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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1.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对人才的要求

2006年1月9日，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胡锦

涛作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并指出“到2020年我国进入创新

型国家的行列”。高等教育要肩负起培养“高素质创新型

人才”的历史使命，积极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服务。

•   没有创新型人才，就不可能建成创新型国家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2.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渝经济区等区位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  成渝经济区打造西部大开发的经济高地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第四极“

•  四川省实施“两个加快”和“一枢纽、三中心、四基地”发展战略

•  两个加快：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和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  一枢纽、三中心、四基地：西部综合交通枢纽；西部物流中心、商贸

中心和金融中心；建设重要战略资源开发基地、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

科技创新产业化基地、农产品深加工基地。

•  区位经济建设和发展需求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3. 轨道交通大发展对行业人才的需求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

将“高速轨道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列入交通领域
优先发展主题。

《中国铁路中长期发展
规划》

2012年：预计我国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将超过1.2万公里。

《中国铁路中长期发展
规划》

2020年：预计中国200公里及以上时速的高速铁路建设
里程将超过1.8万公里，将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一半
以上。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麦加到麦地那 全长440公里的高速铁路正在建设，铁路建成后由我国承担12年的运营任务

委内瑞拉 连接委内瑞拉农业区和石油区的高速铁路开始动工

俄罗斯 已与我国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境内组织和发展快速和高速铁路运输的谅解备
忘录；

美国 中美“两国企业正搭建合作框架”，美国有意让中国整体为其建设高速铁路

巴西、印度 巴西、印度等国也对引进我国的高速铁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城市轨道交通 我国各大中城市已建和在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总长达到1100公里，按每年
开工建设100～120公里线路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国建设城市轨道交
通线路将达到2000～2500公里的规模。

3. 轨道交通大发展对行业人才的需求

我国轨道交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高速铁路已走向世界，迫切
需要大批高素质行业人才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4.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

1）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

才？”

    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向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提出上述问

题。这是对中国大学的发问，更是对中国教育的发问。

    钱老认为，关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

题。他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

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

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4.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

2）温家宝总理:“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温总理对高等教育进行调研时，多次强调重视开展启发式教育以培

养杰出人才、提倡名师上讲堂、学校和老师不但要教书还要育人等观

点。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4.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

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出台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为：提高质量，尤其是人才培养质量

同时，应更新人才培养观念，致力于创新型人才培养。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4.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

4）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胡锦涛：“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必须优先发展教育，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把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必须重视教育质量，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

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和出名师、育英才。”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4.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

5） 高校的不适应：
(1)在创新教育、研究式学习方面，相比国外一流大学差距较大

●学术氛围不浓厚，学术风气不够民主活跃

●课堂上，过于重视理论体系和逻辑推理，轻视实用性

●教师讲得过多，学生无暇思考，创新不足

●缺乏“带着问题去学习”的习惯

(2)课程开发能力不足，包括没能根据需要及时整合原有课程

(3)专业教学内容陈旧

(4)教学信息化建设——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4.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

6）教材的不适应：
●相对于知识更新，教材编写有具有滞后性，往往不能及时展现前沿
知识
●一个优秀的学生，不可能一门课程只学习一种教材，而需要参考不
同风格的教材。——需要协调解决每门课程多种教材对学生造成负
担的问题
●利用信息手段的超媒体交互性教材，缺陷也逐一显露
     首先，难以计数的信息容易造成认知超载
     其次，超级链接方式对学习者的知识整合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再次，知识探求过程中因注意力耗散造成学习成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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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

7）信息化时代的挑战：

        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互联网和多媒体直接参与教学，

获取知识的渠道产生变化，对师生教与学的方式产生了

积极又值得思考的影响。



一、茅以升学院成立的背景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抢
抓
先
机

抢
占
人
才
制
高
点 

引
领
轨
道
交
通
人
才
培
养

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需求

适应国家铁路快速发展的战略需求

适应国家高速铁路国际化战略需求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需求

适应成渝经济增长  第四极 战略需求

茅
以
升
学
院
成
立

实
施
卓
越
工
程
师
教
育
培
养



二、茅以升学院与茅以升班



二、茅以升学院与茅以升班

学院名称 茅以升学院

培养目标 培养工程与行业领军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培养思路
宽基础、重实践、善科研、求创新、高层次、国
际化

培养模式
4（本）+2（硕）+3（博）
4+4（直博）

培养措施
前两年大类通识培养（不分专业）
课堂教学压缩，加大研究学习，参与研究项目；
成立教授团，为学生开设研讨型课程

1、茅以升学院办学情况



二、茅以升学院与茅以升班

学院名称 茅以升学院

教学计划 本-硕-博贯通设置培养计划

学生选拔与
淘汰机制

单独招生、提前录取、滚动淘汰

学生管理
前两年茅以升学院集中管理，两年后由专业学
院管理与茅以升学院跟踪管理相结合

竞争机制
学生自由选择专业
每个专业学生数量根据学生选择意向动态设置

1、茅以升学院办学情况



二、茅以升学院与茅以升班

2、茅以升学院与茅以升班比较
名称 茅以升学院 茅以升班

招生选拔 单独招生，提前预录取，入校选拔 统一招生，入校选拔

培养模式 4（本）+2（硕）+3（博）

4+4（直博）

本科4年

专业选择 前两年不分专业，强化基础，第三
年确定专业方向

入校即编入专业学院
学习

教学计划 本-硕-博贯通设置培养计划 本硕分开，优秀学生
推荐免试研究生学习

学生管理 前两年集中管理，两年后专业学院
管理与茅以升学院跟踪管理相结合

专业学院管理

学科专业 土木、机械、电气、信息、运输、
物流、材料、力学

土木、机械、电气、
信息、运输



二、茅以升学院与茅以升班

2、茅以升学院与茅以升班比较
名称 茅以升学院 茅以升班

课内学时 2300个学时左右 2500个学时左右

英语水平 注重英语应用能力培养，入校即

为英语三级，本科达到6级水平
入校从英语1级开始，
部分学英语2级

导师配备 前两年配备班级导师，第三年开
始配备专业导师

配备班级导师

外语能力 主修英语，辅修法语、德语、日
语等其他外语小语种

主要学习英语

国际化培养 力争使全部学生有机会参与国际
交流学习

少部分学生有机会到国
外进行交换生学习

科研能力 教授团队指导开展科研训练，提
前参与科研项目

教学+科研，以教学学
习为主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  设置学士-硕士-博士贯通培养
•  本-硕-博贯通设置培养计划
•  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创新能力、
领导能力和国际视野。

     特色一、高层次培养策略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  参与国外交换生项目
•  国外攻读学位
•  国外留学、游学和交流访问
•  力争茅以升学院的全部学生有机会参与国际交流学习，
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国际竞争力。

     特色二、国际化培养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推进英语、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等基础课程改革：
•   整合英语教学内容，注重英语应用能力培养，本科阶段英语达到
相当于6级水平
•   取消计算机初级阶段课程，加强对C语言编程、数据库等计算机
应用能力的培养
•   强化数学建模思想，并将它引入物理教学，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特色三、宽厚的基础平台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  选聘院士、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和学科带头人
等优秀教师成立各专业的“教授团”；
•  为学生开设学术讲座；
•  对学生选专业、学习内容及方法、科技创新、自主实
验等进行指导。

     特色四、“教授团”参与办学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  前四学期配备班导师

•  第五学期按研究生的要求配备专业导师，为学生选课、

研究性学习、主动实践和科技创新提供指导和咨询。

     特色五、专业导师制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建立“学生+学科”的双重竞争机制：
•  学生实行优补与退出的竞争机制；

•  土木、机械、电气、信息、运输、物流、材料、力学等学院对吸

引优秀生源展开竞争，促进各学科在培养方案设计、教学支持条件、

教授团队等多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保障。

     特色六、双重竞争机制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  开设法语、德语、日语以及其他外语小语种等选修
课程；
•  加大双语教学（汉语、英语）课程比重。

     特色七、强化外语能力



     特色八、突出培养创新

•一是优化培养方案，分级设置创新通识性课程，分类
设置创新训练模块。
•二是要组建跨学科专业的创新教育教研团队，搞好创
新型教师队伍建设。
•三是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实现课内外的交叉融
合
•四是要加强创新方法普及、创新平台与基地建设。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创新思维（T）
（1级）

《知识经济与创新》（限选）

《创新心理训练》

创新方法（M）

（2级）

《创新能力基础训练》 （限选）

《创新思维与创新技法》 
《发明创造方法与技能》 

创新工具(T)
（3级）

《创新方法与应用（TRIZ）》 （限选） 
《创新原理与创新设计》

创业实践(E)
（4级）

《创业学》 （限选）

《创新创造与创业案例分析》 

 1、分级设置创新通识性课程



试验班 茅班、詹天班等

创造性开发课程 
《创新方法与应用（TRIZ）》 

工程类 工程项目设计为导向、工程能力培养为目标 CDIO
工程实习项目(Engineering Internship Program,  EIP) 
《创新原理与创新设计》

《创新方法与应用（TRIZ）》

理科类 SECI模型 
《创新方法与应用（TRIZ）》

《科学思想与发明原理》

管理类 《管理思想与创新能力》

《创新思维与创新技法》

《创新经济学》

人文类 发现教育、发明教育、信息教育、学习教育、艺术教育 《艺术设

计与创新》

  2、分类设置创新训练模块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序号 名    称 单位

1 电子设计创新教育基地 信息、电气、物理等

2 数学建模创新教育基地 数学

3 ACM/ICPC创新教育基地 信息

4 土木创新教育基地 土木

5 力学创新教育基地 力学

6 机械工程创新教育基地 机械

7 广告艺术设计创新教育基地 艺传

8 嵌入式设计创新教育基地 信息

9 物流创新教育基地 物流

10 建筑学科创新教育基地 建筑

11 交通运输科技实践创新基地 运输

12 大学生外语技能创新教育基地 外语

13 电气创新教育基地 电气

3、加强创新教育基地建设

三、茅以升学院办学特色



结束语

         茅以升学院作为西南交通大学培养精英人
才的品牌示范学院，将继续传承茅以升班实施
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全面改革，不断创
新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高素质拔
尖创新型人才，打造西南交通大学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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