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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other social evaluation index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eaching quality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ystem science, aiming to find a calculation method that can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overall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system.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index, which includes five dimensions such as stu-
dent attendance data, student evaluation data, supervision data, peer evalua-
tion data,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inspection data and several observation 
indexes. At the same time, a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2019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index of our school. The average teaching 
quality index of teachers is 86.0, indicating that the quality is in a goo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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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驶入快车道，如何保证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指数构建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多个层

次和多个指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探索性课题。高等职

业教育的教学质量指数可以较为方便地评估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和高技能人

才的培养水平。这些数据可为各级教育部门和高职院校制定高等职业教育发

展规划和实施教育教学质量监管提供简洁可靠的决策依据。如何制定及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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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指数的客观评价标准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的一个现实课题。本

文在研究其它社会评价指数的基础上，应用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教学质

量的管理和控制，旨在寻找一个能综合地、全面地反映教学系统的总体质量

特性的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质量指数构建

方案，包括学生出勤数据、学生评教数据、督导听课数据、同行评价数据、

管理机构巡查数据等五个维度以及若干观测指标。并对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

科学校 2019 年教师教学质量指数进行了综合实证分析，教师的教学质量指数

平均为 86.0，表明质量处于较好状态。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也可以找出从哪

些方面入手来提高或优化我们的教师教学质量。 

2. 教学质量指数维度构建 

指数的构建研究始于社会发展领域，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社会发展领域指数

研究蓬勃兴起。其初衷是研究政府所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研究

结果对政府的决策过程的合理性和政策执行效果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1] [2] 
[3]。Corbett 对指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认为指数有四种职能，即监测、

政策制定、结果评估、评价问责等，有些研究人员还认为指数还具有提高政

策执行力的功能[4] [5] [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Bauer 认为指数是一些

包含证据的原始数据及其统计结果，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对比要实现的目标

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想要达到什么阶段并确定执行过程的影响[7]。
在对指数的逐步研究过程中促进了研究者对指数的系统探索。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于 1990 年提出了即人类发展指数[8]，包括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生活

水平三个维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于 2011 年正式推出 YBLI 生活质

量指数概念，该指数纠正了单纯使用 GDP 对生活质量进行评价的片面性，该

指数包括两个二级指标和十一个三级指标[9]。为评估国家与经济体创新的方

法和途径，康奈尔大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共同研制了全球创新指数

(GII)，每年发布一次[10]。上述人类发展指数、生活质量指数和全球创新指

数研究理念、方法并非完美，但其蕴含的认识和思路对构建高职院校教师教

学质量指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方法论意义。 
教师教学质量指数评价设计多层次和多个指标，过程较为复杂，同时教师

的教学质量评价也是一个相对的过程。经过多次调研，我们从学生出勤数据、

学生评教数据、督导听课数据、同行评价数据、管理机构巡查数据 5 个维度

反映教师教学质量，每个维度下列多个指标，并使采样数据具有导向性、可

获得性、针对性等原则，优化后形成的教师教学质量指数框架如图 1 所示。 
对各项评价指标的规定：① 学生出勤率：根据教师所教授的课程每学期学

生的出勤记录。② 学生评教：该评价项目包括学习效果、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互动交流、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③ 督导听课：该评价项目包括教学效

果、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态度、学生表现和教学条件。④ 同行评价：

该评价项目包括教学效果、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核方式。⑤ 管理员巡查：

该评价项目包括教学秩序、教学态度、课堂效果和教学条件。 

3. 阈值选择及维度指数计算方法 

阈值选择及维度指数计算方法：1) 学生出勤率：结合本门课程本学期统计数

据，确定学生出勤率指数 = [本学期本门课程实到人次/本学期本门课程应到

人次]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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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维度。 

 
2) 学生评教指数：学生在进行网上评教时，要对其下面的各项指标进行打

分，系统自动生成总分数，教师评教指数 =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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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n 为参与评教的学

生人数， , 1, 2 ,is i n= ， 为第 i 位学生的评教成绩。 
3) 督导评教指数：督导在进行评教时，要对督导评价指标下面的各项二阶

指标进行打分，汇总督导评教结果，督导评教指数 = 1

n

i
i

s

n
=
∑

，其中 n 为参与

评教的督导人数， , 1, 2 ,is i n= ， 为第 i 位督导的评教成绩。 

4) 同行评价和管理员巡查的评价指数和学生评教以及督导评教的评价指

数相似，计算方法相同。 
以上所有质量指数计算结果精确到十分位，质量指数合成规则及计算方法：

根据专家的调研结果，会给每个质量指数维度赋予一定的权重

, 1, 2,3 ,5iw i = ， 综合质量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5

1
i i

i
w p

=

= ∑合 量指综 质 数 ， 

其中 ip 为第 i 个评价维度的质量指数。 
在评价操作阶段，综合专家的调查意见，各维度的权重值设为 0.2, 0.2, 0.25, 

0.25, 0.1。根据该权重对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历年教学质量数据进行

评估。根据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历年的教学质量评价各等级的比例设

置标准，计算历年教学质量的指数数据，将综合质量指数计算值高于 90 分时，

认定为“优秀”等级；综合质量指数大于 80 小于等于 90 时，认定为“良好”

等级；综合质量评价指数大于 70 小于等于 80 时，认定为“一般”等级；综

合质量评价指数大于 60 小于等于 70 时，认定为“合格”等级。综合质量评

价指数低于 60 时，认定为“不合格”等级。 

4. 教师教学质量指数计算模型应用 

跟据前述部分构建的教师教学质量指数架构和评价方法，我们以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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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第一学期作为数据采样时长，通过计算得出

学生出勤指数为 88.4、学生评教评价指数为 85.9、学校督导评价指数为 89.1、
同行评价指数为 92、管理员巡查指数为 90.7。通过五种维度指数的合成计算

方式，可得 2019~2020 年我校教师教学质量指数为 87.9，表明我校教师教学

质量位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且构成教学质量评价的五个维度之间基本比较平

衡，说明我校的教师教学质量总体处于较好水平。 

5. 结语 

本文参考了各类社会发展评价指数，对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进行了

研究型的探索，基于维度选取合理、结构层次分明、数据采集简单、计算方

法客观的思路，对教师教学质量指数的评价问题进行优化，并提出了构建方

案。根据所提出的教师教学质量指数评价维度和计算方法，可以便捷地计算

得出学期或年度教师教学质量指数，教师教学质量指数可回应社会大众对高

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关心，并可作为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监测评估的重要依据，

从而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制定教师教学质量发展政策和高等教

育教学质量保障措施提供参考依据。目前教师教学质量指数在我国范围内可

以进行有意义的纵向比较，很难在国际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同层次教育开展横

向比较。所以，教师的教学质量指数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认为可以在三

个方面进行优化提升，首先要进一步树立科学的教师教学质量观，使教学质

量指数的评价维度更加贴近教学质量的内涵，使所设置的数据采集指标能反

映和体现教学质量利益相关者的核心需求；二是要借鉴利用大数据相关技术，

从基础指标调整、采样数据收集、评价方式及结果呈现等方面对教师教学质

量指数的维度构建和观测指标进行适时优化；三是要面向全球，在国际化视

角下审视我们的教师教学质量，在与其它国家对比的基础上，使评价维度体

现出中国特色，又体现出国际视野，构建教学质量国内、国际均可比较的维

度体系，为我国的教师教学质量监测评估设立国际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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