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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mbing and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draw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model based on various management theories,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model based on quality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model 

with in-school evaluation and network timely monitoring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model.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in milit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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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通过对国内外质量保障体系研究文献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梳理，得出国外大陆模式、

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国内内外结合的全方位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基于各种管理理论的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 基于质量内涵建设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以校内评估为主的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和网络及时监控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的主要特点，以期为新工科

背景下的军队院校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提供参考借鉴。 

1．引言 

为推动工程教育改革创新，2017 年 2 月 18 日，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高等工程教育

发展战略研讨会，与会高校对新时期工程人才培养进行了热烈讨论，共同探讨了新工科的内

涵特征、新工科建设与发展的路径选择；同年 2 月底，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

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希望各地高校开展“新工科”的研究实践活动，从而

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推进“新工科”的建设与发展；3 月初，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科教育

处处长吴爱华等发表题为《加快发展和建设新工科主动适应和引领新经济》的研究文章，深

刻论述了发展“新工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加速了“新工科”成为人们热论的“新

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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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防军事教育领域，以新技术、新装备、新体系、新战法为特征的新战争形态，国防

和军队调整改革的新变革背景，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和“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院校”

的新时代诉求，不断呼唤强军新工科、呼唤高质量人才培养水平。通过新工科背景下质量保

障体系的构建，牵引军队院校逐步走上内涵式发展道路，有效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与改进，提高军事人才培养的质量效益，也成为新时代军事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导向。

因此，新工科背景下军队院校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既是军队院校主体根据面向战场、面向部

队、面向未来的需求出发所做的主动选择，亦是高等教育内部动力符合教育教学发展基本规

律的自然延伸发展，对其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参考价值。  

2. 研究现状 

文献查阅是一切研究工作的起点，课题组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文献进行

检索，以“质量保障体系”为搜索词，搜索出相关文献 5683 条，在其中以“军队”为限定词，

并将研究范围锁定在军队院校教育领域，共得到文献 163 篇，说明对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

军队院校远少于地方高校。同样，以“新工科”为检索词，共搜索出相关文献 119 篇，且发

表时间几乎全部集中在 2017 年之后，充分说明该研究领域为这两年逐渐兴起的新热点，在其

中以“质量保障体系”为限定词，共检索出文献 3 篇，且无涉及军队领域。这说明“新工科

背景下的军队院校质量保障体系”为一全新研究领域。为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我们从“新

工科”“质量保障体系”现有研究基础入手，梳理如下。 

2.1 国外高校质量保障体系 

2.1.1 大陆模式（Continental model） 

大陆模式是指在西欧大陆（荷兰、法国、芬兰、瑞典、德国）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等教育

质量保证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其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与质量评价都是外生型，外部评审工

作组扮演质量保证的主要角色。荷兰的模式最具代表性，开展质量保证较早的国家，其质量

保证的理论和实践都走在世界前列。如图 1.1 所示： 

 
 

2.1.2 英国模式 

英国模式又称学术团体自我管理模式，其核心是由大学自己负责质量保障，由学术专家

进行评判，政府的干预不多。其中 BS5750 模式或称 ISO9000 模式（ISO9000 是国际标准组

织以 BS5750 为基础，参考加拿大 CSA2299、美国 ASGC21.15 等制定的，其宗旨与 BS5750

基本一致）最为典型（满足用户需要）。英国学者艾里斯把 BS5750 的第四部分：质量保障体

系的 20 个要素（也是 ISO9000 的核心）移植到大学的教学领域。 学者路易斯和史密斯从同

一角度分析了这一工业化模式，认为只有 12 个与大学教学直接相关，它们与教学过程的关系

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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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荷兰质量保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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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BS5750 质量标准与教学过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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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美国模式 

美国高等教育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其质量保证模式具体可分为：高等教育鉴定、大学

学术排行、博士点评价及一些学校内部的教学评价活动。所谓高等教育鉴定，就是有一些对

高等学校或专业进行评估和予以认可的一种体制，目的在于保证与改进教育质量。所谓大学

学术排行，就是某些私人团体、新闻机构或个人对大学进行评价。在美国，新闻界是从事大

学学术排行的主角，每年都要公布“大学学术排行榜”。所谓高等学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价主要

是学校按照设计好的问题表给教师或是某一门课程打分。这几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平

行而存在，共同担负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职责。 

2.2 国内高校质量保障体系 

各高校在构建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实践中，还是从各校自身的办学类型、办学定位、

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出发，建立了各种不同的体系，结合各校实际，避免了

“千校一面”。 

2.2.1 内外结合的全方位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对高校教学质量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控保障，从教学、学生学习、

教学管理等层面的全方面监控保障。该模式的代表院校有：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内部保障与

外部监控相统一的中医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2009)；中山大学：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质

量长效保障体系(2009)；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划转院校本科教学质量管理体系(2009)；华中师

范大学：全方位、综合性的常态化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深圳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全过程、

全方位、全员性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2.2.2 基于各种管理理论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某种管理理论为基础构建学校质量保障体系，以管理理论的基本

要素对教学、学生学习和教学管理过程进行划分，采取相应的制度，建立相应的组织，进行

一定的评价。该模式的代表院校有：河海大学：标准明确、过程控制、评价合理、持续改进

的本科教学质量管理体系(2009)；河南理工大学：发展与激励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2009)；四

川师范大学：地方高校服务型监控与保障体系(2009)；西安交通大学：基于3P模式的可持续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ISO9000(2009)。 

2.2.3 基于质量内涵建设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对教学质量标准进行详细划分，针对教学质量的内涵，建立相应的

质量保障体系，并和评价相结合。该模式的代表院校有：北京工业大学：地方工科院校“四

维一体”教学质量保障体系(2009)；湖南农业大学：高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2005)；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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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学：目标控制与过程控制相结合，构建“五位一体”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2005)；

东南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2005)。 

2.2.4 以校内评估为主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教育部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体系为基础，实行校内评估，将国家的

定期评估转变为校内常规评估。该模式的代表院校有：武汉大学：内部质量评估为主的校院

两级教学质量管理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扬州大学：地方高校“三全一化、四位一体”教学

质量监控与评价长效机制(2009)；中国海洋大学：“评估一督导一支持”三位一体的教学质量

保障新模式(2009)；清华大学：教学质量评估及保障体系(2001)。 

2.2.5 网络及时监控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 

该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网络为基础开展评估；评估指标的量化；评估时间的及时性。

该模式的代表院校有：北京大学：基于网络环境的教学质量实时监控系统(2005)；桂林电子

工业学院：高等学校教学全面质量管理与网上教学质量监控(2001)。 

3.新工科背景下的质量保障体系 

2016 年新工科概念提出后，教育部高教司经过反复的研讨、调研和论证，于 2017 年正

式推出“新工科”计划，并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等指导性文

件。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工科优势高校组、综合性高校组和地方高校组都积极响应和启动新

工科建设战略，新工科教育改革发展迅速，发表了多篇新工科教育改革的文章，为实施新工

科教育创造了良好开端，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新工科内涵界定的研

究。如：钟登华在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一文中，阐述了什么是新工科、为什么要建设新

工科和如何建设新工科这三个基本问题，从而揭示了新工科建设的内涵，给出如何面向国家

需求，聚焦工程教育的挑战，实施新工科建设的战略；林健提出新工科的广义概念，新工科

的边界范畴，重视理科、管理、法律等学科影响，不但要关注当前的需要，更要面向未来，

培养德才兼备的工程人才。二是对新工科建设必要性的探讨。如：赵继等从经济与科技发展

以及大学自身创新发展的需要出发，讨论了新工科和工程教育创新，以及建设和发展新工科

的必要性。提出了新工科的通宽性、前瞻性、交叉性、开放性、实践性，并阐述了工程教育

创新需要解决的问题；钟登华在《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1]一文中，从服务国家战略发

展新要求、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等方面分析了开展新工科建设的必要性。三是对新工科建设

路径的探讨。如：陆国栋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对新工科建设的需要的视角，讨论了建设和

发展新工科的主要瓶颈，进而提出了新工科建设的基本路径、思考与探索；夏建国等分析了

在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地方高校如何进行工程教育改革和创新，总结了地方高校的工程教

育改革的实践探索经验，提出了地方高校工程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并提供了参考实例。四是

对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探讨。如：李培根提出工程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新素养、空间感、关联

力、想象力、宏思维和批评性思维等方面的能力；吴爰华等从新经济发展对工程技术人才的

知识、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新要求，分析国际工程教育发展的情况，在总结前期新工科教育改

革和探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工程教育人才培育的新模式；施晓秋等从新工业对工程人

才的新需求出发，建议依托产教和科教融合，创新和创业融合，提出了地方高校建设新工科

人才培养体系和原型系统。 

涉及新工科背景下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要求等相关方面的资料仅寥寥数篇，主要有：一

是新工科建设纲领性指导文件——“北京指南”，2017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工

科研究与实践专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全面启动、系统部署新工科建设，审议通过了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提出新工科建设指导意见。其中在质量保障方面要求“加强

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制定发布理工科专业类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作为专业设置、

专业建设、教学质量评估的基本遵循。按照新工科建设要求，研制新兴工科专业质量标准，

引导高校依据标准制定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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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证制度，把专业认证作为建设一流本科的重要抓手和基础性工程，用国际实质等效的

标准引导专业教学，不断改进和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制订符合工程教育特点的师资评价

标准与教师发展机制，探索与新工科相匹配的师资队伍建设路径，强化教师工程背景，对教

师的产业经历提出明确要求并积极创造条件。”；二是林健在《面向未来的中国新工科建设》
[2]一文中提出，新工科建设的重点应该聚焦在与传统工科建设不同且需要高度重视之处，主

要包括新工科平台的构建、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新工科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新工科专业产

学研合作教育和新工科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等几方面。其中，质量评价是保证新工科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需要建立质量标准体系、落实培养标准和建立质量评价体系；三

是沙有闯在《新工科背景下移动应用开发人才培养与质量保证体系研究》[3]中从师资队伍建

设、校企深度合作，保障实践教学条件等方面入手建立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 

4.结语 

目前教育部正在全国高校组织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立项，鼓励高校审时度势、超前预

判、主动适应、积极应答，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探索实践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学科专业

的新结构、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教育教学的新质量和分类发展的新体系，以此推动高校深入

探索和实践习近平新时代教育思想。且新工科建设指南（“北京指南”）提出的 7 项新工科建

设指导意见中，第 5 项即为“更加注重质量保障”，要求“推动高校形成内生的、有效的质量

文化，强化生命线意识，将质量价值观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将质量要求内化为全校师

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后期，笔者将着力将新工科教育教学理念引入军队领域，明

确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质量要求、分析质量生成过程、构建质量保障子系统、寻找关键

质量控制点、理顺质量持续改进机制流程，逐步建立起具有强军新工科特色的质量保障体系，

丰富新工科建设的层次和领域，同时也为军地高校开展“新工科”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改革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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