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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听课】

督导 2-3 月听课情况分析小结

本学期 1-5 周，督导组按照部门制定的听课计划进行全覆盖听课，重

点对新入职和上学期教学评测排名靠后的教师进行了听课检查，共听取了

92 位教师的课程 101 次(含两节连听)，其中本校教师 86 位（含双师和行

政兼课），外聘教师 6 位。具体听课情况分析如下：

一、听课情况分析

（一）开学伊始，各学院整体授课情况良好，教师均按照授课计划进

行教学，全校教学秩序良好。全校整体授课优秀率达到 56%，合格率 100%，

无不合格情况。详见下列图表:

表 1 各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分布表（1-5 周）

学院 听课节次 优秀节次 良好节次 合格节次 优秀率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33 20 13 0 61%

机械工程学院 12 0 12 0 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4 9 5 0 64%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
18 11 6 1 61%

管理工程学院 10 4 6 0 40%

艺术设计学院 11 11 0 0 100%



图 1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分布图（1-5 周）

（二）由于通识学院教师人数较多，故听课次数相对较高，其他学院

听课比重较平均，详见下图：

图 2 督导听课比例分布（1-5 周）



（三）根据教务系统内选课人数及督导实际听课核实人数，总出勤率

都比较高，约为 97%，但个别课程到课率不理想，经过核实，是由于 17级

学生中有一些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可以用来置换《大学英语（4）》

这门课程，但是系统中显示的是选课人数，未减掉这部分同学，因此核算

出的到课率相对较低。

图 3 各学院课程平均到课率（1-5 周）

二、课堂授课情况

学院 姓名 课程 评价

管理学院 张敏 基础工业工程

教学情况：教师准备充分，精神饱满，课程内容熟

悉，声音洪亮，要求严格，PPT 课件制作重点突出，

讲述条理清楚，能与学生互动、讲授内容重点、难

点突出，学生易于理解，课堂秩序较好，举例恰当，

能帮助学生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信息量较

大。

管理学院 张中英 市场营销学

教学情况：教师教学认真，对所授课程内容熟悉，

讲述、分析较清楚。特别是教师在讲课时，所授内

容既源于书本，但又不局限于书本，总结概括让学

生掌握其精华，即所说为课程内容的重点，只是在

讲课中再多一些典型实例配合，内容再深入一些效

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另外教师在讲课中语言稍显平

淡，能再激情一些。



学院 姓名 课程 评价

电气学院 梁美玉
FPGA原理及应用

I

教学情况：能以提问的形式复习上节课的重点。教

师上课准备充分，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口齿清楚，

语言表达流畅，所授课程内容熟悉，教学认真，PPT
课件制作良好，重点突出，难点讲解清楚。举例恰

当，能启发式帮助学生加强对知识的理解，讲解生

动。课堂掌控较好。

电气学院 范国强 电工技术

教学情况：教师准备充分，精神饱满，讲述条理清

楚，课程内容熟悉，语速节奏恰当。重点、难点突

出，举例恰当，PPT课件制作良好。重点能板书，

信息量大，教学认真。

通识学院 陈巧巧 创新与创意能力

教学情况：教师上课准备充分，精神饱满，上课有

激情，口齿清楚，语言表达流畅，所授课程内容熟

悉，教学认真，PPT课件制作良好且重点突出，板

书工整，举例恰当，能启发式帮助学生加强对知识

的理解，讲解生动。能注意教学互动，课堂气氛活

跃。学生能主动回答问题。

通识学院 段双双 高等数学 I（2）

教学情况：备课认真，内容熟练；语言清晰，语速

适中。五大件齐全，教学内容紧扣教学大纲与教材；

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讲授正确，分析条理清晰；

板书字体端正，布局也较合理。但与学生互动不足，

课堂学习气氛略显沉闷。

通识学院 宋志俊 大学英语 2

教学情况：多媒体结合黑板教学，五大件齐全，备

课认真，教案撰写规范，基本概念、知识点讲授清

楚，信息量大。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与学生

互动，课堂气氛较活跃，没有学生玩手机，能调动

学生积极思维。完成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标。

艺术学院 张慧
公共空间景观设

计

教学情况：备课认真，五大件齐全。多媒体教学，

案例讲解，举例恰当，信息量较大，能反映新学科

新进展，对需重点掌握内容，通过案例进行强化说

明，重、难点突出，学生易于理解。注重培养学生

主动思考，学生上课注意力较集中，完成教学内容，

教学效果较好。

艺术学院 郭煜锋 sketchup建筑设计

教学情况：sketchup 是一套直接面向设计方案创作

过程的设计工具，3D设计软件。老师教学态度认

真，教学语言规范，讲授内容通过演示讲解，对重、

难点重点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对该软件

的理解。学生上课注意力集中，没有学生玩手机。



学院 姓名 课程 评价

计算机学

院（大数据

学院）

周国强 计算机组成原理

教学情况：PPT与板书配合紧密，教学过程组织合

理，教学内容层次清晰。精神饱满、肢体语言丰富

节奏感强。讲课娴熟生动，概念表达准确、分析论

证充分。引导式、启发式展开教学内容，学生积极

参与教学过程，听课注意力集中，课堂秩序井然，

教学效果好。

计算机学

院（大数据

学院）

陶峻

数据结构与算法

（C++）应用与实

践

教学情况：语言流畅，精神饱满。概念原理表达准

确，脱稿讲解重点突出，演示操作娴熟自如，分析

细致充分，指导认真负责，学生学习主动，现场管

理有序。

机械学院 彭闪闪 新能源汽车

教学情况：教学认真，对所授课程内容较熟悉，讲

课中采用 PPT并结合板书，对概念、参数的意义介

绍较为清楚。只是语速还是快了一些，与学生之间

的交流还要加强一些。PPT中文字部分可简略一些，

突出重点。建议进一步研究教学方法，不断总结，

在总结中找出教学过程中的优点与不足，从而使教

学水平更上一层楼。

机械学院 许勇 机器人导论

教学情况：这是一门双语教学课，教师准备充分。

讲课时英语表述较熟练，讲述较清楚。作为导论课

又是双语教学，一方面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有关机器

人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机器人的基本结构

及其工作原理等等，同时也为同学外语水平的提高

打下一定的基础。通过教师的教学，这一目的应该

说基本可以达到，但是不是都符合要求，还要看以

后的实际应用，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提高。本门课对

学生的外语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学生应加强这

方面的训练，才能很好地适应它。

机械学院 于鹏 数控机床

教学情况：教学认真，用 PPT+板书进行教学，对

工件坐标系的讲解细致清楚，使学生易于掌握。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也较好。只是在讲课的过程中

要进一步加强课程的条理性和逻辑性。建议加强教

学法的研究，不断总结多年来在教授本门课程及其

他课程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

平。

通识学院 江鹏
三维数字游戏角

色设计

教学情况：教师教学态度认真，准备较好。所授内

容概念准确，讲授耐心细致，能突出重、难点，信

息量较大，能反映学科新进展。能注重培养学生认

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听课注

意力较集中。完成教学内容，教学效果较好。



学院 姓名 课程 评价

电气学院 柏受军 计算机控制技术

教学情况：能复习上节课的重点。教师准备充分，

精神饱满，口齿清楚。语言表达流畅，快慢适中，

PPT课件制作尚好，能板书重点内容，讲述条理清

楚，重点突出，难点讲解清楚。教学中能注意采用

启发式教学方法，学生易于理解。

艺术学院 刘铮 栏目包装设计

教学情况：讲授 Cinema4D 和 After Effects 基本概

念和操作流程，老师边演示边讲解，耐心细致的讲

解每个工具的使用程序，老师对软件的操作很熟

练。学生注意听讲，并记下每个工具的使用步骤。

课堂学习气氛较好。

三、问题反馈及建议

1、本学期我校仍有不少新入职教师，首次授课的教师教学经验不足，

教学能力及教学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建议各学院教研室有针对性地加强日

常教学方法的研讨，组织观摩教学,关心青年教师的业务成长。

2、早上第一节课开始时，仍有部分同学未进入教学楼内（迟到在 1-2

分钟），迟到现象屡有发生，希各学院加强管理。



【督学督查】

教务处 2-3 月督学督查工作开展情况

一、教务处组织检查开学第一天教学工作

2 月 18 日是本学期开学首日，副校长王彬、陈跃东分别带队，由教务

处、学校督导及教务处相关人员形成了两个检查小组，深入文津、新芜两

校区，对开学第一天的教学运行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各教学单位也高度

重视检查工作，成立了各自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积极落实检查工作。

从检查情况看，各学院领导和管理人员、上课教师与学生对开学第一

课一如既往高度重视。绝大多数师生能提前进入教室等候上课，无教师迟

到现象，除极少数学生请假、迟到外，大部分学生均按时到教室上课。教

学运行总体状况良好，教学准备充分，保障措施到位，教学秩序井然。课

堂上，教师精神饱满，授课认真，学生态度端正，专心听讲，教学工作开



局良好。

在检查中，校领导指出，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做好开学初的

各项工作，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尤为重要。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

处理，各有关单位要认真、逐条落实师生所提意见、建议。

二、教务处组织试卷批阅及装订规范专项检查工作

试卷批阅及装订规范，是本科教学合格评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

教育教学过程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规范试卷管理，提高试卷质量，

我处在各学院自查结束后，又组织相关督导对各学院 2018-2019 学年秋季

学期考试试卷进行了抽查。

抽查结果表明，此次试卷批阅及装订规范总体情况较以往学期有较大

进步，基本做到了按照学校制定的试卷规范制度在执行，但仍存在批阅不

规范、成绩分析不合理、未按要求装订归档等一些问题存在。通过本次的



专项检查，希望各学院能充分了解专业评估和合格评估中对试卷质量标准

和装订的要求，为教学评估工作的顺利完成夯实基础。

三、教学信息情况反馈

序号 班级 反馈信息

1 软件 1806
刚开学一个月，大家的状态都还好，不过班级有个别同学上课小声讲话，

影响老师上课。为了更好的学习英语，班级同学一致同意增加早读，一

个星期三天，学习氛围很浓厚。

2 网络 1802 物理李子军老师讲课只是读 PPT，没有任何板书讲解。

3 软件 1802
本学期新加了一门大学物理，很多同学觉得这门课比较难上课听不懂或

不听，老师也不管，随同学自己发展。

4 计科 1805
本月请假人数较多，班级纪律比较差，周六上课老师讲课比较敷衍，上

课玩手机的人数较多。

5 计科 1801 物理老师施灿上课声音过小，讲的内容过少，课程进度过快。

6 计科 1803 学生反映两个班级一起上晚自习会吵闹，已申请分班上自习。

7 计科 1804

1、学生反映物理老师讲课过于死板，知识点讲解很难吸收，且作业布置

较多；2、学生反映数据结构课程的老师上课方式单一，基本上没有人愿

意听课；3、学生反映这学期课程安排较多，很难对知识点进行及时的整

理与吸收。



序号 班级 反馈信息

8
大 数 据

1801

由于上学期大家对于英语的学习不够重视，新学期开始，英语课堂引入

新的教学方式“雨课堂”采用电子点名，电子提交课堂问题的方式，大

大提高了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9 计科 1704
教师纷纷利用蓝墨云等线上进平台进行教学等，但使同学们对这种教学

还是不是很适应。

10 软件 1707
计算机组成原理老师（程琪）反映班级请假学生过多，耽误上课进度，

希望辅导员少批假条。

11
自 动 化

1804
1、英语老师利用课余时间辅导我们英语竞赛；2、物理实验和电路实验

课之前，老师特意提前带着我们熟悉一下流程和实验室环境。

12 电信 1701 毛概课程(张君老师)有大量学生逃课，老师点名也只是抽几个学生点。

13 电信 1702 刘树德老师上复变函数方言太纯了，张君老师的毛概课逃课现象很严重。

14 电气 1701
工程电磁场原理这门课学的很费力，课堂效果也挺不好的。其他课程课

堂表现都挺好的。

15 电气 1704
《自动控制原理》与《工程电磁场原理》大家学起来很吃力。另外《毛

概》课老师的前排加分效果不错，但是四个班在一起玩手机的依然较多。

16 通信 1701
复变函数老师方言重，上课听不懂，高频老师布置太多作业，上课太无

趣，容易走神。

17 国贸 1701
部分同学反应财政与金融老师、经济法老师上课过快，PPT 来不及抄写

等问题。开学以来晚自习一直都不是很安静。

18
国 贸 1702
班

经济法老师上课节奏偏快，很容易就跟不上老师的步伐，希望老师稍微

慢一点，突出重点，效果会更好。

19 工业 1704 电工与电子技术老师上课速度偏快，好多概念解释不清楚。

20 营销 1702
经济法老师语速有点快，学生有点跟不上节奏。市场预测与分析老师上

课比较生硬，学生注意力不集中。

21 营销 1701
财政与金融老师上课语速过快，网络营销课部分同学反应不喜欢老师点

名回答问题。

22 工管 1701 经济法课老师节奏有点快，讲的很好，希望老师节奏放缓一点。

23 车辆 1804 很多同学感觉理论力学老师讲课太快，表示听不懂。

24 机电 1801 电工老师上课进度有点快，有的同学们听不懂，作业布置有点多。

25 材料 1701
本月材料 1701教师讲课明显比上学期老师授课风格更为细致，思路表达

清晰，深入浅出，尤其是李飞老师教学非常认真，班级学风也更好上课

玩手机人数开始大量减小。

26 材料 1702
用了手机袋，手机交上去了，但是讲话的人比较多，收手机难免会占用

上课的时间。液态黄自成老师讲课用的方言语速太快，大部分学生都听

不清老师说的啥。

27 车辆 1701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任课教师使用的教材版本和学生使用的版本

不一样，有的内容排版也不一样，导致我们有时跟不上老师的上课进度。



序号 班级 反馈信息

28 英语 1802 孙立老师在英语国家概况上课进度较快,可以放慢一点进度。

29 英语 1701 口语课死板无聊没有效率，同学普遍反映外教上课偷懒。

30 产品 1701
在设计表现课上，老师在一周作业上交后，希望可以尽快指出我们的错

误还有不足，可以在接下来一周作业上可以尽量避免上周错误。

31 产品 1702
这学期好多老师使用雨课堂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非常好，设计表现课作

业太多需要天天熬夜上课会很困，希望可以作业少一点。

32 动画 1701
刚开学，同学们对于作业任务完成度很好，英语老师利用微信雨课堂充

分带动了课堂的活跃性，老师们课堂演讲活跃气氛浓，课题教案详细易

懂，作业完成进度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