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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teaching qua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collegetrained personnel.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radar chart analysis, establishing a model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From five angles, the model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respectively, to give it the weight it quantified, so that the evaluation index is more intuitive, more specific.
The model has a wide range of features.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its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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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的优劣。本文引入雷达图分析法，

建立一种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价的模型。该模型从五个角度分析评价教学质量的高低，并分别赋予其权
重使其量化，从而使评价的指标更加直观、具体。该模型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实践表明，其对本科教
学质量的提高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雷达图分析法

1. 引言
提高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课堂教学
是教学的核心，其教学质量历来受到各高校的重视，
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确保教学质
量不断提高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教学管理研究的热
点问题、难点问题[1-8]。本文引入雷达图分析法，建立

量赋予不同的权值，从而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了全面
评价。实践结果表明，该评价体系对教学质量的提高
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评价指标的设立

了一个教学质量评价模型。该模型从五个方面入手，

目前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尚无统一标准，各个学校

并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结合，给每一个变

的评价指标和权重都不尽相同，并且都存在或多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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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首先是评价指标的设立不够合理和科学，不
能真实反映教学质量的状况，如对课堂教学的督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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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教学过程中的一些表面问题：多媒体课件播放速

评教、同行评教、领导评教、教师自评等多个方面，

度过快、文字字数过多以及文字不够醒目、教师进课

每个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评价指标，并根据各项指标

堂时间拖沓、作业批改不够仔细、教师在课堂上接听

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不同，分别赋予它们不同的权

手机等情况，对于这些问题的监督和处理是比较完善

重。

和彻底的，但对深层次的教学活动的督导却做得不
够，如教师是否积极与学生互动，教师是否能够通过
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等等。

2.2. 评价指标的权重
不同的评价指标对应于课堂教学中的不同环节，
其重要性各不相同，在总体教学质量中的权重也是不
同的。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对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指
标完备性、独立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的分析及验
证不全，从而使评价结果的可信度降低。

2.3. 评教的时效性
评教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教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以提高教学质量。目前的教评多在学期中和期
末进行，此时课程教学已完成了一半或已基本完成，
评教结果对本学期的教学工作已没有太大的影响，只
能“下次改进”。而“下次改进”的效果，往往无人
跟进，使评教流于形式。

3. 教学质量评价的原则
3.1. 教学质量的内涵
不同的教育理念导致对教学质量的不同理解和
把握，很多文献对此都进行了讨论[2,3]。可以从三个方

3.2.2. 可操作性
评价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应直观明了，便于量化和
测量，并具有层次性，避免指标之间的包容关系。对
于一些不可直接检测或不易检测的问题，应采用分
解、合成等方法，将其转化为可检测指标，以便于操
作。
3.2.3. 实时性
对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应贯穿课堂教学的整个
过程，学期初重点考察教学准备工作是否充分，继而
开展阶段性评教，并将结果实时反馈给教师，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4. 雷达图分析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模型
4.1. 雷达图分析法
雷达图[9,10](radar chart)亦称综合财务比率分析图
法，又可称为戴布拉图、蜘蛛网图、蛛网图，是企业
对综合实力进行评估而采用的一种财务评价方法。其
要点是将需要考察的方面分类，每类用数个指标表
示，以将动态和静态分析、横向和纵向分析结合起来，
从而得出分析主体的效率高低。

4.2. 评价指标的确定

面来定义教学质量：其一，教学质量是指学生达到既

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是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核心，

定教学目标的程度；其二，教学质量是指教学过程及

它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运

其效果所具有的，能用以鉴别其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的

行。可以从五个方面来选择评价指标

一切特性和特性的总和；其三，教学质量是人才培养
规格的整体结构，是学校办学和教学管理的总体成
果。由此，我们可将教学质量定义如下：教学质量是
指教学过程中，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学生的学习
效果达到某一标准的程度以及不同的公众对这种效
果的满意度。

3.2. 教学质量评价的原则
3.2.1. 完整性
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应包括督导专家评教、学生
18

4.2.1. 督导专家评教
目前各高校督导制度都已比较完善，督导专家对
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一般是从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
水平、教学资料、板书及多媒体课件的合理化应用等
方面进行。
4.2.2. 学生评教
学生通常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更关心教师的责任
心、讲课是否通俗易懂、是否照本宣科、是否在课外
能与学生交流沟通等因素。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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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同行评教

本文根据各高校评教的一般情况，采用组合优化

同行评教的主体一般应是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其对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
应主要从课程教学内容入手，是否符合大纲要求、重
点是否明确、是否能将本学科相关的最新科研成果补

方法，结合本校实际，提出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4.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充到教学中、考核内容是否合理、备课是否充分等。

选择评价指标的同时，必须根据其对教学质量的
重要程度赋予不同评价指标以不同的权重系数。权重

4.2.4. 领导评教
领导评教的主体应是院系领导及学院教学委员

系数的确定，对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等都起到

会成员，其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应从教师的师德等方面

十分重要的作用。常用的单准则指标权重赋予方法有

入手，如教师备课是否充分、教学过程和教学秩序组

以下几种[8]：

织是否很好、对学生的意见及问题能否及时解答、是
否尊重学生等。

4.3.1.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的本质就是邀请一批本行业的专家
和管理工作者，对权重系数直接发表意见；请每位专

4.2.5. 教师自评
教师自评是教学质量评价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教
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其自我反思与评价具有举足
轻重的意义。许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因为教学
经验不足，与学生的沟通不及时，往往自我感觉良好，

家为每一项综合评价指标直接赋予权重系数。此方法
易于操作，但受专家的主观影响较大。
4.3.2. 两两比较法

该方法是请专家对各评价指标对总目标的影

不能发现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将教师自评的结
果与他人评教的结果对比，可以使教师对自己的授课

响程度大小进行定性排序，并对指标逐对进行比

情况有全面客观的认识，促进其教学水平的提高。

较，求出比较后的重要性的比值系数，即可得到各

教师自我评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课程

指标的权重系数。如果专家们给出的各评价指标的

内容是否融会贯通、对本课程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

权重值相差过大，说明专家意见不一致，应进行讨

果是否了解、教学资料的准备是否充分、在课堂讲授

论，并重新进行以上给出，直至专家意见相对一致

中是否能激发和鼓励学生思考等。

为止。

Table 1. Evalu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and weight
表 1.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教学态度(32 分)

督导专家评教(100 分)

教学方法(40 分)

教学素质(28 分)

教学水平(40 分)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三级指标

分值

1. 课前准备是否充分。

8

2. 讲课认真。

8

3. 检查学生出勤情况。

6

4. 教学资料携带齐全。

10

1. 课堂教学组织灵活，讲课、条测、例题讲解等结合。

10

2. 教学内容容量适当，重点突出，难点分解。

10

3. 善于巧设疑问或创设情境，教学形象、具体，富于启迪。

10

4. 选择教学媒体恰当，利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提高效率。

10

1. 课堂调控能力强，教态自然。

6

2. 语言规范，板书科学、美观。

6

3. 能熟练地使用教学媒体，并与板书相结合。

8

4. 注重渗透德育，引导学法。

8

1. 教语言表达能力清晰明了。

10

2. 板书与课件使用是否得当。

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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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评教(100 分)

师生互动(28 分)

个人魅力(32 分)

教学内容(45 分)

同行评教(100 分)
教学方法(28 分)

教学相长(27 分)

教学态度(48 分)

领导评教(100 分)

课堂管理(52 分)

敬业精神(32 分)

教师自评(100 分)

教学水平(35 分)

个人能力(33 分)

20

3. 讲课通俗易懂，强调重点，难点讲解清楚。

10

4. 教学内容是否照本宣科。

10

1. 教师是否能觉察到课程气氛并有所反应。

6

2. 课间或课后是否能耐心回答问题。

8

3. 授课过程中，能否启发学生思考。

8

4. 是否批改作业。

6

1. 为人师表，有责任心，能严格要求学生。

8

2. 尊重学生，课外能与学生平等的交流沟通。

7

3. 知识渊博，讲授内容丰富。

10

4. 仪表端正，诚实、可信。

7

1. 教学内容符合大纲要求。

8

2. 选用优秀教材。

5

3. 能将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中。

8

4. 重点难点突出，详略得当。

8

5. 讲述内容充实，信息量大。

8

6. 考核内容合理

8

1. 能调动学生情绪，课堂气氛活跃

6

2. 课堂教学组织灵活，讲课、条测、例题讲解等结合。

6

3. 对课程内容娴熟，运用自如。

8

4. 注重知识的整体性。

8

1. 根据学生反映调整课堂教学内容。

8

2. 教师讲授与学生学习配合默契。

5

3. 给予学生思考、联想、创新的启迪。

8

4. 善于提问，与学生有明显互动。

6

1. 仪表庄重，举止亲切，态度自然，认真负责。

8

2. 知识熟练，语言准确、生动，板书简明、规范。

12

3. 知识渊博，教学艺术性强。

16

4. 讲课有热情，精神饱满。

12

1. 驾轻就熟，具有较强的课堂驾御能力。

12

2. 讲课有感染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14

3. 对课程内容娴熟，运用自如，课堂教学效率高。

16

4. 对问题的阐述深入浅出，有启发性。

10

1. 教学态度端正，工作认真。

8

2. 认真备课，课前准备充分。

10

3. 尊重学生，帮助学生解决各种问题。

8

4. 为人师表，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6

1. 有效地完成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目标。

10

2. 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7

3. 课堂师生交流充分、气氛活跃。

8

4. 根据学生特点调整教学内容。

10

1. 专业知识丰富，并能融会贯通。

10

2. 语言表达能力强。

8

3. 学生沟通能力好。

7

4. 综合素质高，能做到教书育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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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层次分析法

教、同行评教、领导评教和教师自评这五个一级指标，

该方法的核心是对决策行为、方案和决策对象进

双实线(外层的正五边形)表示优秀值，粗实线(内层的

行评价和选择，并对它们进行优劣排序，从而为决策

正五边形)表示及格线，短虚线表示青年教师教学质量

者提供定量的决策依据。运用该方法可以建立有序的

的雷达图，长虚线表示中年教师教学质量的雷达图，

递阶指标系统，再运用主观的两两指标比较对系统中

点划线表示老年教师教学质量的雷达图。

的各个指标进行比较评判，通过对这种比较综合评判

由图中可见，三位教师中，两位年长的教师各项

结果进行计算处理和一致性检验，即可获得各指标重

指标值的得分在伯仲之间，都接近优秀水平，而青年

要性大小不同的排序系数，即指标权重系数。

教师的指标值较低，基本上刚刚及格，这一结果和我

为便于操作，同时又最大限度的减少专家的主观

们掌握的情况及学生的反映基本相符合。

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将“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

在为这位青年教师逐一分析了其教学中存在的

综合的权重赋予法，即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将各项

问题后，我们于第十周，又对其进行了一次评教，结

指标排序，以确定各指标的层次，再根据同行专家的

果如图 2 所示，其中，短虚线仍表示第一次评教结果，

意见，确定每一个指标的权重，以各一级指标的总分

中长虚线表示第二次评教结果。由图可见，该教师的

为 100 将每个指标量化，得到每个二级指标和三级指

自评指标值有所下降，而其他各项指标值都有所上

标的值，如表 1。

升。这是因为通过评教活动，该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水

由已确定的各项指标及其权重，分别设计督导专

平有了比较客观的了解，而通过向有经验的教师求教

家、同行、领导和学生评教表，以及教师自评表，汇

以及与学生座谈等，从多方面提高了自己的教学水

总后，即可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评价。

平，使教学质量有了一定的提升。

4.4. 教学质量的雷达图模型

A1

4.4.1. 确定各指标的优秀值、及格线
以各指标值总分的 90%即 90 分为优秀值，60%
即 60 分作为及格线。

A2

A5

4.4.2. 计算各指标的实际值
根据各项评教结果，计算各三级指标的实际值，
并求和得到各二级和一级指标值。

根据计算得到的一级指标值，可绘制一级指标的
雷达图，也可根据需要，绘制二级指标或三级指标的

A3

A4

4.4.3. 绘制雷达分析图

Figure 1. Three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radar chart
图 1. 三位教师教学质量的雷达图

雷达图。

A1

4.5. 基于雷达图的教学质量评价实践及
结果分析
A2

A5

结合本校的教学检查活动，我们将本文所提出的
评价模型应用到教学质量评价的实践中。实践中，选
择了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年和中年教师各一名，刚参加
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一名，作为教学质量评价的对
象，首先在开学后的第三周进行了一次评教活动，用
所得到的各一级指标值绘制了雷达图，如图 1 所示。
图中，坐标 A1~A5 分别表示督导专家评教、学生评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A4

A3

Figure 2. Compares of young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radar graph
图 2. 青年教师教学质量的雷达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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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究过程中给予的资助，表示感谢。

教育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发展的核心，教学质量
的好坏，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建立一套切合实
际、科学完善、便于操作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对激
励教师认真做好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是非常重要
的。本文将雷达图分析法引入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
立了一个教学质量评价模型。该模型有五个一级评价
指标，每一个指标以及其下属的二级、三级指标都被
赋予不同的权值，从而可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了全面
评价。
我们将该方法应用到教学质量评价的实践中，结
果表明，该评价体系能够对教师的教学质量给出一个
客观的评价结果，因此，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有一定的
推动作用。

6. 致谢
本文对天津理工大学教学基金项目在本课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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