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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范与重构：应用型本科院校质量监控问题探析 

蔡敬民 ，余国江 
(1．合肥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2．合肥学院 教务处，安徽 合肥 230022) 

摘 要：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由于办学历史不长，办学经验不足，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方面还存在着诸 

多问题。如评价体系一味模仿、沿袭研究型高校，不符合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重视理论教学监控，实践教学 

质量标准广泛缺失；评教组织职责不明，监控效力较弱等。针对以上问题 ，应从以下五个方面采取应对策略：明 

确教学质量要求，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架构课堂教学质量监控新体系；注重过程监控，改革 

考核方式；树立全面教学质量观，建立实践教学评价标准；明确监控实施主体，健全质量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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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数年超常规 

发展，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 ，根 

据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 ·特罗的高等教育 

大众化理论，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到大众教育阶 

段 。这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民接受高 

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大大缩短了我国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历史进程，提高了劳动者的职业素养；另一 

方面，因超规模扩张所带来的质量问题也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部于 2001年、2005年和 

2007年先后发文，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胡 

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优先 

发展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都是由专科层次的院校升 

格或合并而来，他们建校时间短、经费不足、特色 

不明显、社会声誉比较低，因此，加强应用型本科 

院校质量建设应该是整个高等教育质量工程中的 

重点工作。应用型本科院校本身也认识到教学质 

量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加强教学质 

量监控来提高教学质量。但由于管理水平、办学 

经验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在教学质量监控方面还 

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

、应用型本科院校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 

(一)模仿沿袭，不符合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 

位  

探求高等教育类型的多样化、合理化是世界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趋势。发达国家高等 

学校设置和分布呈金字塔式的分类发展体系：研 

究型和研究教学型高校属于少数部分，它们处于 

高等学校结构的最上层，承担着社会所需要的创 

新型、理论型人才的培养和基础性、原创性科学研 

究任务；而处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基座的则是为 

数众多的教学性、应用型普通高等学校，他们承担 

着社会需求的各种各样人才，尤其是适应经济发 

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任务。随着高等教育 

从精英教育阶段步人大众教育阶段以及高等教育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已初 

现分层发展和分类建设的雏形，多样化、多规格、多 

层次的发展格局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教学质量标准与办学定位密切相关，有什么 

样的人才培养目标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质量标准。 

定位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 

质要求也就不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培养 目标 

是，面对现代社会的高新技术，培养出在生产、建 

设、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直接从事解决实际问 

题、维持工作正常进行的人才。它强调学用结合、 

学做结合、学创结合，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运用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过分追求知识的深、 

难以及知识体系的完整，培养的人才和生产实际 

紧密相连。 

目前，我国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质量监控并 

不符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各校采用的评价标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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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模仿或沿袭研究型院校的内涵，将研究型 

大学的指标体系移植过来，过分注重内容的深度、 

难度；过分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过分注重 

教师上课的信息量、知识传授的技巧。从知识传 

授的角度来看，这些指标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不 

是说不重要，但如果过分强调就会偏离应用型院 

校的办学目标，混淆了研究性和应用型院校的本 

质差别，教学质量监控就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理论教学质量监控相对完整，实践教学 

监控环节广泛缺失 

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 

的一个教学环节，它强调学生亲身参与、经历和实 

践操作，旨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创新思 

维方面都具有其他环节无法取代的作用。对于应 

用型人才来说实践教学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是现 

代技术的应用者、实施者和实现者，他们最大的特 

点是具有较强的技术思维能力，擅长技术的应用， 

能够解决生产实际中的具体技术问题。应用型本 

科院校要提高实践教学环节，首先就要做好实践 

教学环节质量的保障监控工作。但从新建本科院 

校运行的实际来看，各高校都十分重视理论课的 

监控，忽视和缺少实践教学监控环节，从而使培养 

出来的人才不符合社会需求，也使整个质量监控 

体系显得不完整。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受 

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在传统教 

学中，实践教学大都是验证理论教学，成为理论课 

的“附属品”，实践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实践教 

学的质量监控缺乏管理，因而也就会出现实践教学 

质量监控与评价不到位的情况。其次，实践教学环 

节具有多样性，其内容也具有复杂性，实践教学在 

时间、场地和内容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实践教学在 

信息收集、管理和反馈等方面的困难也决定了对其 

进行质量监控的难度，这也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不 

能得以很好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评教组织职责不明，监控效力有待加强 

成立三级评教组织 即校级督导以及行政领 

导、系级督导以及同行专家、学生评教是各校在教 

学质量监控方面的普遍做法，但 目前三级评教组 

织存在着职责不清、任务不明等问题，影响着评教 

工作的正常开展。 

校级督导处于全校教学质量监控的最高层 

次，理应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中的决策层、指挥 

层，其主要职责应该是对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办学 

定位、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以及学院(系)的督导 

工作给予宏观指导，并根据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 

对学校的教学常规和教学管理工作进行总体督促 

检查，同时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及时、如实地反映 

重要情况和突出问题，为学院的教学改革和重大 

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但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学 

校层面的督导主要工作却是深入课堂听课。由于 

全校教师人数众多，督导人数又有限，再加上受专 

业、听课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很难对被听课者有个 

公正客观的评价。 

学院(系)层面的督导组织大都是由相同或 

相近专业的专家组成，他们是教学质量监控的主 

体和主要组织实施者，其职责应该是加强专业研 

究，参与人才方案制订，深入课堂听课，从专业层 

面给被听者以指导。这些工作都是以教研室为单 

位进行组织实施的，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教研室 

活动开展不充分，所以学院(系)层面督导并没有 

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与此同时，学生评价指标也存在着不合理的 

现象。学生评教的内容一般从仪表庄重，认真备 

课，内容充实，采用启发式教学，课堂组织，对学生 

思维方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训练，前沿 

学科介绍，语言表达、普通话、板书等方面对教师 

进行评价。这些内容有的是学生容易评价的，如 

语言表达、普通话教学、板书等，有的却是学生难 

以做出判断的，如内容充实，采用启发式教学，课 

堂组织，对学生思维方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对学科前沿介绍等。这样的评价难以概括 

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使评价的结果容易出现偏差。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质量监控策略分析 

加强应用型人才特点研究，构建和完善应用 

型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不断优化和提高 

教学效果，已成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管理 

面临的新课题。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方面开展 

工作。 

(一)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明确教学质量要求 

人才培养方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龙头，是教 

学质量的基石。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的正确与否， 

关系到整个质量工程建设，人才培养方案是由人 

才培养 目标决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 

目标是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地方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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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的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要实现这 
一 目标，就要从以下诸方面对过去的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改革：强化专业基础和综合素质；注重课程 

的综合化和学科的渗透性、交叉性；加强实践和训 

练环节，注重能力培养。优化精简课程，优化通 

识教育与学科基础课程平台，构建专业主干课程 

平台，通过课程平台建设灵活设置专业选修课。 

夯实实践教学环节，增设学生自主学习学分、增加 

选修课学分比例、部分课程实行分层次教学，为学 

生提供更大的学习选择权和自主学习空间。同时 

压缩理论授课学时，要以课程基本要求为依据，在 

保证课程体系优化的前提下，具体规定学生必须 

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等实质性内容，将学生的能力 

培养和素质提高作为重点来抓。 

(二)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架构课堂教学质量 

监控新体 系 

应用型人才的特点决定在教学过程中要着重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学中应加强 

教学改革，以适应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要。一是 

增加“导论课”监控。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培养将 

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包括管理能力和服务能 

力)的人才，因此，专业的认同感十分重要。高考 

时学生选择专业，基本上是听从父母和老师的意 

见，所选的专业将来是干什么的?自己喜不喜欢? 

大多数学生并不清楚，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因此， 

在新生进校开设专业导论课时，增强学生专业认 

同感就显得非常重要。专业导论课质量高低将直 

接影响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发展，因此，必须开展专 

业导论课的监控。二是开展认知实习监控。为了 

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可以改革现有的学期制，将 

“8学期”改革为“9学期”，在大学二年级和三年 

级间，增加一个认知实践学期，学生通过 3__4个 

月的认知实习，解决了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也促使学生认识到 自己知识和能力的不足，端正 

他们的学习态度，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但认知 

实习的组织、管理和教学难度较大，在做好此项工 

作之前就要从组织管理、实习的计划、内容等方面 

进行监控。三是调整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指标体 

系。创新应用型本科教学监控体系的基础是教学 

改革，在开展常规性的监控外，还要增加和加大 

“生成性”监控内容及权重，鼓励教师开展模块化 

教学 、基于问题研究教学、CD10工程教育模式等 

研究，支持教师开展教学内容、方法改革研究。不 

仅要强调对知识的传授，更要强调对知识技能的 

应用。教师在教学 目标的设计中，不仅要重视知 

识技能目标，还要重视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 

值观目标。四是加强对学生 自主学习环节的监 

控。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的学习质量直 

接反映了教育质量的高低，教学监控既要监控教 

师的“教”，也要监控学生的“学”。和国外同类型 

高校相比，我国应用型高校理论课时学时数和国 

外的差不多，都是2 500课时左右，但我们缺少重 

要的一块，即2 5o0左右的课外自主学习时问，而 

这一点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极其重要。所以，对 

学生学习质量的监控不仅要包括学风情况(听 

课、作业、自习、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借阅图书、参 

听学术讲座等)，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团队合作精神、创新精神等)，素质(思想道 

德、业务、文化、身心素质)等，还包括对学生自主 

学习进行监控 。 

(三)改革考核方式，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 

监控 

课程考核是检验学生学业完成的重要手段， 

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是以终结性考核为主，这只 

能让学生死记知识，成为考试的机器。要彻底改 

变“会考试”而“不会做事”的“高分低能”和“有 

分无能”的现象，就要以转变观念为先导，树立以 

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和素质考核为中心的理念，突 

出能力本位，积极探索建立新型的课程考试考核 

评价体系，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促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强化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将以往以测试记忆为主的 

知识型考核转变为以实践为主的能力和素质考 

核，积极采取过程考核和末端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既重视终结性评价，也重视过程性评价和在过程 

中的评价，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表现评 

价，鼓励学生的新想法和创意，关注学生参与教和 

学的过程。除闭卷笔试外，提交一篇研究论文、一 

份调查报告、一本研究笔记、一份活动设计方案都 

可以作为学生的考试要求。 

(四)树立全面教学质量观，建立实践教学评 

价标准 

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在高校中占据一定的位 

置，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必须树立“全面”的质量 

观 。不仅包括理论教学环节的监控，也应该包 

括实践环节的监控，尤其是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而 

言，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更为重要，而实践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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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的着力点是实践教学改革。实验教学改革应 

精简传统的演示性和验证性实验，增加设计性和 

综合性实验。应围绕学科专业特点和学生认知规 

律，构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实验教学体系， 

规定必做、选做或开放性实验，加强实验教学学 

分制的建设。学生实习应根据专业技能规范要求 

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使学生的各项技能达到专 

业培养计划规定。毕业论文(设计)选题上要强 

调和具体生产实践相结合，强调一人一题，真题真 

做。创新活动既是为学生的实践技能特别是科研 

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意识的养成创造条件，也是培 

养和考查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一大实践教学环 

节，学生创新活动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反映一个学 

校实验、实习和实训等实践教学活动的水平乃至 

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因此，要格外关注学生创 

新活动的开展，鼓励学生投身第二课堂，支持学生 

参加科技创新、电子设计、数学建模等大赛。几大 

实践教学环节应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促进 

学生基本操作、基本技能及专业技能的提高，最 

终实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目的 J。 

合理的实践教学管理与评价制度对规范教师 

和学生在实践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保证实践教学 

有序地进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实践教学监控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实践教 

学管理体系，一是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实践教学管理监控包括实践教学管理与评价制度 

体系、管理制度监控评价制度和文件、加强实践教 

学的实施意见、实验室建制管理办法、重点实验室 

管理办法、实验教学管理规定、实验室开放管理办 

法等。实践教学评价指标由“一轴 四翼”既相互 

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五个模块组成。“一轴”是指 

实践教学计划评价指标，“四翼”则由实践教学大 

纲评价指标、实习实训评价指标、实验评价指标、 

毕业论文(设计)评价指标组成 J。应用型本科 

院校实践教学体系监控就是要加强这两方面的建 

设和管理。 

(五)健全质量管理体制，明确监控实施主体 

为了保证体系构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管理 

体制上要实行校、院(系)二级管理体制和质量责 

任制，逐级负责。在整个体制中，校级监控主要由 

教务处、校督导室行使职能，可以专门成立教学质 

量管理科，负责全校的教学质量管理与监控工作， 

全面了解学校各教学环节的实施情况和运行状 

态，及时反馈教学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为学校改进 

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院(系)主要承担组 

织、实施教学过程的职能，主要了解本院(系)各 

教学环节的实施情况和运行状态，检查本院(系) 

教师教案的准确性、科学性、思想性和逻辑性以及 

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 

学生参与评教是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主体地位 

的体现 j。学生评教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组 

织为依托，健全校、院(系)、班级(或专业)三级学 

生评教组织。校级学生评教中心依托校学生会学 

习部，院(系)学生评教分中心依托院(系)学生会 

组织，班级(或专业)学生评教小组依托班级(或专 

业)学生教学信息员。对每一级评教组织也要明确 

各自职责，制定具体的评教任务和指标体系，使学 

生评教工作真正能做到有的放矢，保质保量_8 J。 

高等学校实施教学质量监控，其终极目的是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并最终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 

规模、质量的协调发展，树立发展的、多样化的、适 

宜性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 

地发展，塑造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的人 

才，这在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今天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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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0mie and Rec0nstructi0n：Pr0blems in Teaching QuaIity 

Supervjsi0n and Their C0untem easures in C0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Techn0l0gy 

， 凡g—m ， GMo n凡g 

(He i College，Heifei 230022，China) 

Abstract： Because 0f their sh0rt hist0ry and 1ack of management experience
，
the newly estab1ished c0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app1ied techn0logy are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in constⅢcting systems t0 supel、，ise and 

contr0l their teaching quality． F0r example
，
the system of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0n simply copies that of re— 

search一0riented uniVersities； mor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supervision 0f the0retical teaching wh订e less 0r no 

emphasis 0n that of practical teaching；theI℃is n0 c】ear d胡 nition of the duties and I℃sp0nsibiljties of the eva1
．  

uat on 0rganizati0ns，and their supervision carries a little weight in reality
． This paper suggests ve strategies 

f0r the res0lution 0f the alf0rementioned pmblems：clarifying the requirements f0r teaehing quality and impr0． 

Vmg the taIent。pr0ducing pr0gram；stren hening teaching ref0m1s and c0nstmcting a new system t0 supervise 

and control in。class teaching quality；emphasizing process supenrision and ref0I1l1ing methods 0f teaching and 

leaming eValuation；deVel0ping an 0Veral1 View 0f teaching and leaming quality and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s 

Ior eValuat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cleady defining the supen isi0n subject and impr0ving the svstem 0f 

quality management． 

1《rey w0rd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of appIied technol0gy； quality supeⅣision and contml； an0mie： recon
．  

strll tinn 

(上接第23页) 

A Discussi0n 0n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C0nstructi0n 0f 

NeⅥ，ly-Established L0cal C0lleges Based On 

the Features 0f Such Sch00ls 

LIU Yno 

(Institute 0f Educational ReView，zhejia“g NonIlal university，Jinhua 321oo4
， China) 

Abstract：New1y‘established local c0l1eges are the main part of China’s local co1leges
． As these schoo1s have 

been lonned by c0mbining and upgrading f0rmer two or thI℃e—year c0lleges
，
theI．e is no time and experience f0r 

them t0 c0nstruct disciplines and，as a result
，
1ack 0f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0f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c0n

。  

stmct on ls a c0mm0n phenomen0n in such c0lleges． Theref0re
， importance of discip1ine c0nstructi0n should 

be±uJJy understood；much weight attached￡0 the mutual compkment 0f diseipline and speciaIty c0nstmction
： 

the content and task of the constnlcti0n clari ed；and human
， nancial and material Ilesources concentrated on 

both discipline and specia1ty constI1letion
． 

Key wOrds：newly—established college；discipline c0nstl1Jcti0n；specialtv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