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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

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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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师，育英才。

前言：



   首先是如何找准问题，为学校决

策改革提供准确判断，促进内涵发展？

    其次是如何使质量管理融入教育

教学过程，建立持续改进机制，成为

推进教学改革和质量提升的源动力？ 

用“数”说话，开展质量评估

Data——直观生动

Evaluation——准确鲜活

Evidence——证据丰富

多“元”参与，获得 “临床证据”

循“证”决策，形成长效改进机制

Decision——持续改进

循“数”管理，建立教学状态数据库

思考：



建立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库及评估系统

《 南京理工大学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若干意见》南理工[2012]1号

教育部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
估工作（教高〔2011〕9号）教育部

准备：



教学状态数据库及评估系统

结合教学实际

融入日常工作

兼顾学校特色



评估内容 评估主体 主要评估方式 性 质

1 专业认证（评估） 行业协会组织
专业填报材料、自评

专家评阅+实地考察
资格认定

2
新专业学士学位

授权评审
学位办组织

专业填报材料、自评
专家评阅

资质认定

3 优势专业评审 管理部门组织
专业填报材料
专家评阅

成绩认可

4 专业排行榜 第三方评估机构 依据公共数据评分 成效比较

实践
STEP1—认识

已有专业评估



实践
STEP1—认识

以主观评价为主，客观评价较少，夹杂人
为因素

专业需做大量填报工作，给专业教师带来
困扰

视专业为学校学术组织，忽略了专业与社
会的紧密联系

评价主体以专家为主，忽略专业利益相关
者的需求

评价促进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没有很好
发挥



实践
STEP2—理念

秉持发展的理念

   专业是根据社会职业分工、学科分类、科学技术和文化
发展状况及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划分

专业与学科、科技文化、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
天然关系决定了其质量目标动态变化的特征。

优势、品牌专业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任何专业
都有从弱到强的生长历程。

      专业评估不是以现实

为终点，对专业现有成绩

的总结，而是以现实为起

点，通过对现有成绩的总

结，分析专业发展态势，

挖掘专业的发展潜力，评

估专业的竞争力。



实践
STEP2—理念

基于开放的理念

        高校与
社会其他主要
机构之间通过
一张庞大而复
杂的关系网连
接起来。

德里克.博克
《走出象牙塔—
—现代大学的社
会责任》

         把专业视为学校内部学术组织——评估其师资
队伍、教学条件、教学实施、教学管理等组织运行情
况

         把专业置于外部社会环境中——分析外部环境
发展变化给予专业的发展空间，分析外部利益相关者
的质量要求，评估专业适应外部环境发展需求以及协
调、整合、满足利益相关者质量要求的能力。



实践
STEP2—理念

树立以学为中心的理念

     树立以“学”

为中心的理念，把

学生作为专业评估

的重要主体，了解

学生发展需要，同

时把学生发展情况

作为衡量和判断专

业教育教学质量的

根本标准。

         表层意义，是从教的角度出发，把专业教育教学活动
视作一种教学服务，把学生作为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的对象—
—顾客，教育教学活动以满足学生的需要为前提，以学生的
满意度来衡量专业教育教学活动的服务质量。

       深层意义，从教育教学的本质出发，教育教学活动本质
是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教学必须调动学生的主体积极性，
强化学生主体地位，最终实现学生增值发展。



实践
STEP3—指标体系设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关键因素

培养目标 目标定位
理念的先进性；
标准的明确性；
定位的合理性。

改革活力

核心课程

课程设置 与培养目标的契合。

教学实施

教学内容的综合性、时代性、挑战性；
教学设计的先进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多样性；
考核和评价方法的多元性。

核心课程师资

结构

博士学位的人员比例；
正高级职称的人员比例；
非本校培养的人员比例；
一年以上海外学习经历的比例。

教学投入
层次

教学名师的比例；
高层次人才的比例。

能力
（教学、科研）

承担重要研究项目数量；
发表论文、出版教材、专著数量；
研究成果、获奖数量。

教学资源
经费投入 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值、增加值。

实习基地 专业学生数与实习基地数比值。



实践
STEP2—指标体系设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关键因素

学生发展
学习成效

各类学术成果、获奖数量；
学生自诉发展情况。

教学效益
毕业质量

毕业率、学位授予率；
就业率，出国、升学率。

内部评价
学生评价

新生专业报考景气指数；
转专业比例；
在校生对课程、教师、专业满意度评价。

与利益相关者需求
的契合度

教师评价 对专业建设发展情况评价

外部需求

社会评价
排行榜排名。
专业预警。

战略发展需求
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
国家重点、高新产业发展战略；
学校学科建设规划。

高等教育发展需求
国际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
政产学研多元合作。



实践
STEP3—指标体系设计

专业办学的投入程度
（INVESTMENT）

改革的活力
（REFORM）

专业办学效益
（EFFECTIVENESS）

专业
办学
与利
益相
关者
的契
合度
（FIT）

专业发展潜力

不是以现实为终点，对专业现

有成绩的总结，而是以现实为

起点，通过对现有成绩的总结，

分析专业发展态势，评估专业

竞争力，预测专业发展空间。



实践
STEP4—评估结果

进一步厘清影响专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1.专业办学历史与专业发展潜力相关性不显著

2.生源质量与学生学习成效和毕业质量相关性不强

3.教师教学投入与专业办学效益相关性显著

4.教学改革与专业办学效益、契合度有相关性

5. 学科与专业发展的关系复杂

      师生了解培养目标程度最高的10个专业

专业名称 序号 总分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 21.66 

社会工作 2 21.08 

安全工程 3 20.8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4 20.64 

制药工程 5 20.53 

自动化 6 20.24 

工业设计 7 20.18 

能源与动力工程 8 19.97 

网络工程 9 19.94 

武器发射工程 10 19.89 

认
证
专
业



以评促建

《关于开展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的通知》

根据专业发展潜力评估结果，学校

依照“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层次清

晰、特色鲜明、发展持续”的目标，

调减6个、缓招2个、预警9个专业，为

专业办学划出红线，为改革留出空间。

有据可查

有理可依

工作顺利

平稳过渡

支持学校决策调整专业结构01



以评促建

More choices and visual trends
开展品牌专业建设02

•对影响专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持续开展建设

•首期投入建设经费1600万元，支持13个

品牌专业、5个品牌专业培育点 。

•在教师发展与教学团队、课程教材资源、

实验、实习与实训条件、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教育教学

研究与改革等方面持续开展建设。

专业名称 类型 专业名称 类型

机械工程 品牌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品牌专业

武器系统与工程 品牌专业 能源与动力工程 品牌专业

环境工程 品牌专业 工业设计 品牌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品牌专业 自动化 品牌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品牌专业 信息与计算科学 品牌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品牌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品牌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品牌专业 应用物理 品牌专业培育点

安全工程 品牌专业培育点 英语 品牌专业培育点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品牌专业培育点 社会工作 品牌专业培育点



以评促建

专业评估机制有效支持工程教育认证

专业评估理念与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相契合

专业建立持续改进机制

•密切跟踪和积极响应工程领域新要求

•更深入了解学生发展情况和价值需求

• 进一步明确专业办学方向，不断完善课程

体系，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

支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03
认证（评估） 专业 认证时间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安全工程 2011 2014

自动化 2013 2016

环境工程 2014 20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4 2017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4 2017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5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016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6

机械工程 2016

软件工程 2017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高等
学校土建类专业评估

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2010  2015

土木工程 2015
 

 



复旦共识 天大行动 北京指南

改革再行动



第二轮专业发展潜力评估

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专业课程、培养目标达成情况，以及专业与新产业、新技术发展的契合度，评估

专业发展潜力推动“新工科”专业建设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观测点

1.培养方案 5% 1.1目标定位
1.1.1培养理念的先进性（新工科）

1.1.2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契合度

2.专业课程 20%

2.1课程设置 2.1.1对达成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持度

2.2教学实施

2.2.1学业挑战度

2.2.2课程要求严格程度

2.2.3课堂教学有效性

2.2.4教师评价反馈

2.2.5激发学习志趣

2.2.6生师互动

2.2.7课程考核与测评



全面深化新工科专业建设

• .

•钱学森“大成智慧”下的工程师 + 科学家 + 思想家培养

•3+1+2本硕贯通的工科背景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中法合作培养的国际工程人才

经专业评估，发现现有专业是否满足“新工科”
建设的需求



四季轮回，唯一不变的是变化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