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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进行的背景
下，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战略性
基础。2018年 9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
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强调了我国建设
高水平本科高校教育的重要意义和形式需要，提出应用
型本科高校要结合办学特色努力建设一流专业，提高专
业建设质量。应用型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流应用型本
科教育区域特色鲜明，以培养面向区域经济、具有专业知
识、实践能力强、富有创新性和职业素养的应用型人才为
办学目标[1]。在国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构建与一流应
用型本科院校相匹配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促进和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

在高等教育领域，专业认证被国内外高校广泛采纳，
是高等学校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方法和途径[2]。美国是世
界高等教育评估发源地，高等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在美国
已有 100多年历史。自 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商学院逐
渐引入国际商科专业认证，绝大多数获得认证的商学院
属于国内一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申请并获得的商科专
业认证以 AACSB（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和 EQUIS（European Quality Im－
provement System）为主。AACSB和 EQUIS强调创新和
卓越，关注商学院整体的学术实力及社会影响，设置标准
高，我国应用型商学院采用上述认证标准的可行性不高。
ACBSP（The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Business Schools
and Programs）是美国第二大商科专业认证机构，获得美
国高等教育认证理事会（CHEA）认可，在全球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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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

1000家认证单位。相对于 AACSB和 EQUIS对认证单位
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的高标准要求，ACBSP 强调卓越教
学，追求优异的教学质量，是一种承认并且强调教学和学
习成果质量的资格认证，认证标准适用于我国应用型商
学院及商科专业。
本文在深入分析美国认证体系的基础上，对高校内

部质量保障体系进行界定，通过对 ACBSP认证标准框架
和认证特点的剖析，围绕学习成果评估，从组织机构、管
理机制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构建面向一流应用型商学院
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为一流应用型商学院内部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二、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及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

系界定

（一）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由政府、民间认证机构和高

等院校共同组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如图 1所示）：
第一层次是美国联邦教育局（USDE）和美国高等教

育认证理事会（CHEA）。USDE和 CHEA在认证体系中的
主要职责是对认证机构做出资格认可。只有通过 USDE
或者 CHEA资格认可的机构才具有对高等院校或专业
进行认证的资格。
第二层是认证机构。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主要分为院

校认证和专业认证。院校认证的对象是大学，院校认证对
高等院校办学目标、师资力量、经费来源、教学质量等方
面的整体评估，通过院校认证的高等院校才能够获得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拨款，吸引学生就读。院校认证又可分为
区域认证和全国性认证。根据 2019年 7月 CHEA资料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区域认证机构主要有 7个，分别是中
部区域认证委员会（MSCHE）、西北部区域认证委员会
（NWCCU）、中北部区域认证委员会（HLC）、新英格兰区
域认证委员会（NECHE）、南部区域认证委员会（SAC－
SCOC）、西部区域认证委员会（WSCUC）和西部专科院校
区域认证委员会（ACCJC）。全国性认证机构包含 5个宗
教类认证机构和 7个职业认证机构；专业认证的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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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学位项目和学院，专业认证由美国 78个行业或学
科专业认证机构负责，主要针对专业师资队伍、生源情
况、教学管理、学生学习成果、教学设施等方面进行评估。
专业认证有利于促进专业教学质量、吸引生源并获得更
多政府和社会资助。
美国主要有三个专业认证机构对商学院及工商管理

专业开展专业认证，分别是 AACSB、ACBSP和 IACBE。
第三层是高等院校。美国高等院校首先向所属区域

的院校认证机构提出认证申请，获得院校认证资格后，美

国高等院校相关学院或专业可以向专业认证机构提出认
证申请。通过院校认证机构或其它专业认证机构认证后，
各院校学生可实现学分相互转换，各院校颁发的学位证
书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
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有一定的认证有效期，通常情

况下为 5到 10年，认证有效期内，认证有效期过后需要
向认证机构重新申请认证[3]。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的认证
流程和要求充分体现了美国高等院校教育质量持续改进
的特点。

表 1 ACBSP专业认证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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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下高校内部质量保障
体系界定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下，质量保障体系可以分为

认证监控外部体系和高校内部教学管理体系两个层面。
认证监控外部体系涉及 CHEA和 USDE对认证机构的
资格认可，以及认证机构对高等院校的认证行为。高校内
部教学管理体系指高等院校依据认证机构标准开展自我
学习，不断提升教育质量，通过认证机构认证的全过程。

三、ACBSP专业认证标准框架及特点
ACBSP成立于 1988年，认证对象为商学院及商科

相关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项目，认证目标为地区级中
小型高等院校，认证标准追求卓越教学和优异教学质量，
强调教学成果的持续改进。
（一）ACBSP专业认证标准框架
ACBSP认证标准主要基于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

奖教育标准和 OBE教育理念，从领导力、战略计划、关注
学生和利益相关者、学生学习评估、关注教职工、课程设
置、部门业绩 7个方面[4]对认证单位进行评估，确保认证
单位的高效管理和教育质量提升。ACBSP专业认证标准
框架如表 1所示。
（二）ACBSP专业认证标准特点
从 ACBSP专业认证标准具体要求和考核标准可以

看出，ACBSP认证标准有如下特点：
1. 以学生为中心。ACBSP认证标准围绕的核心问题

是学生，从学生道德标准、价值观、学生满意度、学生学习
成果、教师教学能力、课程设置、教育资源等方面对认证
单位提出考核要求。

2. 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ACBSP认证标准明确提
出了认证单位学生学习成果评估要求，并要求围绕学生
学习成果评估对教师授课质量、课程设置、学生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满意度进行持续改进。

3. 教学管理工作的持续改进。ACBSP认证标准要求
认证单位构建教学管理组织机构，以学生学习产出为导
向，构建可持续改进的闭环管理流程。

4. 强调认证单位与行业和企业的深度合作。ACBSP
倡导参与认证的专业与行业和企业在课程设置、授课教
师、学习成果评估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并制定可持续改进
管理流程，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

四、基于 ACBSP 认证标准的一流应用型商学院内
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一流应用型商学院应围绕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富

有区域特色的应用型人才。人才培养应与社会、行业和企
业对接，探索产教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人才培养质
量接受政府、社会、行业和企业的监督，构建教学质量持
续改进的内部治理保障体系[5]。

ACBSP认证标准框架和特点与一流应用型商学院
办学目标契合度高。基于 ACBSP认证标准，可以按照“以
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学习成果持续改进”的思路，
构建“以组织结构为基础、闭环考核评估机制为核心、教
学质量监督机制为输出”面向一流应用型商学院的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路线如图 2所示：

1. 成立教学管理职能委员会，解决教学质量管理组
织机构建设问题
依据认证标准构建教学管理组织机构是商学院开展

专业认证工作的基础[6]。按照 ACBSP认证标准要求，从教
学质量顶层设计评价、教学过程评价和培养结果评价三
个层面分别设置院、系层级专业发展委员会、课程建设委
员会、校企联合发展委员会、科研规划委员会、教师发展
委员会和学习成果评估委员会等六个教学质量管理委员
会。学院级教学管理委员会和系级教学管理委员会需要
定期召开会议落实教学质量管理工作，在管理职能上要
与校级组织机构实现无缝对接。

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学习成果持
续改进”的闭环教学质量评估机制，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
改进
在学习成果评估中，学习成果评估委员会在分析毕

业生学习成果的基础上，衡量毕业生专业学习产出是否
达标，并联合专业发展委员会、校企联合发展委员会对行
业发展动态进行分析，对专业培养目标、专业学习产出和
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基于新的专业培养目标和专业
学习产出，课程建设委员会对课程体系进行论证。学习成
果评估委员会基于新的课程学习成果评估结果开展新一
轮毕业生学习成果评估，形成学习成果闭环评估机制，促
进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3. 设计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解决教学质量监督机制
建设问题
一流应用型商学院人才培养需要行业和企业的参

与，人才培养质量同样需要行业、企业的监督。一流应用
型商学院教学质量监督机制需要在政府监督的基础上，
将行业、企业纳入质量监督体系。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
评估指标体系为指导，以 ACBSP认证标准为依据，结合
一流应用型商学院办学特色，从学生、校友、教师、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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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ACBSP认证标准的一流应用型商学院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路线

家长的角度构建一流应用型商学院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
系，周期性向政府、ACBSP认证机构、行业和企业公布教
学质量报告，接受多方监督。
培养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商

科人才是一流应用型商学院的办学目标。一流应用型商

学院应突出自身特色，深化产教融合，基于专业认证对接
国际先进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从教学管理组
织机构建设、教学管理流程制定和教学质量监督三个方

（下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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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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