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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create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student innovation ability training. According to our long-term teaching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ne new three-class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and semantic analysis
measurement model to suit to undergraduate specialty practical teaching quality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n the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practical teaching quality application software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With the gener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oftware system, it will promote the universities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and
pract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realize the network and informationization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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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建立对于推进高校实践教学设施建设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具有十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迫在眉睫。本文根据长期的教学改革实践和经验，创建了高校实践教学质量三级
评估指标体系和语义分析量化评估模型，并研发出相应的网络化评估平台和应用软件系统。通过本系统
的实际评估应用，在实现高校实践教学质量评估手段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同时，可推动了高校实践教学和
实践环境建设的快速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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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教学质量评估是目前国内高校实施质量监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大力
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推动下，高校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为了克服国内高等教育长期受“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突破实践和创
新能力培养较为薄弱的瓶颈，国家在“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培养和发展纲要中，
都提出了企事业单位应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大力推进高校校内外高端实践环境(实验室、实训基地、实习
岗位等)建设和加速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对此，高校教学质量评估，特别是适应这种校
企合作新型办学模式的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方法的建立和运行将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然而，应
用于国内高校内部的各种评估系统(如课程、专业等评估)较为常见，但针对高校校外实训和校企合作办学
的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系统较为少见。因此，基于国内高等教育和实践创新能力多元化培养模式(高校
和企事业合作培养)，研发高校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系统，对于指导和提高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基于当前国内高校的教育形态和办学模式，特别是结合推进高校校外高端实训基地建设、实践
教学质量监控和创新创业就业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成果和改革经验，研发和建立了高校本科专业(特别是
理工科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应用软件系统及其网络平台[1] [2] [3]。

2. 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2.1. 评估指标体系的改进与思考
目前大多数高校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系统采用的是评估目标、评估指标体系和量化度量模型(数学模型)
相结合的方法实施评估和评价。这种方法虽然较为常用，但关键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才能保证评估
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实用性。一是评估指标体系的创建，二是评估量化度量模型(即数学模型)的选取。
评估指标体系的创建是实施可靠、科学、公正评估的基础。一般而言，在评估目标确定之后，应该以评
估的目的和作用为导向，建立适应这种评估目标和评估作用的评估指标体系。目前评估多用多级评估指
标体系，如最常见的三级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逐级分解和细化，即上一级一项指标根据评
估内容和方面细化为下一级多项指标，也就是使用下一级多项指标从不同方面来细化和描述上一级指标
在不同方面的作用，直至最低一级指标成为原子性评估因素指标。各级指标的权重分配依据各指标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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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中所占的分量和重要性而合理给出[4] [5] [6]。
在高校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创建过程中，除常规实践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和课程设
置以及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内在质量指标外，还特别强化了社会、毕业生、同行等外在评价指标的设置和
权重，这有利于评价的社会认可度与评价的客观公正性。评估量化度量模型的选取或设计，关乎到评估
量化的可行性、准确性和实用性。评估量化度量的目的就是为了准确公正实施评估和评价，避免定性评
估的主观性和不准确性引起评估结果的偏差和不公正性。目前评估量化度量数学模型的选取主要有加权
平均计算模型，模糊数学计算模型，层次分析模型，物元分析计算模型等。根据我们的评估量化计算特
点和需要，选择和使用了加权平均计算模型，这在评估量化度量的计算机实现上带来了极大方便。除此
而外，为了加强评估指标体系原子性指标(最低一级度量因素指标)的量化度量的准确性，我们针对定性指
标的量化度量引入了评语语义分析方法(算法)。对定性评估指标项的常规语言定性评价或评述，进行语义
分析处理实施量化，使其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达到很好的融合。
总之，在此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中，我们结合当前高等院校，特别是应用型高等院校工程
类专业对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质量的特殊需求，特别设计和突出了实践教学过程监控、实践基地建设、毕
业生与用人单位评价等指标及其权重分配，以保证实践教学质量的社会认可和客观公正。

2.2. 评估指标体系的创建
我们结合高校专业实践教学规划和质量要求，并借鉴以往高校专业教学质量评估成功经验，以及我们
在实践教学改革中的实践和创新认识，创建了高校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表 1 所
示的评估指标体系分三级指标评估体系，逐级划分为评价目标、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最左列为评价
目标，即专业实践教学质量；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即评价目标的细化和分解，亦即评估目标主要测评
范围和方面的细化和描述，其中包括了实践教学体系、实验室与实践基地建设、实践教学过程监控、师
资建设与管理制度、实践教学效果等 6 个指标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和分解，即描述每个一级
指标的组成部分和测评因素。如一级指标“实践教学体系”细化为二级指标项应包括实践性教学计划、
实践性课程大纲和校企合作实践计划与协议；一级指标“实验室与实践基地建设”细化为相应的二级指
标包括实践教学设备投入、实验室建设规划、实验室建设制度、重点实验室建设、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著名企事业学院认证等指标项；一级指标“实践教学过程监控”细化为相应的二级指标包括实践教学准
备程度、随堂指导与课后辅导、实践教学过程记录与总结、实验指导书与任务书、专业综合技能创新项
目实训、企业顶岗与素质培训等指标；一级指标“师资建设与管理制度”细化为相应的二级指标包括实
践教学管理制度、实践教学管理体系、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教师队伍结构、实践教学激励机制等
指标项；一级指标“实践教学效果”细化为相应二级指标包括学生技能竞赛与获奖情况、毕业设计论文
质量、创新精神与综合素质等指标项；一级指标“社会与毕业生评价”被细化为相应的二级指标包括实
践课程设置、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质量、毕业生评价、社会用人单位评价和同行评价等指标项。三级指标
是二级指标评价标准和量化方法的具体描述和规范。一般而言，每个三级指标作为度量元将按照优秀、
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五个级别对应的量值由评审专家根据参评专业实践教学和实验室建设实际情
况逐项测评给出。评审委员会再依据每个专家对度量元的评判级别或测评值，可使用频率统计或加权平
均计算出每个度量元的量化值[7] [8] [9]。

3. 质量评估度量量化模型设计
依据表 1 创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否科学客观公正地实施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价的关键是如何完成度
量元数据的准确采集和评价目标(即专业实践教学质量)量化度量模型的选择和设计。在表 1 所示的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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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表 1. 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三级评价指标(度良元)
评价目标

一级评价指标

实践教学体系
(X1, 0.10)

实验室与实践基地建设
(X2, 0.20)

二级评价指标

优秀

良好

中等

合格

不合格

100~90

80~89

70~79

60~69

60 以下

实践性教学计划(x11, 0.35)

实践性教学计划和方案制定系统完整

实践性课程大纲(x12, 0.35)

实践性课程教学大纲编写和规范归档

校企合作计划及协议(x13, 0.30)

实践教学的校企合作和产学结合规划

实践教学设备投入(x21, 0.15)

实验室(基地)设备投入力度大小

实验室建设规划(x22, 0.10)

实验室(基地)建设发展规划科学明确

实验室建设制度(x23, 0.10)

perfect 建设制度建立健全、执行原则性强

重点实验室建设(x24, 0.20)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x25, 0.20)
著名企业学院及资格认证(x26, 0.10)

省级重点和示范性、中央与地方共建、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数量和规模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的数量、质量和规模，
教学环境建设优美、安全、方便等
世界著名企业 IBM、MicroSoft、
华为等公司的技术学院建设数量与规模

用人企业群的数量与规模(x27, 0.15) 签订定制专业人才培养和聘用协议的企业数量和规模
实践教学准备程度(x31, 0.20)

实践教学师资、课程、教材和场所、
设备、环境等准备程度

教师随堂指导与课后辅导(x32, 0.20) 教师配置到位，随堂授课指导，课后及时答疑和辅导
实践教学过程监控
(X3, 0.20)
高校专业
实践教学质量

师资建设与管理制度
(X4, 0.15)

实践教学效果
(X5, 0.15)

社会与毕业生评价
(X6, 0.20)

实践教学过程纪录和总结(x33, 0.20)
实践教学指导书和任务书(x34, 0.15)

校内外实践教学过程严谨和完整，
有详细记录和总结归档文档
实践教学指导书、任务书、
案例分析、报告文档的配置到位

专业综合技能和项目实训(x35, 0.15)

实践基地注重综合技能和工程研发能力培养过程

企业顶岗与素质培训(x36, 0.10)

强调校外企业顶岗实习和企业文化素质培养过程

实践教学管理制度(x41, 0.20)

建立健全实践性教学制度，奖惩严明

实践教学管理体系(x42, 0.15)

管理机构健全，管理规范、善于创新

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x43,0.20)

校级、省级和国家级教育教改项目数量

实践教师队伍结构(x44, 0.25)

职称、年龄、双师型师资结构的合理性

实践教学激励机制(x45, 0.20)

实践教学改革项目和成果奖励力度

毕业论文(设计)质量(x51, 0.25)

论文论文(设计)规范性、学术性、技术主流性等

学生获奖情况(x52, 0.15)

挑战杯、建模、大奖赛、论文等数质量

综合实践能力展示(x53, 0.20)

实践教学项目、参与研发项目数量质量

创新精神与综合素质(x54, 0.15)

开放实验、创新实践项目数量和质量

学生创业就业情况评价(x55, 0.25)

学生创业就业比例与满意率评价

实践课程设置认可度(x61,0.25)

毕业生对实践课程设置的满意程度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认可度(x62，0.25)

毕业生对实践创新能力的认可程度

社会用人单位满意度(x63,0.25)

社会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的满意度

同行单位或专家评价(x64, 0.25)

同行单位或专家的认可程度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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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中，为了评价量化度量方便，各级指标的编号和权重分配已经结合实际经验和计算给出。在整个
评价过程中，作为度量元的三级指标有些是可直接量化的，但有一些只能是定性的，需要将定性的评价
转换相应等级的量化值。对于定性指标，特别是类似毕业生、同行单位和社会用人单位对专业教学质量
和能力培养的评价，大多以语言文字描述见多。对此类定性指标的量化我们引进了语义分析法，使之量
化值的采集更加准确和正确。
自然语言语义分析是智能计算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可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互通计算的一种方式。语
义分析其实就是从语句中抽取有效的词句和知识，比如：我要毕业离开学校了，好舍不得啊；去了高博
应诺实训基地实训，那里环境优美，项目多，收获很大，很高兴啊，成了专业高大上了；毕业了，走到
工作岗位，才知道我们学校开设的软件工程实践课程非常重要，但没学懂，有点弱智，应用不熟练，综
合能力弱了点，但在单位同事帮助下，我迎头赶上了，现在好开心啊；社会用人单位常常给出的评价语
言包括：培养的学生不错，基本能或完全能胜任工作，学生思想活跃，动手能力比较强或很强，有比较
强的创新能力等。使用语义分析方法，我们首先依据评价语言建立正负级别词库。而后，我们从正负级
别词库中循环取出词组与评价语句进行模式识别(kmp)匹配，如果没有结果就放弃，否则就从程度级别词
库中循环去除词组与刚才评价词组匹配到的语句位置的前后 2 个位移范围内模糊匹配，如果匹配到结果
则将此段语句(程度级别词语匹配到的语句和评价词语匹配到的语句组合)分配权重(权重由程度级别词语
权重和评价词语权重共同组成)并存入数据库。重复匹配便得到多个评价语句的混合组合词，然后再根据
混合词的权重分进行综合分计算得到最终度量元评价分[10] [11]。
通过上述专家评测或语义分析方法，完成度量元数据的获取或采集后，二级指标的量化值即可确定。
那么，如何实施评价目标，即“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评价量化值的计算是我们实现整个评价系统的关
键。目前，基于评估指标体系的量化数学模型的选择方法有多种，如传统概率统计的加权平均计算模型，
模糊数学计算模型，层次分析数学模型等都可用于评价系统的量化计算和评价分析。在这里，我们采用
传统概率统计的加权平均计算模型实施评价目标的量化计算，优点是简单实用，也便于计算机实现。计
算过程和步骤简述如下：
1) 评委会专家依据评价单位的实际实践教学设施和教学情况，逐项给出表 1 最右列各项度量元的评
价级别(即按照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五级评价或给出相应分值)，然后以频率统计方法或加权
平均方法计算出各个度量元的量化值，并作为二级指标的量化值。为使二级指标度量元评价值规范分布，
可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
2) 从二级指标开始逐级使用公式： X i =

∑ ( wij × X ij )
n

j =1

i = 1, 2, , m 其中，m 为一级指标个数(m = 6)，

Xij 为第 i 个一级指标 Xi 对应的第 j 个二级指标的度量值，n 的取值为第 i 个一级指标 Xi 对应的二级指标个
数；Wij 为其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各 xij 和 wij 编号参加表 1)；
3) 完成上述第 2)步计算出各项一级指标 Xi 评价度量值，并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可使用公式：

Xi =

n

∑ ( wi × X i )
i =1

i = 1, 2, , 6 (6 为一级指标项数)，计算出评价目标，即“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度量值，

将得到评价目标评价的的量化度量值。
4) 给出评价结果和结论：依据评价目标度量值的大小实施评价结论的量值定性分布，并给出客观合
理评价结论。如，按照百分制将评价结论等级划分成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 5 个等级对应的
数值段(区间)，评价目标的度量值分布到哪一个值段区间，就将评价结论定性到相应等级。
至此，采用本文建立的高校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量化数学模型，可实施高校专业，
特别是理工类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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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当前高校实践教学，按照国家中长期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划，积极开展了校企合作办学和校外实
训基地建设，这对于快速有效地提高高校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具有十分推动作用。
但在我们多年的实训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以营利为目的而忽视实训基地基础设施
建设和教学质量的实训单位，且为数不少。例如，我们作为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先后在
地方上建设大约十多个实训基地，并在实训过程中提出我们的专业实训需求，就是依照软件工程基本原
理要求，按照学生的研发兴趣和未来发展方向实施全工程过程实训和创新能力以及创业就业能力的个性
化培养。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每当实训检查时，基地多以补强培训为主，即单纯的语言学习和编程能
力培训为主，很少有学生做工程项目。即使有学生跟做一些实训项目，也无全工程过程实施和相关文档
支撑。也就是说，目前高校的校外实训环节和质量保证基本处于失控状态，若无强有力的监控措施，难
以达到高校实践教学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质量。为此，我们开展的高校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研
究与实践，目的就是以此评估为导向，将提升高校专业实践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质量具体化和科学
化，保证实践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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