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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五位一体”评估制度

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助推工程教育质量提升

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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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五位一体”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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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五位一体”评估制度的战略意义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 十八届四中全会：

主题 质量 改革 法治

教育规划纲要:   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改进高校教
学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定期发布监测评
估报告。

中央会议和文件



今后要加强和强化高等教育评
估，将政府拨款跟评估挂钩。

评估非常非常重要，特别特别重
要，评估是天大的事，是世界各国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

领导重视

1.构建“五位一体”评估制度的战略意义



2.“五位一体”评估制度架构

顶层制度安排评估架构：高教质量30条 、评估12条

医学专业认证

专业评估

至2014年底13所

至2014年底143所

1个2.0版国家数据库，4个质量监测报告

至2014年底15个专业
领域159所高校570个
专业点通过认证

高校积极探索
评估中心深度交流合作，首获海外订单



五个多样化

3.“五位一体”评估制度的特点



五个创新

3.“五位一体”评估制度的特点

新标准

新技术

新理念

新方法

新文化

周期性评估与质量常态监测相结合

以学校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位
对国家负责，为学校服务

高校自我评估、自我监测、自我保障成为自
觉行为，凝练成一种质量文化，升华为一种大
学文化

国家2.0版数据库广泛使用，14年600所，15
年1200所，7大类，69张表，560个数据项

五个度：培养目标达成度，社会需求适应度
，师资和条件支撑度，质量保障运行有效度，
学生和用户满意度



3.“五位一体”评估制度的特点



3.“五位一体”评估制度的特点



2013年10月欧盟高等教育与科学评价委员会工作

会议上：U-Multirank项目主席富格特教授对“五位一体”

评估制度，特别是对我们能够建成全国性的本科教学状态数据

库表示惊叹、羡慕和极大赞同。

2014年5月在INQAAHE大会上:该组织博比博士对

“五位一体”制度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采取“以学校为主体，

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和“分类评估，分类指导”的理念，及

“以数据库为基础开展质量常态监测和发布质量报告”的做

法在国际上都是先进的，“为高等教育大国开展质量保障提

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国际质量保障组织高度认可

4.“五位一体”评估制度的评价：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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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端会议反响热烈 中国理念
中国标准
中国方法
中国技术

4.“五位一体”评估制度的评价：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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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五个
第一次

第一次在国际高端论坛上成
功推出具有国际普适性的“
五个度”高等教育质量评价
标准体系，反响热烈

第一次邀请了三大国际组
织相关机构负责人和首席
专家与中国百余所大学校
长和专家，面对面研讨质
量保障前沿问题

第一次全面建立与经合
组织和欧盟的对话磋商
机制，在国际重大评估
排名项目合作方面取得
重要实质性进展

第一次力推中国高校—
—厦门大学成功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
质量保障8大示范项目

第一次获得俄罗斯“海
外评估订单”，实现从
“请进来”到“走出去
”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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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
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国家竞争力战略：支撑 引领 卓越

1.21世纪世界工程教育的责任与使命

2012年1月24日发表国情咨文：重振制造业
要对工业重新装备和重组，要靠美国工人素
质，要靠美国创新能力，要靠美国在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等教育领域的卓越。

2014年6月9日在第十二次两院院士大会讲话：
我国进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
时期……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是:工业大国
非:工业强国

2009年成为全球制造业
第一大国，制造业工业增
加值达1.61万亿美元，超
过美国。
2010年220种工业产品
产量居世界第一。
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
9.43万亿，工业增加值
3.49万亿，总量世界第二
。95家企业进入世界500
强。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制造
-加工-组装的低端，高端产品大多依赖进口。
产品质量问题突出，制造业每年直接间接质
量损失超万亿。2008年以来中国品牌未进入世
界知名品牌的前100位。
资源利用率低，单纯靠大规模要素投入获取
经济增长，造成环境污染严重。
产业结构不合理，一般加工工业和资源密集
型产业比重过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
业比重偏低。
传统行业信息化水平不高，高端核心工业
软件依赖进口，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安全。

支撑和推动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历史性跃升

2.我国工程教育的责任与使命



推出首份工程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研制过程历时半年，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近10年认证资料，6家行业组织
走访，近30位专家访谈，260多家用人单位和4万多名学生问卷。

6月24日，玉波同志批示：很好，要
借鉴。

6月25日，贵仁同志批示：以适当方
式发布质量报告，推动工程教育改革
发展，也向社会宣传工程教育工作的
成绩和工作思路。

部领导充分肯定和重视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中国工程
教育质量
究竟如何？

首次
回应



央视新闻30分

新老媒体报道积极正面，社会反响广泛热烈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160多家网站、报纸、新媒体相继报道 3天点击词条达2300多万

 22个门户网站（教育部官
网、搜狐、新浪、凤凰、腾
讯、新华网、中央政府网、
人民网等）

 9份报纸（中国教育报、中
国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
报等）

 55家地方网站、行业相关
网站、学校网站、就业网站
及高考咨询网站

 6个教育同行网站（中国社
会科学网、求是理论网等）

 微博、微信等新媒体



120多家网站、报纸、新媒体相继报道 3天点击词条达2300多万



首次用国际实质等效工程教育
认证标准进行比较评价；
首次用人才培养五个核心维度
进行全面评价；
首次与工业界携手合作进行开
放评价；
首次用学生满意度进行产出评
价；
首次用数据和事实进行客观评
价。

面
向
工
业
界 面

向
世
界

面
向
未
来

以“五个首次”监测评价，结论可靠可比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支撑工业发展
规模世界第一
五度基本达成
关注主要问题

总结论



我国工程教育规模状况：世界第一

从国际比较看：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中国工程教育在高等教育

中的比重远远超过世界其

他国家。



我国工程教育规模状况：世界第一

从国内情况看 工科在校生数

工科专业布点数

工科学生数

工科教师数

其中近80%工科教师在
非211高校任教。

其中80%本科工科在
校生在非211高校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五度”基本达成

培养目标达成度：目标总体达成较好，微观仍有改进空间

达成不同时期国
家总目标，支撑
了工业化和经济
社会发展。

134个被认证专业中，60%的“
培养目标”结论为“通过”，另
有40%存在弱项或关注项。

培养目标内涵过于宽泛；
用人单位参与目标制定与
评价还未制度化。

主要问题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社会需求适应度：所培养人才基本适应社会需求，未来面临巨大挑战

主要成绩 主要问题

行业视角
（走访6家行业）

为行业提供了基本能够满足
需求的各类工程科技人才。

在国际视野、创新能力、
工程综合能力、学科知
识交叉融合能力等方面，
与中国工业未来发展要
求差距较大。

用人单位视角
（260多家用人

单位问卷）

多数单位能够招聘到所需
要工科毕业生。
近七成本科毕业生工作与
所学专业相关度高。

应届毕业生最需要加强
动手能力，专业知识和
敬业精神位列第二和第
三。

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五度”基本达成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图：应届本科工科毕业生需加强的能力



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五度”基本达成

办学条件支撑度：办学条件基本能够支撑人才培养，不同高校差异较大

课程体系支撑度
支撑情况一般，134个认证专业中，有40%结
论为“通过”，另有60%存在弱项或关注项。

主要
问题

科技前沿与传统内容整合“两张皮” 。
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
人文社科相关课程未整合进工科教学。
企业专家参与课程设置广度深度不够。
实验实践教学学时少，工程能力综合
训练不够，实际效果不佳。

985校与211校课程体系
相当，非211校较差。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五度”基本达成

办学条件支撑度：办学条件基本能够支撑人才培养，不同高校差异较大

师资队伍支撑度
支撑情况良好，134个认证专业中，70%结
论为“通过”，另有30%存在弱项或关注项。

主要
问题

提升教师工程经验的保障制度还未建
立。
教师队伍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实验教师队伍建设面临较大压力。
兼职教师队伍建设规范性不够。 985校师资队伍最好，211

校次之，非211校也不错。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五度”基本达成

办学条件支撑度：办学条件基本能够支撑人才培养，不同高校差异较大

支持条件支撑度
支撑情况尚可，134个认证专业中，53%结
论为“通过”，另有47%存在弱项或关注项。

主要
问题

实验室管理和开放制度不够健全。
教学仪器设备更新和使用问题并存。
实践教学空间仍显不足。
教学经费分配和使用不均衡。

211校支持条件略好过985
校，非211校较差。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质量监测保障度：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保障广度深度仍需拓展

高校内部
质量保障

基本都建立了校院两级教学
管理和质量监控体系。
管理制度文件较完备。
正在着手建立社会评价机制。
仅20%专业“持续改进”结
论为“通过”，80%的专业
存在弱项或关注项。

主要问题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及
运行机制建设还不完善，
尚未落到专业层面。
人才培养细化标准仍
未建立，内部监测评价
工作运行有效度不高。
专业持续改进工作不
到位

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五度”基本达成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图：2012-2013年不同标准结论“通过”认证专业所占比例



质量监测保障度：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保障广度深度仍需拓展

主要成绩 主要问题

国家外部
质量保障

2006年国家开始
构建国际等效工程
教育认证体系。
 2013年加入
“华盛顿协议”获
国际认可。

开展认证规模仍较小，保障整个工
程教育质量作用有限。
注册工程师制度尚在建设中，还未
与认证有效衔接，高校参与认证动力
不足。
缺乏长效认证工作经费支持，影响
认证可持续发展。

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五度”基本达成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用户和学生满意度：用户总体满意度较高，学生满意度不容乐观

主要成绩 主要问题

用人单位
满意度

（260多家用人
单位有效问卷）

对工科毕业生总体满
意度较高，对工程教育
总体质量基本认可。
具体对工科毕业生专
业基本理论知识、获取
信息能力、学习能力和
职业道德等最满意度。

人才培养仍偏重知识传授，对学生能力特别是工
程核心能力的培养依然较薄弱。
总体对工科毕业生相关工程能力和职业发展能
力满意度一般。
具体对毕业生对科技前沿和发展趋势的了解水
平，工程设计综合意识和能力、国际交流能力、
社会责任感等最不满意。

学生在校满
意度和学习
性投入情况
（4万多名工科
生有效问卷）

985高校在校生满意度

和学习性投入高于211

高校。

工科学生在校满意度并不明显优于其他科类学
生；工科学生学习性投入情况总体不容乐观，在
学业挑战度、生师互动、校园环境支持等方面均
不如文学、理学、管理学专业的学生。

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五度”基本达成

3.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监测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图：用人单位对工科毕业生相关专业知识水平、工程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的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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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助推
工程教育质量提升



1.建立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是国家战略安排

多次指示相关部门，积极推进中国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筹建工作。目前
，民政部已经批准协会筹备成立（民
函〔2014〕311号）。

就2013年6月19日中国加入《华盛
顿协议》作出批示：此项工作做的出色
也很有意义。向参与工作的部门和同
志表示祝贺和感谢。请贵仁同志以我
加入“华盛顿协议”为契机，进一步
加大我工程教育的改革和质量提升工
作力度。可商相关部门予以宣传，推
动全社会关注和推动我国工程教育的
发展。

延东副总理高度重视



1 推进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国际实质等效

2 推进工程师制度改革--前提和基础

3 推进国际互认--提升国际竞争力。

4 推进工程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意义重大：推进改革，提升质量

1.建立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是国家战略安排



学校工作基础薄弱，与国际等效标准要求差距较大

2.借力工程教育认证助推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目前学校工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WA专家组现场观摩情况

目前学校工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在OBE具
体实施层面
与WA存在差

距

 10月14-17日观摩大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化学
工程与工艺专业

 10月19-22日观摩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工
程专业

基本认可中国的认证
程序和专家工作质量；
基本认可中国工程教
育OBE体系设计。

2.借力工程教育认证助推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与OBE的具体差距：三个主要环节

已经在做 非常不好 刚刚起步

有明确出
口要求并
完整覆盖

有教学环
节支撑并
落实到位

有考核评
价制度并
反馈改进

培训会专题讲解；
自评报告撰写指导
书细化毕业要求。

普遍做得不好，特别是
在一线教师中没有得到
认同及贯彻落实。

越来越多专业开始着手建立
校内外考核评价机制，但还
未制度化，特别反馈改进相
对薄弱。

O
B

E

要
求
：
三
有

2.借力工程教育认证助推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用国际先进工程教育理念引导工科专业建设改革

产出导向（目标导向）
Outcome-based

以学生为中心
Students-centered

质量的持续改进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CQI)

认
证
核
心
理
念

参加认证助推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专业建设改革发展

2.借力工程教育认证助推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用国际等效标准要求和做法推动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新的观念
开放的专业教育体系（面向行业企业）

学生能力导向的教育思想

新的教学模式
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

从知识体系为中心到能力达成为目标

新的管理体制
机制

形成内外相结合的质量管理体制机制

建立持续改进的管理机制和质量文化

参加认证助推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专业建设改革发展

2.借力工程教育认证助推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与学科水平无相关性；
 结论有一致性，无可比性。

认证结论要求一致性，认证结论不说明水平差异。

正
确
认
证
观

参加认证要求树立正确认证观和形成健康认证文化

2.借力工程教育认证助推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以证据说话，摒弃模糊判断、预
设结论；

 以提高质量为目的，抛却功利心；

 持续改进提升质量，力戒攀比风。

健
康
认
证
文
化

参加认证要求树立正确认证观和形成健康认证文化

2.借力工程教育认证助推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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