室配置要求说明书)，建成了BIM实训室；

7. 引进了澳方BIM课程资源，完成了部分学生作品（含演示视频）；

8. 引进了澳方2017年最新专业课程大纲并开始研究、整合；

9. 引进澳方2015年教学报告样本；

10.汇总中澳双方合作教学资料（含视频及最终学生汇报作品）。



4.1 优质资源引进与实践—中英项目

1. 引进了中英工程造价与工程管理主干课程列表（英文版）；

2. 引进了中英项目人才培养方案；

3. 参考了英方“学生个人学习及技能计划”样本，对项目学生建立职业能力
发展记录；

4. 整理了英方项目教学案例及学生作品样本（本土楼盘“英伦联邦”项目）；

5. 引进了英方课程Procurement（采购/工程量计量）课程范例；

6. 引进了英方专业课程资料；

7. 自编专业词汇手册；

8. 借鉴了英方专业课教室建设方案建设实训室。



4.1 优质资源引进与实践—中丹项目

1. 引进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 引进了丹方“价值链管理”课程大纲；

3. 撰写了中丹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4. 引进了丹马士物流公司实践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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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课程模式创新成果

创新课程模式，实现引进资源

“本土化”是该成果的主要特征。 



4.2 课程模式创新成果



4.2 课程模式创新成果

      课程是教育活动开展的核心，将中外双方的
课程进行有机的匹配是实现双方专业标准和课程
标准有效对接的主要途径。通过比对双方课程体
系和课程标准，分别梳理中外双方课程体系中各
门课程的教学要点，再将双方教学要点进行匹配，
最终形成“中外双方匹配课程”，该类课程占项
目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主要部分。无法匹配的知识
点便形成 “中外双方特色课程”，此外，我院
的课程体系还加入了“项目特色课程”。



4.2 课程模式创新成果

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
系结构图



4.2 课程模式创新成果

       在资源优化实践过程中，凝练出了“中外双
方特有课程+中外双方匹配课程+项目特色课程”
的课程模式，即课程体系中既保留了双方各自的
优质核心课程，又有经匹配双方课程内容形成的
创新课程，还开设了双方共同开发的只适用于合
作项目的特色课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专家组对我院中
澳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质量认证，认为 “中外双
方特有课程+中外双方匹配课程+项目特色课程”
的课程结构，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制定了符合
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政策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目标，
凸显了育人的教育性和职业性，办学规模稳定，
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4.2 课程模式创新成果

       
。



4.3 人才培养理念创新

     人才培养理念：“培养建筑施工领域英语强、专业精
、综合素质高、具有国际视野和理念新的、符合中国建筑
业海外生产经营需求的一线技术和管理人才”，用于解决
海外建筑企业“通外语、会管理、精商务、懂技术的复合
型人才少，熟悉FIDIC条款、了解国外工程、善于运作项
目、能组织招标报价、对外谈判的高端人才不足”等急迫
问题，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