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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必不可少。 自我评估是高校根据自己
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围绕教学条件、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等进行的自我检查，包括院（系）评估、学
科专业评估、课程评估等。 本文结合武汉大学在自我评估中的经验，探讨在“
双一流”建设中如何发
挥自我评估的作用，从而有效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高校“
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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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Self-assessment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Dong Jiaqing，Chen Xuemin，Li Ning
（Department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 first-class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s essent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class disciplines”. Self-assessment is a self-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goal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s centered on the effect and process of teaching. It includes the institute （department） assessment， the discipline profession assessment， the curricula
assessment and so on.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self-assess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self-assess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and
thus effectively guarantees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Double First-Class”.
Keywords: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Self-assessment;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

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与运行情况，特别是自我评估开

意见》（教高［2011］9 号）将高校自我评估列为国家“五

展情况也是考核重点之一。 ［1 ］因此，本文结合武汉大

位一体”评估制度的第一项，并明确指出：“高等学校

学多年来一直坚持开展校内自我评估的实践， 探讨

应建立本科教学自我评估制度，根据学校确定的人才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如何开展自我评估，以提高

培养目标，围绕教学条件、教学过程、教学效果进行评
估，包括院（系）评估、学科专业评估、课程评估等多项
内容。 ”同时，在教育部新一轮审核评估中，高校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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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一流”背景下高校
内部自我评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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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环节的有效数据，教学管理部门可以随时调用这
些数据加以利用，以提高教学管理效率；也可以对大
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同国内外一流高校相关指标

高校在建设“双一流”的过程中，对自身人才培养

进行对比，以找出学校自身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长

状况应做到“心中有数”，积极主动地发现自身人才培

处和不足，从而为学校下一步制定人才培养规划提供

养工作存在的问题，以便尽早改进，而不是等着上级

决策参考，也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教育行政部门来检查、评估后才发现问题。 因此，高校

4. 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应主动建立长期稳定的自我评估制度，包括院（系）教

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高校是否成为一流大学的

学状态评估、学科专业评估、课程评估等等，同时，规

重要指标。 自我评估本身应该是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

范自我评估程序，形成长效机制，以便随时掌握自身

系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各项评估指标设计、评估结

人才培养状况，有针对性地改进各个环节的教学管理

果应用，无不体现“质量”这个核心。 通过评估及时发

工作，努力提高自身人才培养质量。

现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借助评估专家的诊

1. 规范学校和学院（系）教学管理

断，针对不足进行整改，对未来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

高校人才培养各个环节的管理虽然都有规章制

规划，使人才培养工作步入良性循环，从而奠定培养

度进行规范，但是各种规章制度执行效果如何，是否

高质量人才的基础。 ［3 ］再则，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落到了实处，都需要自我评估来检验。 自我评估不仅

的自我评估可以使全校教学运行和管理处于全面有

可以发现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还可以检验学

效的掌握之中，从而有效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校和各学院（系）教学管理水平。 首先学校要组织自我
评估，教学管理人员就必须查阅大量资料，组织专家

二、武汉大学开展校内自我评估的实践

研究讨论评估指标体系、组织程序、评估结果反馈应

武汉大学从 2006 年参加完教育部第一轮水平评

用等，促使管理人员深入学习高等教育原理和管理方

估后，每年坚持开展院（系）本科教学状态评估，后又陆

法，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提升组织协调能力。

续开展专业评估与专业认证， 建立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同时，自我评估工作的开展本身也是高校不断提高管

库，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建立各专业教学质量标准

［2 ］

其次，学院（系）要准备评估工

等，加上以前一直开展的每学期三次教学检查、干部教

作，就必须收集整理人才培养各个环节的资料，形成

师听课、学生评教、学生信息员制度等，这一系列自我

规范档案材料，供评估专家查阅，专家评估过程中发

评估措施保证了本科教学运行状态时刻在学校有效掌

现管理上的不足，学院（系）再进行改进，由此可见，评

握之中，从而促进了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为学

估工作本身就是对学院（系）教学管理工作不断规范

校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理水平的一个过程。

和完善的过程。
2. 促使学院（系）加强内涵建设

1.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与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和质量报告发布制

国家从上一轮水平评估提出“以评促建，以评促

度是当前国家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 武

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一直沿用

汉大学从 2010 年开始按照教育部要求每年向社会发

至今，对于高校自我评估也同样适用，学院（系）可以

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为实现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的数

借助评估改善自身师资队伍、 教学设施等办学条件，

字化、 自动化管理，2015 年学校借助准备参加教育部

反思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举措等，加强专业、课

审核评估之机， 建立起了校内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

程等内涵建设。 评估过程中通过和评估专家的沟通交

应用该数据平台实时采集全校各学院（系）教学基本

流，发现各专业人才培养的不足，从而加以改进。 另

状态数据，并形成各学院（系）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

外，评估结果一定伴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这种压力

告。 同时将数据进一步整理分析，形成学校本科教学

也会是学院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内涵建设的动力。

质量报告和校内教学质量白皮书， 一方面向社会发

3. 提供人才培养规划决策依据

布，展示学校风貌和办学特色、宣传办学理念和办学

学校统一组织的全方位自我评估，可以借助学校

成果，并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为学校管理决策提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 连续不断收集学校人才培养

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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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评估结果也会计入学院（系）年度教学业绩考核。

2. 院（系）本科教学状态评估
院（系）本科教学状态评估是高校自我评估最典
型的一种方式，武汉大学从 2007 年开始，已连续开展
近十年。 每年上半年学校根据当年学校重点工作和上

三、“双一流”背景下完善
高校内部自我评估的思考

年度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讨论优化评估流程和指

1. 健全组织体系，逐步实现“管办评分离”

标体系，安排学院（系）开展自评，年底聘请校教学督

多年来，从国家到高校内部，教学评估工作都是

导专家分组到学院（系）现场考察，每个学院（系）一

由教学管理部门自己组织，教学管理部门既是“运动

天。 采取听学院（系）汇报、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教

员”又充当“裁判员”，难以客观公正地对高校人才培

师和学生深度访谈、 现场反馈评估意见等方式进行。

养工作进行评价。 教育部新的评估制度体系要求“建

专家结合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对各学院（系）当年教学

立与‘管办评分离’相适应的评估工作组织体系，充分

情况给予综合评定，并形成各学院（系）反馈意见和学

发挥第三方评估作用，由具备条件的教育评估机构实

校总体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一方面向全体校领导专题

施相关评估工作”。 当前，国家提出“管办评分离”就是

汇报，另一方面作为学院（系）当年教学业绩和下一年

想引导建立专门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因此，要建

度招生计划调整等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 近十年的连

设“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真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

续教学状态评估对学校教学质量提高和教学管理规

校就应逐步将教学管理和自我评估机构分开，建立专

范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该项工作也获得 2013

门的质量监控部门，配备专职质量管理人员，对高校

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内部质量管理、自我评估工作进行统筹规划，通过自
我评估来促进自身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3. 专业评估与专业认证
［4 ］

专业是高校教学组织的基本单位，

专业评估与

2. 重视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

认证既是国家“五位一体”评估制度之一，也是学校开

“互联网+”和大数据背景下，教学管理的信息化

展自我评估的一种有效方式。 武汉大学 1999 年开始

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的实时收集整

参加国家相关部委组织的专业认证，目前已有十多个

理又是重中之重。 校内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是高校进

工科专业参加并通过认证，另外，学校临床医学专业

行自身教学质量信息统计、分析利用、教学信息公开、

和经济管理类专业还参加国际相关组织进行的评估；

教学质量报告发布、校内自我评估等工作的基础。 借

化学、物理学专业作为首批理学试点专业参加了 2016

助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既可以对各学院（系）、各专业

年教育部组织的理学专业认证。 2015 年学校对全校

教学资源条件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发现问题并及时采

105 个未参加过校外专业评估或认证的本科专业进行

取对策；又可以对教学过程各个环节实施监测，及时

了一次全面评估，聘请 8 名校外专家做组长，分八组

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确保教学质量处在学校有效监

从专业定位与规划、师资队伍、办学条件、教学过程及

测之中，因此，教育部审核评估将校内教学基本状态

管理、学生培养质量、专业地位及特色六个方面进行了

数据库建设情况作为考察要点之一。

为期一周半的现场考察。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全校专业进

3. 加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自我评估的开展

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合并、停止招生或撤销，部分

目前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更注重教学过程管

专业给予两年整改期，整改结束再次接受评估。

理监督，而相对忽略了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实践教学

4. 干部教师听课与教学检查

质量的评价监测。 因为过程监督教学管理人员即可完

学校专门制定《干部教师听课管理规定》，从校领

成，相对容易，而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往往需要相关专

导到教师， 从教学督导到管理干部都详细规定了听课

业专家进行或者需要教师配合， 相对来说难度较大，

次数和听课要求。 每次听课结束，要求听课人员当面和

目前高校的评教开展得不够深入，大多用学生评教替

任课老师交流反馈，并填写听课记录表，每学期结束，

代。 但是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教

学校收集听课记录，整理分析，并将听课情况反馈给相

学效果，从而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因此，也是校内

关学院和老师。 另外，学校每学期开学初、期中、期末组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最重要一环。 在智能手机几乎全覆

织三次教学检查， 校教学督导每学期也会组织专题教

盖的高校课堂，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与学生的互动、学生

学检查， 对某一门公共课或学校青年教师等进行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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