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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各教学院（部、中心）：

为进一步强化过程监控，深入了解教学运行状况，保证教学秩序

的良好运行，促进我校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根据本学期教

学工作安排，学校于 4 月 24 日-5 月 8 日开展期中教学检查。现将检

查结果通报如下：

一 、检查形式

本次教学检查分各教学院（部、中心）的自查和学校检查组的现

场检查两阶段进行。4 月 24 日-28 日，各教学院（部、中心）围绕检

查内容进行自查；5 月 2 日-8 日，学校教学检查工作组对 15 个教学单

位进行了现场检查。

二 、检查内容

主要围绕日常教学秩序，作业、试卷及成绩管理，实践教学环节

和“卓越计划”企业学习四个方面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了

学院领导、教学督导组对新进教师、青年教师（40 周岁以下），集中

听课、评议和反馈情况；所有教学资料的归档情况（毕业设计资料、

课程设计资料、试卷等的批阅情况）；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成绩

异常课程（优秀率/不及格率达 30%的课程）的门数和比例，试卷难易

程度分析等原因分析以及改进措施；实践教学环节落实情况。

4 月 26 日检查工作组召开了工作布置会，同时为了掌握各类教学

运行情况，4 月 24 日-28 日，检查工作组进行了随堂听课与教学秩序

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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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场检查情况

对照各项检查内容，学校期中教学检查组对各教学单位相关材料

进行了认真查阅，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教学秩序

1、教师配备情况

各学院（部、中心）教师配备合理，本学期各学院（部、中心）在安

排教师授课任务时，正、副教授均承担了本科生主干课程教学，授课门数

基本控制在 3 门以内，周课时未超过 20，符合学校相关规定。辅导员、外

聘教师授课符合要求，新进教师授课基本符合要求。

存在的问题：

（1）经核实有 2位新进教师周学时超过周 8：设计艺术学院 2位；

（2）有 1位教师授课门数超过 4 门：设计艺术学院 1 位。

2、教师调（停）课情况

各教学院（部、中心）本学期加强了对教师常规教学管理，绝大部分

教学院教师调（停）课次数少。对因私临时调（停）课进行了严格管理，

绝大部分临时调（停）课手续填写完整、规范，都有存档。

存在的问题：个别学院调（停）课申请填写不规范，未留学生班级联

系方式，调课课程名称填写不相符等。

3、开学以来的班务日志填写情况

随机抽查了各学院不低于班级总数 30%的班务日志，内容填写规

范的有管理学院、电气信息学院、经济学院、纺织服装学院，评议或

建议栏填写完整，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有具体、详实的建议。化学化工

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对比上学期，改进很大，填写规范、完整。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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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别学院班务日志填写有待规范，未填写“评议或建议”栏

目；

（2）对学生到课情况记录不详细，个别学院查阅无签名；

（3）班务日志记载的调停课情况与学院调停课申请单不一致。

4、教研室活动计划及实施情况，包括新进教师指导，教学研讨、

教学观摩和相互听课情况

本次检查了 69个教研室，基本制定了工作计划，常规教研活动开展有

序，有 53个教研室开展了 5次以上的教研活动。65个教研室开展了 1 次或

1次以上的教学观摩活动，4 个教研室未组织。教研活动开展总体情况较好，

研讨主题丰富，基本能围绕教学相关内容进行。各教学院（部、中心）均

组织了教师相互听课，共听课 1206 次。大部分学院对新进教师安排了相应

的指导教师，部分学院有青年教师指导工作计划表，有老带新相互听课记

录。

存在的问题：

（1）个别教研室用旧版的教研室周记，教研室研讨的记录少；

（2）个别教研室不注意平时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存在补填现

象，前后日期不一致；

（3）部分学院没有对新进教师的考核办法和考核意见；

（4）有部分学院没有用教师相互听课专用表，总体评价缺少个性，

建议的内容不中肯。

5、教学督导工作情况，学院领导和教学督导组对新进教师及青年教师

（40 周岁以下），集中听课、评议和反馈情况

各学院制定了督导工作计划，开展了 2 次以上专项检查，均有原始记

录，绝大部分学院检查材料汇总完整，比较突出的有电气信息学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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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绝大部分学院督导组安排了集中听

课，有相关评议表，听课次数达到要求，并提出了整改意见。

存在的问题：

（1）个别学院督导工作计划过于简单；

（2）个别学院专项检查原始记录过于简单，有的用手写资料，同时未

见整改记录；

（3）部分学院没有专注对新进教师和青年教师的集中听课评议，个别

学院新进教师课堂准备不充分；

（4）个别学院没有集中听课评议材料。

6、随堂听课与教学秩序抽查

检查组深入课堂教学一线，进行了随堂听课与教学秩序抽查，共计听

课 22人次。课堂教学秩序总体情况良好，绝大部分教师授课重点难点突出，

教学效果良好，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存在的问题：

但个别课堂应加强对学生管理，适当运用启发式等教学方法，注意加

强课堂互动。

建议：

（1）合理安排新进教师的教学任务，加强对外聘教师资质的审查，课

堂教学加强以老带新力度。学院加强新进教师课堂教学环节培训，做到课

堂准备充分，带讲义讲稿进课堂，督促新进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2）班务日志填写应进一步规范、完善，起到对班级教学活动的原始

记载作用，学院应定期汇总学生对教学的建议，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

题。

（3）教研室应加强相互听课后的评议环节，改进教学效果，多开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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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研讨。

（4）院部教学督导组后期应加大集中听课覆盖率，对新进教师及青年

教师（40 周岁以下）的集中听课覆盖面每学期不低于 80%，并及时进行评

议和反馈。

（二）作业、试卷及成绩管理

1、各类型试卷命题、评阅、归档情况

上一学期各类型考试试卷存档材料齐全，各项内容填写完整，试

卷装订整齐规范，并按照学校要求统一归档；大部分试卷试题题量、

难易程度、覆盖面适当，重点突出，题型结构设计合理科学，符合考

试的要求；绝大部分试卷有规范的答案及评分标准，试卷分析有针对

性，并提出改进措施；试卷批阅规范，试卷不规范的现象大大减少。

存在的问题：

（1）试卷命题方面

①此次检查中发现有一门课程与 B卷重复率超过 30%。

②个别老师试卷命题不仔细，不严谨，存在序号不连续或序号层

次编排混乱。

③少数教师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中大于 10 分值的题没有分步计

分标准；分步计分标准与该题分值不符，或与试卷分值不符。

（2）试卷评阅方面

①少数试卷评阅工作欠细致或没有良好的批阅习惯，分数更改没

有签名，尤其是重修补考试卷；有少数试卷存在送分嫌疑。

②扣分不规范：少数教师批阅给分不打“√”，或扣了分，但批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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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也是“√”，个别老师用斜线代替“×”。

③正负分标记不规范：少数老师将正分写在题尾。

（3）有些试卷分析偏简单，试卷改进方面、出错最多的知识点栏

空白或写“无”；极少数试卷按期评成绩进行分数段统计和分析，而

不是按照试卷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对试卷难易程度、题型、题量

方面的分析与考试成绩实际情况不符或不妥，简单用“难易程度适中，

题量恰当”等话语描述。

（4）平时成绩的评定

①只有机械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的平时成绩登记表在试卷装订时

放在原始成绩下面统一装订，化学化工学院由学院统一收集存档，外

国语学院由各教研室统一收集存档，其余学院未看到平时成绩登记表

及原始记录依据。

②有个别教师平时成绩评定不合理，随意性大，考查项目单一。

2、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成绩分布及成绩异常情况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优秀率/不及格率达 30%的课程

(以授课班级计算)共 59门，其中优秀率超过 30%的课程有 8门，不及

格率超过 30%的课程有 51门。与去年同期相比，成绩异常总课程门数

上升 31%，其中不及格率超过 30%的课程门数上升 88%。只有设计艺

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试卷难易控制得当，

无异常成绩。成绩异常课程的任课老师都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了改

进措施，但有个别老师的考试质量分析报告简单，没有具体的改进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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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业布置及批阅情况

绝大部分作业布置数与授课计划数基本相符，教师能全批全改，

批阅认真。

建议：

（1）学院在试卷命题、审核、评阅等环节进行规范培训，对任课

教师反复强调和宣讲，特别是新引进的教师及外聘教师。

（2）为规范平时成绩的评定，避免随意性，要求学院进行统一规

范，将平时成绩登记表及原始记录依据统一提交至学院或教研室存档，

或连同打印的成绩记录表一起装订在试卷中。

（3）全校范围内统一试卷模版，要求任课教师在命题时第一道大

题前插入得分框，以规范教师评阅试卷时正分的标注。

（4）试卷批阅规范程度相对去年同期检查改进很好，但仍然存在

有些问题和现象再次出现在同一位老师所批阅的试卷上，学院要将具

体检查结果逐一反馈给检查有问题的老师，督促老师在试卷命题和评

阅时做到仔细认真规范，并整改问题，避免同一问题再次出现。带有

共性或出现比较多的问题和现象，学院要统一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宣

讲，以规范并整改。

（5）要求任课老师考试时到考场巡考，发现试卷命题有问题及时

整改，学院督导在自查学院的试卷时发现问题要求老师整改。

（6）要求任课老师能因材施教，加强过程教育和课外学生辅导，

命题时能严格把握试卷难易程度，严格控制考试优秀率和及格率在规

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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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工作检查情况

1、实验授课执行情况

经现场检查，各教学院（部、中心）绝大部分实验授课计划规范、

标准，总体执行情况良好，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1）个别学院实验授课计划项目、执行次数，与计划不符；

（2）个别学院的实验记录手册登记，未按年份分开写；

（3）个别学院的实验记录填写不完整；

（4）少数专业的实验授课计划是多名教师、多个专业共用同一份，

不便按专业检查落实。

2、实习环节落实情况

经现场检查，各教学院（部、中心）实习计划与总结已归档，实

习报告已批阅，存在的问题集中在报告格式和实习组织方面，具体是：

（1）少数学院实习的报告格式不对、信息不完整，如缺教师批阅

栏，教师批阅只有成绩但无签名；

（2）少数学院实习工作计划和总结的版本还是旧版本；

（3）少数学院未对学生个人外出实习进行严格规范管理，出现了

学生申请外出实习申请材料不齐全、审批表签名未到位、部分资料缺

失等问题；

（4）个别学院某些实习环节向学生收取一定费用的情况。

3、立项在建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等各类实践实习基地的

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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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检查结合资料检查，各教学院（部、中心）能够高度重视

各类基地项目的建设，积极探索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总体情况良

好，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1）普遍存在因投入资金不足，制约基地项目的深度建设；

（2）个别院（部、中心）校级实践实习基地深度合作不够，如没

有联合开发的教学项目、共同开发的课程资源等；

（3）个别院（部、中心）未对基地建设工作进行总结；

（4）省校两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的建设整体滞后。

4、2013 级毕业设计（论文）进展情况

经现场检查，各教学院的 2013 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均能够按

照计划完成开题报告和文献综述，毕业设计（论文）进展整体情况较

好，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1）少数学院指导老师指导学生数超过学校规定的 8人；

（2）个别学院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大标题相同；

（3）少数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范围偏大，尤其以文科类专业

较为突出。

建议：

（1）各院（部、中心）应严格按照教务处统一制定的实验授课计

划、实习工作计划和实习总结的模板进行填写，并进行装订；实验工

作记录本应将二本、三本学生实验记录分开登记，按年份或学期存档。

（2）各院（部、中心）应严格按照教务处（卓越办）制定的学生

个人外出实习申请要求完整办理审批手续，并督促专业指导教师加强

对分散实习学生的组织和指导；指导教师对个人在外分散实习的学生

进行的指导应形成文案记录，留存备查；部分专业开展的实习确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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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紧张，需向学生收取一定实习经费的，务必要做到账务公开、透明，

合理开支经费，并向每一位参加实习的学生宣讲。

（3）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

监控管理，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论文）都应为学生确定难度适中、

有一定代表性且不易雷同的选题，避免学生抄袭。目前，有部分学院

开展了毕业设计（论文）开题答辩，效果较好，有一定的推广和借鉴

作用。

（4）学校在加大对各级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支持力度的同时，各院

（部、中心）应以各级实践基地平台建设为契机，加强与行业企业的

联系，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

（四）“卓越计划”开展情况

1、2013 级卓越班学生企业学习情况

电气信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2013

级卓越班学生均按要求完成了企业学习任务，实践环节开展情况较好，

学习资料归档、批阅情况良好。

2、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情况

学校“卓越计划”校内课堂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整体进展情

况较好，部分任课教师提高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教

学效果，但检查中也发现了以下问题：

（1）个别学院少数 2013 级卓越班学生的企业学习资料校内导师

未进行批阅；

（2）少数学院 2013 级卓越班学生企业学习考核材料未收齐；

（3）少数学院未提交“卓越计划”校内课堂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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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结；部分任课教师未认真撰写“卓越计划”校内课堂教学方法与

手段改革的个人总结。

建议：

（1）各“卓越计划”实施学院应加强对企业学习的过程控制和教

学检查，针对问题及时处理。

（2）承担了“卓越计划”专业教学任务的学院应加强对“卓越计

划”任课教师课堂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情况考核评价，提高教学

改革成效。

四 、总结

各教学院（部、中心）要针对通报中反映出的问题，统一规范并

整改，对四个检查组分项提出的建议，进行有针对性的对照改进，进

一步规范日常教学管理，将整改落到实处。并撰写整改总结材料于 6

月 2日之前将电子稿(通过OA)和纸质稿一并交教学运行与质量管理科

谭玲玲处。

校期中教学检查组

教务处（卓越计划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