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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中的“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在构建
社会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胡智惠

（淮阴工学院，江苏淮安 223003）

摘要：成人教育中“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分析中，需要明确构建社会终身教育的管理体系标准，依照国家深化教育的需求，从长远角度

进行分析，建立健全认证体系，制定有效的学分制度管理标准。实施有效的改革政策分析，按照学分积累、转换试行方案，加强高校、高

职院校、成人教育之间的体系建设，制定有效的学分转换过程。对不同类型学生实施互认和衔接操作，构建完整的终身学习体系平台。依

照我国教育整体发展的实施过程，对学生的各个阶段教育实施有效的转换，重点分析衔接通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依照各类教育内容，实

施有效的横纵分配，明确具体的沟通标准，制定完善的设计实施方案，加强构建社会终身教育体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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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按照学分积累转换制度的标准要求，重

点分析符合成人教育阶段下的各方面内容，

制定有效的学分积累和转换。从不同的类型

出发，加强各级专业教育之间的差异化分析，

对各个教育认证制度标准、社区学院、教育

设计水平进行分析，明确学分积累与转化机

制的实施操作。依照综合功能水平进行分析，

明确学习成果的有效认定标准，对学分进行

积累和转换。依照学习成果加强相关内容的

分析，明确学习的认定，正规、非正规形式

的成果判断。从学习成果认定出发，依照学

分和课程的设定进行分析，确定相互转换的

过程和标准。通过有效性的学习，搭建有效

的连通桥梁，提升社会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

二、搭建完善的学分转换制度

按照成人教育的需求，对学分积累和转

换制度水平进行分析，准确的判断大学学科

标准条件下，学科专业知识、学生档案评估、

项目专业建设、培训项目内容等的整体标准

分析。依照学分进行有效的认定，调整高校、

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教学推荐的学分分配

形式。依照各个学分的认定进行不同政策的

转化，对课程等值标准进行不同流程化的分

析，调整繁杂项目内容，明确借鉴有效的学

习经验，加强对学生成果的积累和转换。深

化分析教育领域的相关数据改革，实施有效

的学分制注册、选课、学籍注册、课程认证

等改革处理。按照各个级别的学校、教育机

构要求，制定有效的教学标准，分析课程标

准、学分授予的情况，尽可能地避免学分认

定、转换之间出现问题。按照国家实施的标

准，建立起完善的学分管理制度，根据各个

学校教育的模式，构建有效的学分终身制度

管理形式，确定档案标准，采用统一的学习

认定模式，加强积累与转换，方便学生合理

的存储和管理，从不同的阶段获取各类学习

成果。建立有效的学分积累转换服务平台，

依照学生的实际需求，对相关知识内容进行

查阅分析，开展符合社会的公开查询渠道。

不断提升全国性的教育质量认定分析，依照

学分转换制度标准要求，加强各类学科教育

结构的建设，构建完善的学历教育分配，调

整质量认定体系，对课程的相关内容、师资

管理水平，教学设备设施标准，学生专业水

平等进行充分的考察分析，认定有效的、符

合学生教育机构标准的等值课程内容，加强

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认定，加强行业证书、

培训项目的非学历成果分析，明确具体的学

历教育学分等值标准建设，不断促进各类学

校、教育机构之间的互相转换，从而提升各

类教育横向纵向模式的沟通，确保相关衔接

的有效性。按照需求建立多样化、多元化的

质量监督管控体系，引导学生充分拓展各方

面行业的发展，加强社会组织关系，结构指

导思想、监督作用的研究，建立起完善的严

格制度管理模式，实施公开考核，接收社会

的监督和评价。

三、学分转换制度水平的分析

按照“学分转换”分析学生本科课程教

学的基本学分，制定统一的标准。根据转换

模式与其他高校之间的课程学分关系，做好

学分转换，明确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加

强院校实际资源的互补和共享分析

对于不同的高校，学分转换制度不同。

需要明确学分的核心标准，对成人教育中相

关学分灵活运用的情况进行分析，调整学生

可以实施的最大化标准制度。依照高校进行

灵活计算学分的应用，让学生可以有足够的

自主学习空间，对各个课程内容进行对比分

析，选择，确定符合学生学习的相关学分内

容。在充分满足借鉴标准内容转换的基础上，

加强我国学分的转换系统分析，构建有效的

等级标准规范要求，对不同的等级高校学分

标准，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换。学分转换

系统分析过程中，需要准确的判断课程设置

和学分体系建设水平，分析高校的学习层次

和教学质量水平，对学分进行折算分析，以

准确的学分转换，逐步积累，确定有效的实

施方法。

（一）转换教学制度课程学分的分析

按照系统学分的实际描述内容，从学生

课程的工作量比例需求出发，明确单位的分

配制度标准，分析每门课程的实际需求工作

量。通过听课、实习、实验、论文等内容，

帮助学生加强学习时间的研究。通过考试评

估分析，确定符合课程标准的内容。按照学

生的实际表现加强相关信息的判断，调整高

校成绩等级的划分，做好明确的决策分配。

按照系统学分内容进行评估，依照各高

校课程的实际评估标准，做好一定的参考标

准分配。依照学分计量的相关依据，准确的

判断课程学习的时间，难易程度。对不同基

础、不同能力的学生进行分析，准确的判断

其产生的效率，对不同高校的学生课程质量

进行综合考量分析。通过转换系统的研究，

充分尊重学生，加强体系框架分配，明确高

校可以采取的系统学分标准。在有效保留学

分的基础前提下，实施双规制度分析，分析

高校学分的层次和制度标准，明确教学质量。

（二）学分的计算分析

学分转换过程中，需要根据教育学习的

工作量水平，对所有课程内容进行分析，获

取准确的评价形式。通过成人教育中学分积

累和转换制度的研究，加强对成人教育学分

的准确计算，明确学分计算的标准形式。

（三）学分积累成绩的评定分析

按照学分转换系统情况，为学生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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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学分。重视分析成人教育的学分登记，

引入学生学习质量的统计制度标准。根据绩

效水平，以课程为单位，将学生的学习成绩、

分数高低进行等级划分，依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采用横向研究，确定等级。学生可以依

照学习成绩的情况进行排序分析，确定学校

教育的具体部门，根据每一个等级进行对比

分析，明确成人教育的学分等级标准。

（四）成人教育学生学习与学分的互认

关系

按照学分积累情况，通过各类文件、信

息、课程、协议、成绩单等内容，对学分进

行积累收集，确定全面的信息有效性。按照

学生实际的交流情况，加强文件格式的判断，

分析有效信息管理的标准要求，加强高校信

息、学生信息的可比关系，加强学生学习与

学分之间的互认过程分配。准确的分析成人

教育学生学习、学分的互认关系，签订学习

协议、高校信息、交流课程等内容。对教学

的整体计划、单元、模块等进行描述，为学

生提供有效的信息标准。通过协议签订、交

换成绩单，对相关的学习成绩进行认可分析。

学生通过交流，获取相关知识。

（五）学分的转换模式分析

依照高校学分的实际转换情况，通过不

同等级、课程建设、学生素质等内容的分析，

从学分互换过程中，分析学分可以实现的高

效资源共享、人才流动关系。按照学分转换

系统作用，加强对不同高校课程的评估和折

算，确定系统学分标准，分析所获取的系统

学分内容。实施有效的系统数据分析，通过

学分互认，提高教学联盟，加强信息资源的

共享，获取有效的学习，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通过教育共同体的情况分析，从成人教育中

获取有效的资源互动，明确共享信息的操做

分析标准。

四、成人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

的教育体系分析

依照国内不同阶段的成人教育情况，通

过学分积累，确定转换制度标准内容。对于

不同高校的课程形式、课程分配标准进行分

析，判断学分的含金量，判断成人教育中学

科学分的积累过程。学分转换系统分析中，

需要明确实际可实施的有效解决标准分析。

依照不同的级别对高校之间的学分进行互

换，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例，分析成人教育的

学分标准。制定双轨制度标准，明确学分积

累的内容，分析系统学分制度的转换。依照

不同级别高校学分的互换情况，判断学分质

量的不同关键要素。成人高校教育学分分析

过程中，需要依照教育学分系统的研究，从

成人高校的学习中获取内容，缩短学习时间，

节约成本。依照成人本科教育的学分积累，

分析所获取的资格证书。依照成人高校修学

分的实际情况，判断学分的表尊内容。成人

院校学分积累和转换过程中，需要做好系统

折算，确定学分可以申请的课程表尊。按照

系统学分内容，准确的判断高校的认可情况。

通过资源共享分析，分析符合学生的学习内

容。成人院校的课程内容需要与市场的需求

相互结合，满足内容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做

到活学活用。学习过程中，需要明确学习材

料的有效设计和开发，重视多媒体教学资源

的分配使用，加强课程的在线学习，充分展

示学习的灵活性和便捷性。依照课程质量的

整体控制标准要求，重点分析学校可以获取

的系统分数标准内容，将学分积累起来，满

足学分兑换标准要求。学分转换系统分析中，

需要确定培训获取管理标准，依照职业资格

证书的整体标准要求，加强学分转换系统的

建设，确定毕业学分的计算标准。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成人教育中学分积累与转换

过程中，需要依照社会教育管理体系标准，

实施有效的重点要素的分析，明确继续教育

的需求和问题内容，依照整体学习情况，实

施有效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建设，保证成人教

育学分的体系管理，构建完善的社会教育体

系作用分析。

我国需要加强成人教育学分积累和学分

转换体系的建设，明确学分建设操作的标准

形式，加强学分的记录准确性，保证成人教

育学分体系的建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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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可理解为成人提供的各级各类教育，即

为成人教育。这样的界定是一个泛指的概念。

即使这样的界定也还包含教学方法的区别与

界定。当然将普通教育的体系、观念、内涵

及方式方法等等照搬给成人，就是成人教育

了呢？当然不是。成人教育是一个极为严格

的科学概念，它有自己的宗旨、内涵，有自

己的本质特点及规律，与普通教育分为两个

不同的教育范畴，两个不同的教育体系。成

人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由其教育的对象 -- 成

人决定的。成人教育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以成

人的方式指导教育的过程。成人是成熟的人，

有经验的人。成人期意味着成熟和经验。帕

特森认为：成人期意味着一种社会的身份及

地位，它涵盖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诺尔斯用

“社会成熟性”判断一个人是否为成人。他

认为：当某人的社会成熟性达到了某一水平，

如能够承担某些社会责任，便可视为成人。

进而言之，一个人进入成人期意味着个人的

自我认知及他人对其的认知均得到认可，即

认为他达到了社会成熟性的某一水平。而这

一水平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的成人身份相适

应的。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三种：专科起点

升本科（简称专升本）、高中起点升本科（简

称高起本）、高中起点升高职（高专）（简

称高职、高专）。

中国学历教育系列分为普通教育系列、

国民教育系列和非国民教育系列。普通教育

系列指由义务教育延续并由国家统一招生录

取的中、高等教育系列。国民教育系列指五

大教育，成人教育、电大教育、自考教育、

业余教育、函授教育。以上两种教育系列是

由国家统一审批备案承认学历的教育系列。

从教育学的观点看，当我们说一个人进

入成人期意味着其认知能力及学习能力均达

到了成熟的水平。如能够运用经验去认知周

围的事物、能够自导学习的过程等等。诺尔

斯曾将成人学生与儿童学生做了比较，指出

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第一，成人是自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

看，成人系指能够独立地指导和控制自己行

为和活动的人。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教育计

划时，应把成人的自学能力考虑进去。

第二，成人学生是具有生活经验和工作

经验的人，这些经验增强了他的认知能力。

经验是成人学习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第三，成人是主动学习的，成人是带着

解决工作及生活中的问题这一动机来学习

的，学习的目的相当明确，学习的态度相当

主动。其学习的效果显然优于儿童。诺尔斯

为此提出了成人教学法，并指出成人教育至

少有三个含义：

（1）它是成人学习的过程。

（2）是由一些机构为实现某些特定的

教育目标而组织的一套活动。

（3）它是社会实践的第一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