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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结合TOPCARES-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导的人才培养模式，从确立培养方案、规范教学环节、信息收

集、教学质量评价及反馈等方面阐述软件工程专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及实施情况。实践证明，该体系对提高教学质
量、提高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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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OPCARES-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cept,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major,including the following
aspects,cultivation plan establishment,teaching procedure standardization,information collection,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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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eedback.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system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both raising the level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improving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students.

1 引言(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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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教育理念是欧美高校和教育机构研究实践的

2 教学质量监控机制(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mechanism)

产 物 [1,2]。 结 合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的 实 际 和 I T 行 业 的 人 才 需 求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在组织保证上，建立

[3]

标准 ，2008年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构建了具有东软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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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学校—系(部)—专业教育管理团队”的三级教学质量监控

TOPCARES-CDIO能力指标体系 。该能力指标体系除了

体系(图1)。在组织保证上，采取教学运行线和教学质量线相分

专业能力培养外，还强调学生思维的开放与创新，注重对学

离的组织机构；在过程监控上，开展了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生价值观、责任感、态度与习惯以及创新能力、个人职业能

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立、教学环节标准设计、质量监控活动

力、沟通表达与团队合作能力的综合培养。

实施、信息收集(包括统计、检测)、教学质量评价、教学结果

教学质量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是高校综合实

反馈、持续改进与调控七个环节的教学质量监控活动[5]。

力的反映。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提高教学质
量，实现培养目标的关键和保证。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自建校
以来就十分重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建设，在借鉴ABET、
CMM、ISO9000等质量管理理念与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并实
施了基于TOPCARES-ABET标准的全过程、全方位的教、
学、管、保、评“一体化”人才培养质量机制与保障体系[5]。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软件工程专业以TOPCARES-CDIO为
引导，以学生实践能力与素质能力的培养为重点，面向软件

图1 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组织保证

产业的职业需求，倡导并实践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新理念，努

Fig.1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teaching quality

力提高软件人才培养质量。

monitoring mechanism

基金项目：2014年度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就业为导向的软件工程专业‘校企协同，创新发展’改革探索与实践”；2016年度辽宁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软件
工程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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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工程专业教学质量监控措施(Teaching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知识、培养学生能力和素质的主要途径。课堂教学工作包括

3.1 确立人才培养方案

与改进五个阶段，针对这五个阶段，制定了软件工程专业课

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IT企业人才需求监控软件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及人才培养方案的确定。软件工程专

课程总体设计、教学准备、教学实施、课程考核、课程总结

堂教学设计规范。
3.2.3 毕业设计规范

业人才培养方案采用三级论证的方式(图2)，对专业结构进行

毕业设计(论文)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

优化调整，突出软件工程专业“工程”的特点，强调培养学

节，是学生在校学习的最后阶段和质量总检查。软件工程系

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力争把软件工程专业打造成为国内同类

从加强毕业设计(论文)的严格、科学和规范化管理出发，设置

高校中具有领先水平的专业。

了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组，以《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本科生毕业
设计(论文)工作规范》为基本依据，制定了软件工程系软件工

m

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范。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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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控制流程如图3所示。

图2 人才培养方案论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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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Demonstration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plan
结合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求以及软件工程专业特
点，培养掌握移动互联网应用系统开发方法、技术及国际工
程标准，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具备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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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软件开发人才。软件工程专业面向移动互联网产
业需求，与知名IT企业共建专业，合作开发实践教学资源，

图3 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控制流程

参照企业软件开发流程与规范，指导学生进行项目开发，培

Fig.3 Quality control process of graduation project(thesis)

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并通过与国外高校及

3.2.4 实习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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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作，开展国际化课堂，试行双语教学等，培养具有国

为了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软件工程系组织大三

际视野的软件工程人才。

本科生及大二专科生进行企业实习工作。通过实习，使学生

3.2 规范教学环节

更快熟悉企业工作环境及流程，提高职业素养与岗位胜任能

在执行校级质量标准的指出上，制定了软件工程专业

力，为实现更好的就业做准备。

质量标准，包括教学资源建设规范、课程教学设计规范、

一方面，软件工程系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

软件工程系教学手册规范、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实习管理

式，努力建设实习实践基地，为学生创造实习实践场所。另

规范等。

一方面，加强学生实习期间的过程管理，与企业密切配合，

3.2.1 教学资源建设规范

共同努力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高质量的教学资源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教学资

为了更好地组织与管理实习工作，软件工程系成立了

源建设应立足专业人培养方案。软件工程专业教学资源建设

实习工作管理小组，由系主管实践教学的副主任担任组长，

以专业压顶石项目为准绳，分别针对课程和项目制定了详实

由系党支部书记担任副组长，成员由专业教师和素质教师组

的建设规范。其中，课程的教学资源包括教学大纲、课件、

成。制定了软件工程系教学实习制度、软件工程系教学实习

项目资源、慕课资源、习题资源、考试资源等，项目的教学

实施方案、软件工程系实习实践基地认定办法及软件工程系

资源包括教学大纲、课件、工程文档、软件产品功能、习题

实践教学基地协议签署工作流程等。

库、试题库等。

3.3 信息的收集

3.2.2 课程教学设计规范
课堂教学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是教师传授

运用“教学质量管理平台”“教学文档管理平台”“毕
业设计管理平台”等信息化平台实施系级教学质量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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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集，并进行及时的统计、检测、反馈，极大地提高了工

方便、快捷、效率高。包括学生对核心课程授课效果的意见

作效率和信息的有效性。

反馈、教师之间听课意见反馈等；其中，教学质量监控系统

此外，定期组织各年级学生座谈，了解学生在课程教

方便任课教师、质控委员和教学单位领导进行三方的实时交

学与专业学习过程中的情况及所需支持，着重了解学生对

流，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解决，同样提供管理部门统计分

教师、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核、课堂组织、课堂管理

析的功能。综合质量评价系统主要用来开展学评教、同行评

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改进课堂教学效果，提升人才

教、教学单位评教、学评课、学评教材，以及课程满意度的

培养质量。

调查等工作，信息收集快速便捷，反馈及时便利。

3.4 教学质量评价

专业需要定期提交教学质量持续改进跟踪反馈单，内容

3.4.1 教学环节评价

包括：课堂教学文档、课程考核质量和毕业设计。

自查和学校抽查的方式，软件工程专业授课教师需要定期自
查教学进度、课程实践项目实施情况、考核落实情况以及学
生学习效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找应对措施整改并分享给课
程组教师授课经验。团队定期收集教师课程教学过程自查情
况及整改情况，系内对团队提交的自查记录抽查。学校组成
专家组采取现场抽查、材料评审、成绩评定等形式，最终给

线下反馈主要包括年终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结果反馈；

m

评价采用教师个人自查、专业教育管理团队自查、系部

此外，学生也可以通过主任信箱反馈问题。

学期中期专业学生约谈、学期初素质教师和专业教师交流
会等。

co

此，需要对这两个环节的实施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价。

4 培养效果(Cultivation effect)

我们依据第三方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解决方案专业机构
麦可思发布的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

z.

课程考核和毕业设计(论文)都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因

告，从毕业生的非失业率、月收入、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就
业现状满意度等方面来考查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4.1 非失业率

cz

予各教学单位相应的教学过程评价成绩。
3.4.2 教学效果评价

教师、课程、教材是教学质量的重要组成要素，必须要

非失业率是指在毕业半年后非失业人数占毕业生总人数

的比例；分子是受雇全职工作人员、受雇半职工作人员、自

满意度调查、对重点课程的评价以及对重点教材的评价，特

主创业就业人员、毕业后入伍人员、毕业后读研和留学的人

别是建立了与TOPCARES-CDIO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教师

员，分母是全体毕业生人数。

教学质量评价模型(MTQ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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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评价。学校每学期统一组织学生对课程的

我校2015届毕业半年后的非失业率为93.0%，软件工程
系是我校非失业率最高的院系；其中，软件工程(软件测试方

是学评教、委员评教、教学单位评教以及同行评教，如图4

向)、软件工程(软件服务外包方向)两个专业方向毕业半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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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模型(MTQE)有四个评价维度，分别

所示，其中学评教和委员评教由学校统一组织，教学单位评

非失业率最高，均为100%。图5为软件工程专业近三年非失业

教由教学单位(系部)组织，同行评教由专业教育管理团队组

率分布。

织。评价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结
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平台进
行实施。

图5 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生非失业率

Fig.5 Unemployment rate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graduates
图4 教学质量评价模型

Fig.4 Model of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3.5 教学结果反馈
在线反馈主要通过“质量管理平台”进行，其特点是

4.2 月收入
近三年，我校毕业生的月收入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且
与全国非“211”本科院校相比优势明显；图6为软件工程专
业近三年月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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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培养方案、规范教学环节、评价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具
体做法。
当然，现行的质量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不
断的实践过程中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比如，目前的教学评价
指标大多注重课堂理论教学环节，对于实践性教学等环节监
控力度不够，对于课前准备和课后反思总结等环节的监控和
评价也差强人意。教学质量评价监控环节将评价标准的制定
作为工作的重心，对于评价监控的信息反馈不够重视，得到
的数据不能及时准确地进行分析处理，以及对分析结果反映

图6 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生月收入

Fig.6 Monthly income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graduates

的问题不能给予妥善地跟踪解决。
针对存在的问题，改进和完善教学质量评价和监控体系

2015届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85%)较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m

4.3 专业相关度

首先，重视相关文件制度的完善。质量监控和评价环节的

前两届(分别为68%、66%)均有所提高(图7)，反映了软件工程

相关制度条款应该及时形成工作文件，以便教学质量监控和评

co

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效果进一步提升，有更多的毕业生能够学

价工作有章可循，进一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有所用。

其次，调动相关管理人员、教师、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

z.

性。质量监控和评价需要三者的相互配合，任何一方既是被
监控和被评价的对象，又是监控和评价的主体。只有调动广
大学生、教师以及教学管理人员主观积极性，才能顺利运行
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

cz

再次，持续改进教学质量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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