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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系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探究
—以武汉大学院系建设为例
——
陈学敏

摘 要：院系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既是高校和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
也是高校和国家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大学秉承“借外力助推，靠内力强化”
的质量保障理念，以学习心态、开放眼光、务实作风，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学校和院系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为建设
“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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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 自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关注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热潮。其
时， 中国高等教育仍处在精英化阶段，198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 2.22%， 之后逐年
小 幅 增 长 ，1998 年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已 达
9.76%。
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
高等教育的需求，从 1999 年开始，国家实行大
规模扩招政策，2002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
破 15%，之后高校招生人数逐年上升，高等教
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据教育部发布的首份《中
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2015 年，我国在
校大学生规模达到 3700 万人，位居世界第一，
毛入学率 40%，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预计到
2019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 50%以上，
我国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①
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对高等教育
质量的关注与日俱增。 人民群众不再满足于
上大学，而是上好大学，在大学接受好教育。
2004 年成立的“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
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开启了我国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篇章。随后，党中
央和国务院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

整，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高等教育实现从“以
规模扩张为主”向“以质量提高为主”的发展
模式转变。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开展的各
种类型教学评估以及有关行业专业协会开展
的专业认证，不仅有力保障了我国高等教育质
量的稳步提升，也大大推动了高等学校内部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 武汉大学坚持“借外力助推，
靠内力强化”的质量保障理念，以学习心态、开
放眼光、务实作风，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学校
和院系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为建设“双一流大
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借外力助推，变压力为动力
随着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
学科高度分化与综合的发展趋势，对大学实行
院系两级管理体制呼之欲出。 据统计，1998 年
普通高校校均规模 3335 人， 其中， 本科学校
4418 人，高职（专科）学校 1701 人。 2002 年普
通高校校均规模 5870 人， 本科学校首次突破
1 万人规模，达 10454 人。 2015 普通高校校均
规模再次突破 1 万人，达 10197 人，其中，本科
学校 14444 人。 ②对于学科综合、规模较大的高
等学校来说，实行学校集权式统一管理，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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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决策科学性方面，还是从执行力度上都显
得力不从心。
学院（系）通常是以学科、学科群建设为
基础或依托学科而设立的组织机构， 有专门
教职员工和所属学生， 是学校管理工作的实
施主体，它的运行直接发挥着大学在教学、科
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学术性功能。院系教学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既是高校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 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基
础， 也是高校和国家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来自学校外部的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 行业专业协会乃至国际性专业组织开
展的各种形式评估和认证， 对于加强院系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 指导
和促进作用。
1.学校积极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教学评估
2003 年 11 月，随着《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对全国 592 所普通高等学校进行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评估的通知》的发布，我国首次大规模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的院校评估——
水平评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 截止 2008
年，全国 589 所高校参加了评估。 2009-2013
年， 教育部组织完成了对 121 所新建本科院
校的合格评估。 自 2014 年起，教育部开始新
—审核评估， 审核
一轮本科教学工作评估——
评估的对象为参加“水平评估”获得“合格”及
以上结论的高校。 参加“合格评估”获得“通
过”结论的新建本科院校，5 年后也必须参加
审核评估。
由于切实认识到教学评估对学校本科教
学的促进作用， 武汉大学总是以饱满的热情、
积极的态度迎接每一次评估。 2006 年 10 月，
学校以“优秀”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 2016 年 5 月，学校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
审核评估。 虽然重点是教学评估，但考察内容
涉及学校方方面面工作。按照评估指标体系和
审核要素要点要求，遵循“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工作方
针，作为基层教学单位，院系为迎接评估所做
的教学建设与改革、教学改革和创新方面的努
力都是空前的，两次评估准备都在一年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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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评估专家组对教学全过程的检视以及对
教学单位全覆盖的审查，对各院系而言都是一
个严峻的考验。 实践证明，学校参加的两轮评
估对于学校、院系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及完
善功不可没。
2.鼓励院系参加国内专业认证与评估
教育 部 开 展 的 教 学 工 作 水 平 评 估 结束
后，专业认证与评估成为加强专业建设、保证
专业质量的一个重要契机。 2006 年以来，教
育部及有关部委、 专业协会先后在电气工程
及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等 14 个专业领
域，累计认证 231 个专业点（截止 2013 年），
其中有 214 个专业通过了有效期为 3 年或 6
年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1992-2013 年，土建
类共认证 212 个 专 业 点 ， 两 项 合 计 认 证 了
443 个专业点。 [2]此外，教育部于 2008 年成立
了“教育部医学教育认证专家委员会”和“教
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开展和
推动全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 截至 2015
年年底，已有 45 所院校进行了临床医学专业
认证。 ③
武汉大学相继在土木工程、 给水排水工
程、城市规划、建筑学、测绘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水文与水资源、农田水利工程、环境工程、
临床医学 10 个专业通过认证或评估。其中，土
木工程将于 2017 年迎接第三轮专业认证，此
前曾于 2004 年和 2009 年通过认证，有效期分
别为 5 年和 8 年。
从 2015 年开始， 教育部评估中心相继在
人文社科、理学、农学专业开展认证试点工作，
学校物理学、化学专业被选入，12 月 27 日-29
日将接受专家组现场考查。学校对参加专业认
证的院系，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对通过专业认
证的院系，给予一定奖励经费。 在该政策引导
下，院系开展专业认证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目
前，电子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等正在积极筹备
工程教育认证工作。
3.支持院系参加国际专业认证与评估
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武汉大学目标是培
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门人才。 近年来，学校
采取多种措施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院系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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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特
点，学校鼓励院系放眼世界，不仅力争在国内
相关学科领域占据高地，而且要在国际舞台上
大胆比拼，努力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
参加国际认证是武汉大学学科专业建设
和学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举措。经济管理学院
是学校第一个通过国际认证的学院，现已获得
AMBA 五年期再认证（2013 年）及 EQUIS 三年
期认证（2015 年），标志着学校经济管理学科
办学实力得到国际同行认可。 其中，AMBA（即
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Association of MBAs
的简称） 是专门针对商学院 MBA 项目的国际
认 证 体 系 。 EQUIS 的 英 文 全 称 是 European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欧洲质量改进体
系 ）， 由 欧 洲 管 理 发 展 基 金（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发起
并运营。 目前学院正在积极筹划准备 AACSB
认 证 工 作 。 AACSB International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国 际 高 等 商 学 院 协
会），由美国发起，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商学院和
会计项目非政府认证机构 。
参加国际教育认证已经成为学校院系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推手，必将促使院
系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学校经济管
理学院通过商学院三大国际认证项目
AASCB、EQUIS、AMBA 的认证和准备，大大提
升了学院国际化水平，推动了经济与管理学科
的长足发展，为学院尽快跻身国际高等商科教
育的舞台创造了良好条件。 此外，学校印刷与
包装系今年已启动国际工程认证。
二、靠内力强化，变动力为活力
教育部开展高校教学评估和专业认证的
根本目的，在于落实高校办学主体责任，强化
质量保障意识， 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高
等教育质量。 从 2006 年参加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以来，武汉大学参加了 20 余次各层次
各类型外部评估， 切实强化了学校和院系质
量管理意识， 激发了校院两级质量保障工作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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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质量保障建设
每一次评估都是对教学工作的总结和反
思。 通过评估，学校和院系可以及时发现教学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对下一阶段教学工作
的改革和创新予以思考并做出规划。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结束后，2007 年学校成立了“质量与
评估管理办公室”，作为教务部的内设机构，并
配备专人负责教学质量管理工作。为了统筹人
才培养各环节，促进教育教学融合，强化质量
管理意识，2014 年学校成立了本科生院，下设
质量管理处，目的在于进一步推进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
武汉大学从 2005 年开始实行“统一领导、
二级管理、集中核算”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通
过划分校院两级财权，明晰校院两级事权和责
权，推动管理重心下移，调动学院办学积极性，
增强学院的办学自主权和办学活力。这一举措
强化了院系办学主体地位，明确了院系教学质
量管理的直接责任。 因此，教学质量管理工作
重心也随之下移， 学校通过开展院系评估、专
业评估、教学业绩奖励等多种方式，促使院系
建立和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2.坚持院系教学评估
校院两级财务管理体制改革，意味着学校
层面人事权、经费管理权、资源掌控权的弱化
和缩减，也预示着院系享有更大程度的人、财、
物权等。 院系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对学校质量
管理与保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从 2007 年起，
学校就适时开展了院系教学工作状态评估，至
今已经持续 10 年。 评估指标体系参照水平评
估指标，结合学校历年教学工作重点，予以动
态调整。今年上半年，学校刚刚结束审核评估，
对今年的院系评估指标又作出了新修订。无论
评估指标如何变动，院系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始终是评估的重要内容。
院系评估主要依托校内专家组完成，评估
结果作为院系教学业绩奖励的重要依据，分
一、二、三等奖，同时评出年度进步奖和特色
奖，颁发奖金。 评估结果同时作为分配院系招
生指标、推荐免试研究生指标以及其他教学资
源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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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专业评估
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及管理一般按专
业划分和组织，从招生计划、课堂教学、学籍
管理、学生活动、毕业就业等各个环节，均依
专业进行。 为了保证专业人才培养活动的顺
利进行，在支撑专业学生成长的背后，还有专
业组织（学院、系或教研室）、专业教师、专业
实验室、专业图书资料室、专业实习场所等一
系列实体机构的存在。 从教育部进行的招生
改革、 学籍注册、 毕业管理等工作来看，“专
业”概念不断得到强化。 基于此，武汉大学非
常重视专业评估工作， 力图通过专业评估加
强专业建设。
2015 年 9 月，学校组织了全校本科专业
评估工作， 除了已参加并通过教育部组织的
专业认证的专业， 对其他分布在 34 个学院
（系）的 105 个本科专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
地考察。 专家组由校内外学科及管理专家共
同组成，共分 8 个小组，评估结果分 A、B、C
三个等级。 学校将对被评为“C”等的专业进
行二次评估，并在招生计划、专业建设等方面
做出相应调整。此外，学校还专门组织新专业
评估， 对没有本科毕业生的所有本科专业进
行了一轮深度检查和评估， 促使院系加强新
专业建设工作。
通过评估，促进了本科专业发展规划和专
业教学质量标准制定工作，进一步规范了专业
教学管理，促进了专业教学改革，并为学校开
展专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4.开展教学业绩奖励
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取决于每个专业、
每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归根结底取决于每个教
师的教学质量。 因此，学校和院系教学管理工
作重点应是， 充分调动每名教师的教学积极
性，引导教师将精力和功夫花在每一个教学环
节上。为此，校从今年开始设置
“
年度教学业绩
奖”，按照公共基础课程、通识课程、专业理论
课程、实验实践类课程等 4 类进行评选。 所有
参与到本科教学理论和实践环节的教师均可
以申报。各院系成立评审小组，制定推荐规则，
根据评选条件对申报教师分类进行评审，向学
12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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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推荐候选人并排序。公共基础课程和通识课
程教学业绩奖候选人的评选还增加网上投票
环节。 学校初步计划评选 200 人，每人发放业
绩津贴 3 万元。从评选教学业绩奖的人数以及
奖励额度来看，学校对教学的重视和支持都是
前所未有的。
申报教学业绩奖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教
学工作量饱满；二是教学质量良好。 这要求各
院系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标准，对教师教学质量
作出评价。为了引导院系做好教师教学质量评
价工作，2016 年 9 月，学校颁布《武汉大学关
于教师教学工作考核评价与绩效激励的实施
意见》，特别提出“
要将高质量的教学工作作为
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的必备条件，同时大力提
高教学工作绩效激励力度，彻底改变大学‘重
科研，轻教学’倾向”，“教学质量重点考核教师
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兼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等”。 目前，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各院系
正在积极探索之中。
武汉大学实行校院两级财务管理体制改
革以来，院系办学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增强，基
层教学组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卓有成效，不少
院系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势头。 比如，法学
院为了促进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工作紧密结
合，将“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与“学生工作办
公室”合并为“本科生工作办公室”；计算机学
院为了加强教学督导工作，弘扬“传、帮、带”精
神，特别成立“教学督导办公室”；经济与管理
学院为了加大国际认证步伐，专门设立“国际
认证办公室”。在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方面，水利
水电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测绘学院等正
在进行积极探索。
三、对院系教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思考
院系通常依托相关学科或学科群而建立，
是高等学校内部相对独立且发挥大学职能的
实体性机构，拥有一定自主管理权。 不同学科
或专业之间的差异和隔阂，使得学校职能部门
的统一管理变得复杂。 院系师生规模的扩大、
空间资源的拓展以及办学事务的增多，决定了
院系在大学组织机构中具有主体性和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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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因此，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根
基也在院系。
1.学校重视教学质量保障工作
要加强院系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首先
在学校层面应高度重视教学质量管理工作。要
确立全面教学质量管理理念，强化本科教学质
量责任意识，突出全体师生在教学质量保障中
的主体地位，形成良好的教学质量文化。 尤其
是，从学校领导到职能部门，要将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作为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重点和
核心， 努力构建“标准-执行-监控-评估-反
馈-提高”持续改进机制，不断完善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 只有学校重视教学质量保障工作，作
为基层办学单位，院系才不得不重视和加强教
学质量管理。
2.推动教学质量管理重心下移
高等学校不同学科间的差异性和院系工
作的扩张性及复杂性， 促使大学不断向院系
放权，扩大其办学自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教
学质量管理重心也随之下移，对课堂、课程、
实习、考试等各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院系应
承担更主要、更直接的管理责任。校级教学质
量管理部门， 负责对各院系各专业办学情况
进行宏观监督、检查和指导，并制定统一质量
管理制度。 院系则应对学校质量管理制度进
行认真落实，或细化、或补充及调整，使之更
加符合院系教学实际情况。同时，学院还应将
教学质量管理各项要求，逐一落实到每个系、
教研室、课程组、每个教师、每个学生和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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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之中。
3.加强院系质量保障研讨交流
随着大学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
院系教学质量保障工作重要性不断增强。由于
学科差异、专业特色、办学历史、发展现状等方
面的不同，院系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
各有千秋，也各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因此，
学校、国家或其他有关专业评估机构，应建立
国际、校际及院系交流共享平台，专题研讨教
学质量保障问题，使不同国家、不同大学、不同
院系的教学质量管理工作者能够相互启发，互
相借鉴，以学习的心态、开放的眼光，通过比
较的方式， 发现自身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工作中的亮点与特色，同时，找出自己的差
距和不足，更好地促进质量保障工作的进一步
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教育统计年鉴》和相关教育发展公报；
②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③数据来源于教育部临床医学认证专业委员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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