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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普及化的背景下,教育质量保障显得日益重要。目前如何提升人才教
育质量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同时更加凸显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保障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构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保障体系要求以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为目标,找寻有效控制教育质量的关键
点,从教学质量、教师建设,制度构建等方面实施控制,有助于保障和提升本科生教育质量,促使教学工作
有序进行,从而为高校培育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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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turning to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world.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l guarantee system for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guarantee system for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quires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objectives, find the key points to effectively control education quality, and implement
control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quality, teacher construc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etc., which will help to
ensu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romote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teaching work, and
thus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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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非常缺乏既具备完整理论知识体系,又具备实务

的基本条件。人才强国和科技兴国一直都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

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

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指导,逐渐增强对人才的需求。为了满足社会

明确指出：“高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

发展需求,高质量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高校需要顺应时代发展

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要想实现此项核心任务,高校需要结合

潮流,培育出更多高质量符合社会进步的建设人才[1]。在此影响

教育教学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在日常教学和管理中不断探索与

下如何保障和提升内部教育质量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教

前进,积极找寻有助于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不断为社会培

育改革则成为当前的热议话题。基于此,在面对教育体系不完

养出更多高精尖人才。当前,有关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非常活跃,

善、教学质量高低不一问题时,高校需要紧抓教学改革的历史机

不少研究学者对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给予持续性的关

遇,整合教育短板,努力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水平,为国家

注,并取得显著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构建人

建设与社会发展输送高质量人才。

才培养质量内部保障体系,希望可以为高校的建设与改革,提高

站在高校角度分析,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体系构建可以

教育质量提供参考,为教育事业的稳固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提升高校教育质量的基本要求。基于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导

1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保障体系的重要性

向,全面培养高校人才,提升高校教育质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站在国家角度分析,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保障体系作为

内部保障体系作为推动高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撑,能够

国家战略需求。全面培养高校人才则是促进社会经济水平提高

从高校建设内部出发改革教学内容,消除教育弊端,明确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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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保障中的地位,积极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创新教学

教学过程作为帮助高校培养人才,为社会输送人才的关键环节,

模式,建立监督激励机制,满足学生个体需求,真正意义上地实

高校内部活动需要紧紧围绕教学过程,实现技术人才培养的有

[2]
现对高校人才培育质量产出的保障 。尽管部分高校内部自制

[6]
效性,教育质量必须达标,加强对教学全过程的重视 。教育过

的保障体系能够满足高校人才教育水平提升的需求,但部分

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论基础教学,另一部分是

高校依然存在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体系不完善,权责不明,机制

实践操作教学,维护教学过程能够正常运行,设立监督管理系

不健全,培育效果不理想等现象,严重降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统、加强数据统计则是关键,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需要有序进

亟需在梳理系统要素的基础上优化保障体系,提升高校人才培

行的过程。除此之外,教学过程还包括很多繁琐的事情,包括学

养质量。

生信息档案整理和归纳,教学目标的设定,考试及考核内容的安

站在学生角度分析,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保障体系作为

排等。这些琐事如果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必定影响教学

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跳板。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人才

工作的开展,导致教学、考试活动混乱,影响教学质量。高校

培养目标,基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保障体系深度激发学生

定要引起对教学过程的重视,全面实时对整个教学过程的监

的学术潜能,增强学生的实操能力,切实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效

控,确保教学过程中各项制度和计划切实落实,每个环节可以

[3]

果 。高校人才培养需要学校制度和教师指导双管齐下,更重要

[7]
有序进行 。高校教学质量监管中,教学质量与考核体系是相辅

的是利用校园资源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促成和提升学

相成对,不断加强对考核指标和标准的监控,开发教学评价工作,

生的自我价值。基于此,高校建立教育质量内部保障体系对提升

促使学生综合素养和教育质量得到显著地提升。

[4]

学生的学习能力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 。高质量的教育质量内
部保障体系可以成为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学习目标的重要条件,

2.3建设教师队伍,提高人才培养内部质量
胡锦涛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学生从一开始就会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与师资队伍建设不可分离。教师队伍建设涉及的内容多种多样,

能够在有保障、有计划的基础上完成自身的学习任务,无论是在

此研究从名师上教学一线、教学能力提升两方面入手,提出提高

现实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是一针不错的强心剂,有助于促进

人才培养内部质量的有效措施。

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教育质量。

一是名师上教学一线。高校需要教学学生教学中的名师教

2 高校本科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措施

学和引导作用作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内容和重要举措：第一,

2.1结合自身特点,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制定教授上课的硬性指标。例如《吉林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

教育质量,不仅是衡量高校办学质量的标准,也是体现高校

规范》规定：“55岁以上的教授,每学年需要为学生开设一门课

价值的基础,在我国,高校应该积极主动地开展教育内部质量保

程”。
《吉林大学关于切实加强本科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障活动,建立保障体系,但部分高校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内部

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对连续两年不讲授任何本科课程的教

质量体系建设时,过于依赖政府,无法全面认识到内部质量保障

师,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第二,实施“名师班

体系建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在全面支

主任”计划,积极鼓励两院院士、资深教授担任新生的班主任,

持高校建设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并且给予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和

要求国家全面开展“千人计划”活动,特聘教授担任新生的班

选择权,所以高校应该主动认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的作用,

[8]
主任 。第三,建设“邀请专家座谈”,要求知名的教育管理人

合理分工,权责分明,确保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工作顺利开

员和具备经验丰富的老师参与人才培养内部质量体系构建,对

展。建立学校信息系统和监督机制,加强做好对校园工作的监督

其作出有效的评估,并提供技术指导。

与评估,驱使各项教学工作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从而形成完善

二是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师的教学能力是为本科生传

的内质量保障体系,在全体师生和内部监督机构的共同作用下

道、授业、解惑的根本保障。如果教师教学能力低下,科研能力

[5]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另外,将

在突出,也无法承担教师这一职业的责任和使命。所以高校应该

外界对学校的期望进行自我转化,以强大的学习动力推动学习

加强对教师综合素质的培训,努力打造高素质校园。当前大部分

发展,积极主动加强自我保障,建立完善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高校在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方面提出新进教师准入、主讲教师上

进而提高高校教育工作效率和教学质量。

[9]
岗、授课教师激励等切实可行的有效机制 。随着我国高等教

2.2以教学为核心,加强教育的全过程监控

育逐渐迈向大众化教育时代,对学生培养质量问题成为社会关

高校需要培养技术人才,教育教学过程是培养高质量人才

注的重点。教师通常都会抱怨本届生源基础差,很少可以从自身

的关键。各个高校都会设立符合自我发展的教育教学体系,教育

发现,找出问题。“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虽

过程具有复杂性,实际应用过程中并不简单,需要注重对教育观

然这句话不完全,但是能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教师教学能力对

念的树立,加强教育质量监督,将教育质量作为教育全过程对核

提高学生学习水平和教育质量的作用。首先,定期加强对教师的

心内容,从内到外的监督不可忽视。这就要求高校需要将复杂化

培训,通过课程评比活动和定期学习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其次,

的教育过程划分成多个部分,实现多模块化的监督和评估,确保

优化管理经验,通过参加教学实践课程讲座,提升自身实践水平,

各个部分教育质量符合设定需求,唯有这样才能全面教育质量。

明确自身实践能力对于学生发展和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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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聘请校外知名专家、教授担任教学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可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内部保障体系建设的作用及实践意义,为社

以带动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学改革中充分大发挥教授、副

会培养出更多符合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建设型人才。立足自我、

教授的重要作用,积极鼓励教授、副教授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在

借鉴他人,本文希望上述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可以帮助高校完

教学改革中,优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式,不断获取高水平

成使命,促使教育质量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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