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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

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的出台，高职院校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工作全面展开，课程作为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撬动

全员实施质量保证的支点，是学校开展人才培养

的主要载体，而目前对课程质量的诊断与改进尚

未形成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因此对课程质量进行

诊断与改进策略的研究迫在眉睫。

一、高职院校课程质量现状

（一）从学生的视角看高职课程质量

为了解高职院校课程质量的现状，课题组设

计了面向高职学生的调查问卷，为确保调查的针

对性、有效性，问卷调查设计内容贴近学生，注重

感官层面的评价，共设计三个问题：您对学校教

授的课程是否满意；您认为所学的课程是否会对

您未来有帮助；您是否对课程学习感兴趣。结果

采用五级量表进行区分，面向某大学城6所高职院

校，共发出问卷45325份，回收有效问卷39342份，

数据统计结果见图1、图2、图3。

从图1~3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高职院校学生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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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您对课程学习是否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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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您对学校教授的课程总体感觉是否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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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对课程质量的满意度不高；学生普遍认为所学的课程对自

己未来帮助不大，在开放性问答中，部分学生认为课程学习

后不知道对自己今后的帮助在哪里，对自己的就业会有什么

帮助；学生普遍对课程教学不感兴趣，在开学放性答题中部

分学生认为教师在教学中“照本宣科”，缺乏学生之间的互

动交流，上课时觉得枯燥乏味、无聊，课后缺乏辅导答疑。

（二）从企业用人单位的视角看高职课程质量

通过向顶岗实习单位负责人推送调查问卷，问卷设计2

项内容：您认为学校开设的课程是否满足贵单位的需求；您

认为学生掌握的知识（技能）是否能够满足贵单位的需求。

面向426家用人单位发出问卷426份，回收有效问卷409份，

数据统计结果见图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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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您认为学校开设的课程是否满足贵单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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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您认为学生掌握的知识（技能）是否能够满足贵单位的需求（%）

从图4~5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企业对高职院校课程教学

现状整体满意度不高, 认为学校开设的课程不能有效满足企

业的实际需求，在开放性答题中部分企业认为学校开设的

课程滞后于企业技术的发展，内容陈旧。企业普遍认为学生

掌握的知识（技能）特别是实践操作技能不能满足企业的需

求，在开放性答题中部分企业认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不足，

操作不规范，对现有主流的设备、仪器操作技能掌握不够。

二、影响课程质量的关键因素

课程质量通过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反馈三个阶

段生成，每个阶段都有影响其质量的因素，结合现状分析，

挖掘影响质量的关键因素是实现精准诊改的关键，是课程

质量保证的前提。

（一）课程开发质量是制约课程质量的根源

1.影响课程标准制定质量的关键因素

课程目标对专业目标的支撑度体现不够。课程标准在

制定过程中往往出现课程目标描述含糊，支撑专业能力培

养描述不清、不透，直接导致课程教学缺乏目标指向，教师

说不清“为什么教”，学生搞不清“为什么学”。课程内容选

取滞后行业企业的需求。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战略型

新兴产业的发展，知识和技能更新交替迅速，而课程内容的

选取却没能及时与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接轨[1]，

没有与国际、国内或行业标准对接，导致教学内容严重滞后

行业企业的需求。课程教学实施建议不全、针对性不强。课

程标准制定时对教师的任课资质没有建议，而对采用的教

学手段与方法建议太泛，针对性不强；仅对教学场地的环境

条件有建议，而对课程实践教学设备的如何高效使用缺乏

有针对性的建议。

2.影响课程建设质量的关键因素

课程建设缺乏目标指引，随意性较大。课程建设因遵循

“专业建设规划-课程建设规划-课程建设方案-实施课程

建设”的逻辑链路开展，目前因专业建设规划做的不到位，

导致课程建设缺乏目标指引，建设随意性较大。校企共建、

课证融通的建设理念贯彻不到位。校企协同共建课程做的

不到位，企业先进的技术方案、设备实施、仿真动画资源没

有很好地引入，导致课程建设的内容与资源和企业的实际

需求相脱节。同时课程建设内容和国家（行业）标准对接不

够[2]，课证融通建设理念不凸显，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相脱

节，导致学生普遍认为课程学习对自己未来帮助不大。适应

教学新形态，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不到位。随着“互联网+

教育”新形态的出现，各种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学生的学

习不再满足于板书的推导、静态的纸质教材、枯燥无味PPT

幻灯片，对微视频、动画、虚拟仿真等数字化资源需求增

大，而目前教师开发数字化资源的水平有限，导致数字化课

程教学资源开发不到位，学生往往感到教学枯燥、无趣。

（二）课程实施质量是制约课程质量的核心

1.课程教学仅关注“课中”，忽略“课前”与“课后”

完整的课程教学包括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课前

通过教学设计进行“备课程”和“备学生”，做到对授课内

容的难点、重点、学生的学习现状了然于胸。课后开展辅导

答疑，解决学生的疑难困惑。目前教师普遍备课质量不高，

课后不能及时开展辅导答疑。

2.课堂教学过程质量监控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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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过程质量的有效监控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

应依据课程目标制定每个知识点（技能点）的学生能力达成

标准；二是应借助信息化的手段，方便快捷地完成学生能力

达成度测评并形成数据分析报表，目前这两个条件做的不

到位，导致过程质量监控“形同虚设”。

3.课堂教学手段单一，学生参与度低

优秀的课堂教学 基本的特征是关注人人，实现师

生、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促进课程目标的达成。要做到关

注人人，提高课程教学的效率，有效手段为依托信息化课程

教学平台，而目前应用信息化平台实施教学的覆盖面亟待扩

大，课堂中缺乏有效互动交流，学生自然觉得乏味。

4.实践教学条件亟待改善

高职院校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是关键，目前高职

院校普遍忽视实践教学体系的梳理，导致实训设备更新速

度滞后于技术的发展，部分大型设备数量有限，实践工位数

不足，依托企业真实场景开展生产性实训教学普遍缺乏，影

响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

（三）课程反馈质量是制约课程质量的关键

目前，课程质量反馈通常依靠学生评教来进行，其存

在两个问题：一是学生评教处于“事后”反馈，而忽略了“事

前”、“事中”的反馈，不能及时预警、调控和改进。二是反

馈内容不正确，学生评教反馈的是学生对教师的评价，而真

正需要反馈的是学生知识（技能）的达成度，所以目前课程

反馈质量亟待提升。

三、课程质量的诊断与改进策略

（一）结合现状，问题导向，确定诊断的指标体系

质量控制要点是质量生成过程中需要重点控制的关键

部位、薄弱环节，它具有动态性，随时空变换可不断调整。

高职课程的质量控制应以现状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3]，合

理选取控制要点，做到重点突出、抓住要害、不拘数量、符

合个性等特点。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自2015年尝试开展

课程质量的诊断与改进工作，结合学校课程质量现状，突

出问题导向，依据颁布的教学管理制度制定了如下的质量控

制要点，以此作为各教学单位自主诊断的指标体系，具体如

表1所示。

（二）系统搭建、平台支撑，实现诊断数据实时监测

1.搭建实时数据采集系统，规范教师教学行为

采用授课计划的在线填报，精确定位每次课的授课内

容、授课地点、授课时间，实时掌握教学楼多媒体教室使用

情况、实验实训室开出情况，对教师是否按照授课计划开

展课堂教学做到准确、快速的监测。在教学场所设置教学

中控管理系统，授课教师通过插拔卡启停教学设备，同时系

统自动记录插拔卡时间。教学中控系统数据来源于授课计

划在线填报系统，数据不匹配，则无法使用教学设备。教学

中控系统可自动采集教师上下课的时间，可以有效杜绝教师

擅自提前下课、调停课、调换教室等不规范行为。在教学场

所安装教学视频监控终端，通过视频抓拍等手段对学生睡

觉、玩手机等不认真学习的现象进行实时监控，促使教师加

强课堂教学管理。

2.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实现过程管控与实时反馈

依托网络教学平台，课前教师通过教学单元设计模块

认真备课，固化单元设计内容，确保备课质量，通过学习任

务推送模块向学生推送任务清单和学习资源；课中通过点

名模块、抢答模块检查学生任务预习的情况，营造活跃的课

堂气氛，为开展教学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课堂结束即形成

学生课堂报告，作为教师优化教学设计，调整教学手段与方

法的依据；课后通过互动交流模块开展辅导答疑，解决学生

遗留问题。网络课程平台架构详见图6所示。以网络课程教

学平台为载体，有效关注课程教学的每一环节，实现生生、

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对每一知识点（技能点）学生的达成

度进行实时反馈，极大地提升了课堂教学管理效率，为教师

实施诊断、改进教学策略提供了强力支撑。

（三）转变观念，创新机制，实现课程质量的自主诊改

学校质量管理部门依据学校制订的人才培养方案、课

表1 课程质量诊断指标体系

序号
课程质量
生成阶段

诊断指标（质量控制要点）

1

课程开发

课程内容选取是否与行业企业需求同步，是否与国家职业资格对
接

2 课程目标能够清晰体系对专业目标的支撑度

3
课程标准中制定的考核评价方案是否能有效地检验单元课程目
标的达成

4 不同专业的同一门课程，其目标与内容是否有差异

5 课程标准在制（修）订过程中是否有企业人员参与

6 课程建设是否与课程建设方案中的内容一致

7 是否能够有效体现校企协同开发课程

8 是否利用各种工具开发数字化资源

9

课程实施

是否严格按照授课计划实施教学

10
教研室（或教学团队、课程团队）是否坚持集体备课，是否开展
以教学法为主的教研活动

11
课堂教学是否紧扣标准，突出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行动导向教
学法的运用

12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教学氛围好

13 教师是否存在擅自调停课、调换教学场地等现象

14 教师是否对课堂教学秩序进行有效管理

15 教师是否布置适量的课后作业，并组织进行辅导答疑

16 课程反馈
教师是否按照教学单元对学生学习达标度进行测试，并将测试结
果应用课堂教学改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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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大纲、教材选用办法、教师教学行为规范、学生课堂

学习规范等相关制度，结合质量现状选取控制要点，形成诊

断指标体系并以文件的形式在全校发布，各教学单位对照

诊断指标进行自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同时撰写内

部质量控制报告，在报告中对照诊断指标逐一写明检查发

现的问题，诊断其存在的原因，说明改进的措施及取得的效

果。自主诊改周期结束后，学校质量管理部门组建团队进行

抽检复核，发现一致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发现不一致问题则

予以扣分， 终将考核结果运用于年度部门绩效考核和中

层干部年度考核中。自主诊改运行模式详见图7所示。

（四）建章立制，强化考核，实现课程质量螺旋上升

学校应制定课程考核性诊断制度，定期开展课程质量

的考核性诊断，通常可配合专业考核性诊断同步开展。课

程考核性诊断可用“毕业生认为核心课程的重要度”、“毕

业生对核心课程的满足度”、“毕业生对学校教学工作的满

意度”、“用人单位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满意度”等第三方诊

断指标，诊断结果依托知识创新理论，通过“学习-创新-存

储-改进”，实现课程质量的螺旋上升。通过将考核性诊断

结果跟部门绩效考核挂钩，确保了考核性诊断制度的有效

落实，依托考核性诊断，以企业用户更为真实、客观的视角

审视课程的质量，促使教育者不断优化改进，实现了课程质

量的螺旋上升， 终实现高职人才的精准供给。

依据相关制度

1.培养方案制定
2.课程标准编制
3.教材建设与选用
4.教学工作量化与考核
5.教学行为规范
6.学生学习规范

质量控制要点选取 课程教学诊改文件发布 教学单位自主诊改 抽检复核 完善、改进阶段 结果运用

以文件形式向各项
目合作院校发布

1.对照质控要点自
主检查
2.发现问题自主改
进
3.诊改阶段完成后
撰写内部质量控制
报告

1.对照质控报告进
行抽检复核
2.发现问题一致不
扣分，问题不一致
扣分

1.在规定时间内改
善，按照完成改善
时间分段予以加分
2.加分值总体低于
扣分值

1.运用于部门绩效
考核
2.运用于中层干部
年终考核

图7 自主诊改运行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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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ategies for Diagnosing and Improving Curriculum Quality Standard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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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employers shows that they popularly think that 
the curriculum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n’t high.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rriculum quality were analyzed from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feedback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systematic strategies for diagnosing and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quality were put forward the aspects of indicator system construction, data collec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dependent diagnosing and 
operation mode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evaluative diagnosis of curriculum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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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网络课程教学平台架构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