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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纺织工程专业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其能力、素质和教学现状等进行了问卷调研;对调研结果的全面统

计分析可为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良好实施提供参考,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科学分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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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

障制度,是由专业性认证机构(协会)组织工程技术专

业领域的教育界学术专家和相关行业的技术专家,以
该行业工程技术从业人员应具备的职业资格为要求,
对工程技术领域的相关专业的工程教育质量进行评

价、认可并提出改进意见的过程[1]。工程教育认证的

目的之一是推进工程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工程教育

质量。我国建立工程教育认证制度,更多源于教育界

内部提高教育质量的自觉意识[2]。人才培养质量是高

等教育质量系统的核心,其影响因素很多,有学校层面

的、专业层面的、教师层面的等。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

个开放的系统,其服务质量需要利益相关者如用人单

位、校友、学生、家长等来评价,通过问卷调查来重建人

才培养体系,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科学分

析依据。为此,本研究设计了面向纺织工程专业在校

学生的调查问卷,以了解当前我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实施提供

分析依据。

1 问卷设计和实施

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能力、素质、课程设

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调查问卷的执行采用问卷星软件进行调研,以此

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调查的对象是纺织工程专

业的在校学生。学生问卷的回收中大一263人,大二

242人,大三229人,大四21人,共755人,占本学院在

校学生的71.5%。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能力方面

能力方面的问卷内容包括同学间的合作共事能

力、表达能力等。

2.1.1 学生在公共场所发言时的表现

调查显示约21%的同学在公共场合发言时能很好

地表达自己,超过60%的学生认为自己能清楚地表达

自己但声音很小,还有18%以上的同学不能清楚地表

达自己。这说明我校在校生的表达能力欠佳,在公共

场合多因胆怯而不能完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给学生提供各种锻炼的机会。可

以是课堂上的发言如PPT演讲、问题讨论、教师身份

授课等形式,但课堂上锻炼的效果与教师自身的组织

管理有很大关系。也可以让学生参加课外的辩论、宣
传、义卖等。在提高学生该方面的能力时应给予性格

内向的学生更多关注。

2.1.2 学生能力期望方面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在大学期间最想提高的是英语

水平,其次是人际交往能力,接着是实践动手能力、个
人素质和办公软件,但是对沟通表达和组织管理及自

学能力并不重视。学生对沟通表达能力不重视也导致

了学生在公共场合表达能力欠缺。因此在人才培养过

程中除了主动培养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外,还应加强

学生沟通表达能力的自我认识,让其在学习和生活中

时刻有意识地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总而言之,沟
通表达能力的提高需要师生共同努力。

2.1.3 学生间的合作共事

同学间的合作相处情况调研结果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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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与同学合作相处情况

从图1可看出,绝大多数同学能很好地与同学合

作,但有超过4%的同学经常无法与同学合作,那么这

部分同学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可能难以与同事良好合

作,很难融入团队工作中。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

获得这些同学的信息,深究问题存在的原因,并采取有

效的方式进行帮扶,使其能顺利地迈入社会并良好工

作。如何获得这部分同学的信息至关重要,班导师、辅
导员、新生导师要经常深入学生内部了解情况,学校对

新生的心理素质测评结果则可作为参考。

2.1.4 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

学生课余时间查阅资料的情况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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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查阅专业资料的情况

图2显示,约有47%的学生仅在完成作业时查阅

与专业有关的资料,49.8%的学生会偶尔查阅,仅有

3.18%的学生会经常自主查阅。这表明学生对专业知

识的理解基本上仅限于课内教师的讲授,学生很少利

用课余时间主动查阅专业知识,扩大知识范围。当然

这并不说明学生不会合理利用时间,而是没有自主学

习的习惯。作为专业任课教师则有责任帮助学生养成

自主学习的习惯,比如经常布置一些需要查阅资料的

作业,组织学生参加专业性的比赛等。这些任务的完

成需要学生查阅专业资料,学生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

可能会对某一专题产生兴趣,就会继续了解、关注、研
究相关的问题。

2.2 素质方面

2.2.1 身体素质

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方面的调研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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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学生体育锻炼频率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处于身强力壮时期的青年学

生并未意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图3显示仅有约

24%的学生能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约21%的同学仅仅

在体育课上进行锻炼,其他学生则偶尔进行锻炼,可见

学生未足够重视健康体魄的重要性。我们在人才培养

的过程中让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能力,还要重

视学生的体质健康,因此如何提高学生自我体育锻炼

的意识,经常进行自主锻炼,是需要思考和分析的一个

重要问题。

2.2.2 心理素质

为了了解在校学生的心理素质,问卷设置了个人

修养、对困难的态度等几方面的间接问题。对于个人

修养方面有少数同学“从不注重个人形象”,约占比例

为2.78%,有30.86%的同学仅仅在公关场所注意自

己的个人形象,有66.36%的同学始终注意自己的个人

形象。这个调查结果能与大学生的形象相吻合,但少

数同学有失大学生的身份,在上课、听讲座或其他场合

不拘小节、穿拖鞋等。
关于学生对困难的态度方面,有86.09%的学生具

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13.91%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类似的问题选择“在面对困难时,不气馁,勇于挑战”占

89.93%,而选择垂头丧气的占10.07%。这两个问题

的调查结果所反映的问题是一致的,也就是有一定比

例的同学惧怕困难,这仅仅是问卷上反映出的情况。
在实际生活中估计此类同学所占比例会更高,在对企

业的调查问卷中我们也设置了类似的问题,企业看中

的员工素质之一就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可见,当
前社会环境下如何培养学生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精

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3 教学现状

学生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的看法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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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

从图4可看出,学生对基本的教学条件包括课程

设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实践内容设置和实验设备

比较 重 视,各 项 比 例 都 超 过 50% 以 上,但 是 仅 有

7.42%的学生选择“考勤、考试更严格”。这说明绝大

部分学生存在着60分万岁的心理,并不关心能不能学

到知识,也不关心考试成绩的公平性,虽然工程认证对

考勤不做要求,但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让学生进行自由

学习。

3 结语

通过对在校学生的调查分析显示,当前学生在沟

通表达能力方面较为欠缺,绝大多数学生在公共场合

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且学生也不重视这方面的能力,
这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以重视并采取有针对性的

措施。学生在团结合作方面仍有一定比例的同学不能

和他人良好共事,这部分同学需要进行密切关注并给

予帮助。针对学生不重视“自学能力”,也不主动查阅

与专业有关的资料情况,可采取布置作业、参与科研等

进行训练;对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高,学校可采取

相应措施进行引导和督促;如何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

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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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Xiao-mei,HUANGGang
(CollegeofTextileMaterialsandEngineering,WuyiUniversity,Jiangmen529020,China)

  Abstract:Thestudentsoftextileengineeringmajorwereselectedastheobjectofinvestigation.Thequestionnaire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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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forimprovingthequalityofpersonneltraining.

Keywords:talenttraining;studentsinschool;questionnairesurvey;statisticalanalysis



新型环保泡沫染纱技术

  西班牙牛仔布工厂TejidosRoyo,与Gaston和In-
digoMillDesigns(IMD)二家公司合作进行了为期10
年的研究,于近期研发出一种新型环保的泡沫染纱技

术。
泡沫在染色过程中的使用十分普遍,泡沫作为染

料、助剂的载体,可代替水的大量使用,是一种既环保

又经济的染色方式。但由于靛蓝染料易与泡沫中的氧

气反应,该技术在牛仔布的生产中受到限制。
据了解,IMD的IndigoZERO技术克服了该限制,

不仅缩短了生产流程,降低能耗,减少99%的耗水量,
并且不含腐蚀性化学品,解决了废水排放的难题。相

较传统染色方式,可达到相同或更好的染色品质,省去

了成衣洗涤过程中的化学和机械的流程。
(来源: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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