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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PP 模式的高校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雷 蕾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 要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促进研究生教育的良好发展。基于 CIPP 模型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

证体系进行评价、监督与管理，找出其中的关键，发现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 CIPP 模式在高校研究

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运用，探讨 CIPP 模式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改进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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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promot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qual-

ity assurance system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is evaluated, monitored and managed based on the CIPP model. The

key poi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re found, and the solutions are proposed. Combining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 quality as-

surance system in the university by using CIPP mode, the improvement and effect of CIPP mode on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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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学生本科毕业之后继续进行深造和学习的

一种教育形式，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也逐渐步入正轨，跻身于世

界研究生教育行列，但相比于欧美等国家还相差甚远，所以研

究生教育质量问题成为限制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1]

随着世界经济的加速融合和研究生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研究生教育关系着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思想的繁

荣，但是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仍有待提高。

近年来 CIPP 模式逐渐兴起，结合 CIPP 模式构建高校研究生

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更加适应社会的潮流，

更关系到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败。基于 CIPP 模型对高

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进行评价、监督与管理，找出其中

的关键环节与关键点，并对这些关键要素进行实时的监控与培

养状况的反馈，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1 国内外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概况

我国研究生教育一直发展迅猛，高校招生人数越来越多，

研究生教育规模也愈发变大，数量上的急剧增加导致了人们越

来越关注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问题。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高

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从总体上看，目前

我国有关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正处于逐步

探索中，其中不仅借鉴了国外已有的成功案例，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使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逐步接近国际水准并具有国际竞

争力，而且还吸取了国内改革失利的经验教训，结合国内自身

的教育发展及政策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保证体系。

目前，我国建立了一套基本完整的研究生教育评估体系，

研究生教育评估体系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虽

然我国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

面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研究生教育保证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

成熟的体系和流程。然而在国外尤其是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习与发展”为中心，突出教育过程为

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与变化。以学生为中心就

是要倾听学生，以学生的角度看待学习、感知学习的环境，既要

关注教育过程，还要兼顾教育结果，教育结果不仅仅是“学习成

绩”，还代表在能力发展、职业准备等方面突出教育经历为学生

带来的“增值”意义。其次，采取可持续的评价方式，服务于院

校自身的教育改进。通过结构化问卷调查的方式，经过长时间

的积累，科学严密地分析数据，全面系统地分析与评价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的整体情况。最后，将管理、评估、办学三者分离，

又通过“数据使用”将三者联系起来，使其服务于回应社会问

责、确立教育标准等。

总之，上述特征反映出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发

达国家，在教育质量、学生发展及质量保证上有着根本改进。

2 CIPP 模式的理论概述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评价中心在 1966 年首次提出改良导

向评价模式——CIPP模式。该模式由背景评价（Context Evalu-

ation）、输入评价（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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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和结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四个环节构成。[2]

背景评价以描述服务背景、确定对象及其需要、判断需要

所存在的困难、界定本地资源和需要时机为目的；在教学初期，

教师需了解学生所掌握的特定知识和能力等，分析不利于学生

学习的因素，从而正确对所教学生因材施教。输入评价以确认

并评估系统的能力、预判所选择方案的可行性及进度为目的；

评价的标准和测验内容有效的反映了学校教学大纲对学生的

要求，学生受测验和评估的影响，进而正确调整学习状态，逐步

向特定学科的终极目标前进。过程评价以确认或预测系统中

的缺点，不断反馈过程的进度并记录活动等各种信息为目的；

教师既要评价学生学习，也要助其发展自身能力，使学生能够

独立发展并能正确评价自我；教师需要根据教学时所遇到的困

难及时改进教学方法及向学校反馈各方面信息。结果评价根

据背景、输入与过程信息之间的联系判断其价值与结果；学期

或课程结束后可根据最后的结果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能力水平及学习成绩的高低，可以对教师自身进行评价，可根

据学生或教师的评价判断是否需要改进。

CIPP 模式的特点 [3]是以决策为向导，为计划决策服务，确

定方案实施的背景，根据目的解决具体问题，为组织决策服务，

选择合适的策略及程序设计，判断方案实施的状况；为实施策

略服务，完善方案设计和程序，准确记录实施方案过程。方案

实施灵活，各种评价可以在方案实施前进行，亦可在其后，可实

施一种评价也可是多种。重视改进方案，可根据评价多次改进

方案，最终选定适合方法。判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完整性

评价综合运用，在不同时期运用不同性质评价方法可以更好地

发展教育活动，不断反馈结果。概括起来 CIPP 模式的典型特

点为过程性、全程性以及反馈性。

CIPP 评估模型相对普通模型而言，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

改进。其中的关键就是 CIPP 评估模型将重点放在了评估活动

上面，而结果评价又不仅仅放置于整个模型之后，重在对后续

培训产生了深远影响，意在推进培训的进程。[4]

3 基于 CIPP 模式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

3.1 研究生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研究生教育质量依旧存在许多问题。第一，教育质

量监控机构监控范围狭窄。我国大多数教育质量监控范围都

比较窄，一般只监控教学管理，而生活服务等与教学质量密切

相关的方面却没有监控到，而且对于教学质量监控过于严格，

从而忽略了专业认识、教学培养等方面的监控，使得很多院校

计划不完全。第二，组成人员缺乏对学生认识当前学习状态的

指导。教师的教学与学生密不可分，教学不仅围绕学生的学习

还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得出更适用于学生的培养计划。而学

生也要迎合教师完成培养，积极和教师进行沟通，但是由于部

分学生基础较差，学习能力欠缺，所以对自身认识能力不强，此

时应该需要教师正确指导学生完成学习目标与人格培养。第

三，教育质量监控方式的主体单一。在大多数高校中，教师只

针对教学进行监控，并不重视学生的个人发展情况，而各大企

业无法与学校融为一体，并不能参与学校一起培养学生的过

程，从而导致招收不到与岗位相符的学生，不能够适应我国社

会需求，这种趋势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第四，

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的运行缺乏具有特色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并且对出现的问题缺乏有效的反馈与落实。

3.2 CIPP 模式下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解析

构建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前提是了解社会背

景，知其社会环境、知识基础、经济基础等各方面的条件。其

中，培养过程是核心，一套完整的培养方案是在理解学校各方

面条件的基础下建立的，需对学校资源进行可行性分析，最后

对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甚至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总结。

依据《高等教育法》，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

科学发展观，主动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及经济全球

化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全面推

进创新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国家、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电子信息行业培养社会责任感强、基础扎

实、实践能力强、务实创新的行业骨干。[5]在全国各地招收本科

毕业生，不仅招收成绩突出的学生，而且还要注重德智体美劳

等方面的发展。招收人数适宜本校师资力量，教师与学生比例

协调。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专业特色建设，在全面总结过

去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强化专业办学优势，因材施教，创建

个性化培养体系，针对学生学习发展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实

施个性化培养，使教育质量监控范围扩大。各专业要根据学校

的人才培养目标，结合专业实际情况，创建不同规格的培养体

系。以就业需求为导向，加强人才培养社会适应性，教育质量

监控的方式多样化，引导学生跨专业学习，促进多专业、多课程

知识与能力的交叉复合，使学生毕业后更能适应社会潮流。构

建通识核心课程体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涉猎不同方面的

专业知识，丰富学生的创新能力。根据培养后得出的数据总

结出学生总体素养、个人能力、学习能力等各方面内容，同时

也要兼顾社会方面对待学生的看法及影响，并及时反馈教学

中的失误。

3.3 CIPP 模式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实证研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专业以服务交通运输行

业为目标，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专业基础，工程实践能力、技术创

新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强，附属设施等领域独立完成项目规

划、项目设计与实施、科技创新与技术开发、项目组织管理等

工作。

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硕士点主要为工程实际应用培养具有

创新能力的优秀工程师型人才，硕士培养模式应以课程学习

结合专业实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最后的培养结果以

学位论文或工程报告形式呈现。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应在第

一学年内完成，然后开展专业实践，以工程应用为背景的硕士

生完成专业实践的时间不应少于六个月。学位论文或工程报

告的撰写时间一般不会少于一年，同时撰写过程中应结合理

论知识和专业实践内容。建议采取双导师的培养模式，校内

导师以讲授理论知识为主，校外导师负责带领学生参加实践

培训，两名导师均在课题的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等环节中对

学生进行指导。无论是给学生传授理论知识，还是带领其参

与实践研究，两者都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

素养，帮助学生开拓视野，增加实际工作的经验，完善就业创

业能力。学生达到毕业条件并完成学位论文后，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全日制工程硕士学

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规定的办法进行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

和学位授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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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以确定目标为前提，培养方案的制定为基础，培养过程的

进行为核心，培养质量的评价为关键的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

证体系的模型能够更好地结合 CIPP 模式。实施 CIPP 模式下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总体上说对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的学

生利大于弊，不仅学生就业率大大提高，而且提高了学生自身

素养。对于社会影响较为强烈，保证体系适应社会发展，顺应

国际潮流。

高校研究生教育是复杂而又重要的工程，本文就桂林电子

科技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为例深入研究探索基于CIPP模式下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未来着眼于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的高校，结合其办学目标、专业设置、学科设置、师资力量改进

体系，创造出适合学生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保证体系，形成更有针对性、更准确、更可靠的教育状况评估，

从而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

（2018XWYJ01）; 广 西 中 青 年教 师 基 础 能力 提 升 项 目

（2017KY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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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7页）干实验室、实验室下设实验分室，通过重新规划、

合理安排，有机整合，按功能划分实验室，使得现有教学资源利

用最大化。

2.2 改革开放力度，改进管理手段

采取开放创新模式。一是在农学院实验中心网上公布开

放研究课题，吸引一些优秀学生较早地参加老师的科研活动。

二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各类学科竞赛活动。三是将实

验纳入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修自己感兴

趣的实验课题，学校支持学生进行创新设计实验。通过开展学

科竞赛活动以及开设实验课，营造良好的实践氛围，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团结协作精神和创新能力，从而带动人才培养体

系的改革。这样既能提高实验仪器使用效率又能完善以教学

为导向的实验室建设。

2.3 提高实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建设一个良好的实验室制度，明确奖励和惩罚措施，激发

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对实验员进行综合能力的考评，将其分到

最适合的工作岗位，对于实验室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着很好的作

用，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强化相应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多

优秀的人才参与到实验室的工作中来。同时学校应该大力鼓

励实验技术人员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他们的知识

理论水平。此外需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大量开展讲座，使得

高校实验平台的安全使用规范、避免安全隐患和强化人身安全

的自我保护意识等众多理念能够深入人心。

2.4 完善教学质量方针，提升创新力

作为高等院校，我们需要根据创新型人才这一特定目标去

制定和完善周密详细的实验教学计划方针。在增加教学实践

的课程时，我们也要相应的增加综合性应用类课程，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才能完成培养大学生独立自主实践操作创新能力这

一特定目标。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我们需结合国

际化教学方案进行针对性教学，因材施教，提升教学质量的要

求，增强学生实践操作的锻炼，从而全面提升大学生实践创新

能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此，我们需要高级职称的教师

根据方针计划进行专业实践授课，从而提升学生专业学科的积

极学习氛围。

3 结束语

针对农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我们需根据目前所处的

国际大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针对性的制定，目前的教

学重中之重是全面地提高我们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为了

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

作为高等院校的我们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实验科研的培养机

制，将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推进学校企业之间的合作、

国际人才之间的交流。学校的发展应以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为核心，充分利用学校已有实验教学资源，开设相关综合性

实验课程，给学生提供更好实验教学平台的同时，实现高效率

的实验教学，从而达到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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