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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2）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总结 

我校自 5 月 12 日起开展了为期两周的期中教学检查，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以各教学单位自查为主、教务处专项检查为辅的方式进行。 

各教学单位均按照通知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通过课堂检查、

随机听课、集体听（看）课、召开教师或学生座谈会、组织问卷调查、测评、抽查材料等

多种形式，对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考试考核、教学档案管理等环节进行检查，在检查结

束后依据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在期中教学检查期间，教务处组织了课堂教学秩序检查、作业检查、毕业设计（论文）

中期检查、实验环节教学检查、领导听课制度执行情况检查；期中教学检查结束后，教务

处各职能科室深入各教学单位走访，掌握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开展情况、了解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 

各教学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形式多样，内容各异，各具特色： 

1.化材学院检查要点突出，内容全面，工作开展得力；调查和测评中还专门征求了学

生、教师对教学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2.纺织学院为规范课堂教学过程，设计了课堂教学记录本，使任课教师能够及时反映

学生的学习面貌和状态；对新教师采用“五段式”（听课-评课-指导-听课-推荐）跟踪听课

评课，一定时间内有针对性的帮助其解决教学上存在的问题。 

3.信息学院总结内容翔实，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改进措施，例如为

加强教学信息反馈，设立学院领导接待日等；检查了各教研室是否按照活动计划开展教研

活动。 

4.体育部对上学期教学检查中未完成的项目予以落实，检查工作能做到有始有终，注

重整改落实；依据教学质量管理模式，明晰了下一阶段的工作要点。 

二、教务处专项检查工作情况 

1．课堂教学秩序检查 

（1）关门制度执行情况：关门制度执行情况较好，但有些老师上课铃声响后不锁门，

第十二周周三第一节课外语学院李玉云老师任教课堂上课铃响后有 3 名学生进教室，外语

学院张娇老师任教课堂上课铃响后有 4 名学生进教室。 

（2）调串课情况：调串课情况较多，具体情况见下表（截止至 1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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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化材 

学院 

生物 

学院 

纺轻

学院

机械

学院

信息

学院

艺术

学院

服装

学院

管理 

学院 

外语 

学院 

调课次数 28 15 13 30 46 3 8 71 49 

调课比例 

（调课次数/

教师数） 

0.34 0.35 0.48 0.93 0.46 0.03 0.24 1.24 0.72 

2．作业检查 

本次作业专项检查在以往抽查数学、物理、化学类基础课课作业的基础上还抽查了外

语、计算机和“两课”类基础课作业共 27 门，并按照各学院开设专业必修课总门数的 20%

抽取了 40 门专业必修课的作业。 

通过检查发现，我校作业批阅整体情况较好： 

（1）基础课作业：数学、物理、机械类课程作业教师基本上做到了全批全改，个别教

师还有改错，其中批改较认真的教师有：《大学物理》任课教师信息学院教师王琳，《物理

化学》任课教师化材学院于春玲，《化工原理》任课教师化材学院万惠萍），《工程制图》任

课教师机械学院刘彬，《机械制图》任课教师机械学院刘文华。 

（2）专业课作业：除生物学院外，各学院均按照规定提交了课程作业，绝大部分教师

有批改。 

本次抽查发现作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个别教师平时考核记录中对作业上交及完成

情况记录不清楚或未做记录。 

3. 领导听课制度执行情况检查 

本学期改革了领导听课的管理方式，定期收发领导听课反馈信息表，可尽早发现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相关教学单位进行整改。 

截止到第 12 周，各教学单位听课完成情况如下表： 

（2-7 周） （8-12 周） 

院（部） 实际听课

人数 
听课次数 

实际听课 

人数 
听课次数

总听课 

次数 

应听课 

人数 

人均听课

次数 

化材学院 16 64 16 64 128 16 人 8 

生物学院 11 35 5 18 53 13 人 4.1 

纺织学院 7 28 8 32 60 9 人 6.7 

机械学院 13 47 9 36 83 16 人 5.2 

信息学院 19 67 15 56 123 19 人 6.5 

管理学院 11 44 11 44 88 13 人 6.8 

外语学院 10 35 9 33 68 10 人 6.8 

艺术学院 14 56 9 36 92 17 人 5.4 

服装学院 6 22 6 24 46 10 人 4.6 

体育部 7 27 7 28 55 8 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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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情况见《2008 届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总结》，实验

环节教学检查情况见《2007～2008（2）学期实验教学环节检查总结》。 

四、意见和建议 

1.希望各教学单位保持工作的连续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2.在检查中，强化教学规范性的同时，还要注重教学内涵建设，避免检查工作流于形 

式。 

2008 届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总结 

根据教学工作安排，学校于第 11 周、12 周对 2008 届毕业设计（论文）进行了中期检

查。现将检查结果总结如下： 

一、各教学单位自查情况 

各教学单位都比较重视本次中期检查，制定详细的检查方案，并根据方案开展切实有

效的自查工作，除生物学院外均提交了中期检查工作总结报告。各学院还根据各自的实际

情况开展了一定的特色工作，如纺织学院、机械学院和信息学院采取中期答辩的方式，严

把毕业设计（论文）的中期质量关，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进展情况，

督促学生按计划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任务；化材学院成立领导小组和专家组，组织各专

业对毕业设计（论文）中期环节进行逐一自查，学院对中期环节进行了抽查，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进行了整改；艺术学院本次中期检查做的较为细致，专门成立自查委员会并召开专

题会议布署本次检查工作，每个专业都进行严格自查，做出详细的自查报告，反馈自查结

果并提出整改方案。 

二、学校抽查情况 

1. 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秩序检查 

化材学院、信息学院、生物学院、机械学院上交了《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地点安排

表》，其他学院未安排统一地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生物学院和化材学院情况相对较好，

学生态度积极认真，出勤率较高。在教师指导答疑情况方面，大部分学院情况较好，教师

均有在办公室答疑的固定时间，且各位指导教师也能严格按照时间安排在岗答疑。 

2. 毕业设计（论文）材料抽查 

本次共抽查了 91 名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材料（论文 28 份，设计 60 份，综合 3

份），抽查数量占参加毕业设计（论文）总数量的 4.1%，其中在校外做毕业设计（论文）

检查、测评 材料   
整理、提炼

分析问题
提出 

整改措施
检查   

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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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占校外毕业设计（论文）总数量的 13.8%。专家通过对学生提交的任务书、开题报

告、中期报告、外文资料及译文、设计草图、实验记录、设计说明书及论文初稿等材料的

检查，给出评价成绩并指出存在问题。各学院中期检查成绩统计见下表： 

表                         各学院中期检查成绩统计表 

各项指标分值 

学院 任务书 

（10） 

开题报告 

（10） 

中期报告

（20） 

外文翻译 

（30） 

阶段成果 

（30） 

总分 

（100） 

化材学院 9.2 9.0 18.8 27.2 20.4 84.5 

生物学院 9.4 8.7 19.1 19.8 18.3 75.3 

纺织学院 9.0 7.9 18.3 27.4 23.6 86.1 

机械学院 9.4 7.4 17.7 17.0 19.3 70.8 

信息学院 8.9 7.6 16.3 21.5 17.7 72.0 

全校理工类 9.2 8.1 17.9 22.8 19.5 77.5 

校外做毕业设计（论文） 9.4 8.2 17.3 20.5 17.5 72.9 

 

各项指标分值 
学院 

任务书（20） 开题报告（20） 中期报告（20） 阶段成果（40） 

总分 

（100） 

艺术学院 18.3 12.8 16.5 33.1 80.7 

服装学院 18.4 17.5 17.6 31.3 84.8 

全校艺术类 18.3 14.6 17.0 32.4 82.2 

 

各项指标分值 
学院 

任务书（10） 开题报告（10） 中期报告（20）外文翻译（30） 阶段成果（30） 

总分 

（100）

管理学院 9.8 9.8 19.5 28.5 28.0 95.5 

 

各项指标分值 
学院 

任务书（20） 开题报告（20） 中期报告（20） 阶段成果（40） 

总分 

（100） 

外语学院 18.0 11.8 16.0 36.3 82.1 

检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开题报告撰写较规范，内容、

份量较合理，设计（论文）进度较适当。现将抽检中发现的问题作以通报： 

（1）任务书和开题报告撰写 

任务书和开题报告在规范性上较以前有所提高，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如任务书和开题

报告缺少签字（生物学院 1 份、纺织学院 1 份和机械学院 1份），服装学院代签字的现象较

普遍。 

在参考文献方面存在问题相对较多，有的仅有中文而无外文参考文献（生物学院 1 份、

纺织学院 4份、化材学院 4 份），艺术学院除 1份设计外，其他均未列出参考文献，外语学

院均未列参考文献。 

（2）中期报告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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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学校首次采用《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报告》来反映设计（论文）的中期情况。

个别中期报告存在填写不全的现象（化材学院 1 份、生物学院 1 份）。 

（3）外文翻译 

外文翻译存在问题也相对较多，很多毕业设计（论文）的外文翻译没有草稿或教师未

批阅（化材学院 2 份、生物学院 7份、机械学院 6 份，信息学院 10 份）；外语学院、艺术

学院和服装学院对外文翻译未做要求。 

（4）论文初稿或实验数据等材料情况 

被抽调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学均提供了论文初稿或实验数据等反映（设计）论文

进程的材料。从材料来看，个别学生的阶段性成果偏少，进程缓慢（机械学院 1 份，纺织

学院 1 份，信息学院 3 份）。 

（5）校外做毕业设计（论文）学生的监控 

本次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对在校外做毕业设计（论文）学生的材料进行了重点

检查。结果发现，很多校内指导教师对这部分学生的监控检查不到位，化材学院和生物学

院各有 1 名在校外做毕业设计（论文）学生没有及时上交中期材料，生物学院学生至今未

办理校外做毕业设计（论文）的相关手续。从专家给出的评价成绩也可以看出，在校外做

毕业设计（论文）学生的中期评价成绩要低于全校的平均水平，问题主要集中在进度较缓

慢，阶段性成果较少，而且在规范上，也存在参考文献过少、任务书版式选择错误等现象，

信息学院有 1 名在校外做毕业设计（论文）学生的设计题目与上报题目完全不同。 

三、专家意见和建议 

（1）开题报告中参考文献，包含外文参考文献应达到一定数量；艺术类和文科专业的

毕业设计（论文）也应列出参考文献。 

（2）指导教师应做好外文翻译的选择指导工作，要求学生应尽量选择近期、反映前沿

技术的文献，内容要与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内容相关，避免离题，且译文应有草稿，有

批阅。 

（3）对于做论文的学生，应严格实验数据的记载，要求标明记录日期、详细的操作方

法和测得的实验数据，实验记录做到具体详细，清晰明了。 

希望各学院认真对待本次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并及时整改，

按照我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工作手册》要求，严格毕业设计（论文）的过程管

理，进一步提高我校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2007～2008（2）学期实验教学环节检查总结 

本学期学校继续加强对实验教学管理和检查的力度。开学初教学检查时，对本学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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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验课程的教学文件，从是否齐全，规范性，执行情况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情况

四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期中教学检查时，又对实验报告的完成和批阅情况进行了抽查，

现将检查结果通报如下。 

一、整体情况 

本学期全校（艺术、服装学院除外）共开设实验课 114 门，实验学时 1898 学时，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为 69.3%（各教学单位实验课程开设情况见表 1）。从检查结果看，

我校实验教学情况在教学日历填写的规范性和实验报告的批阅质量等方面，较上学期有所

提高，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表 1             2007～2008（2）学期各教学单位实验课程开设情况统计表 

开设实验课程门数 

教学单位 
总门数 

独立设课 

实验门数 

非独立设课 

实验门数 

综合性、设计性

实验课程门数 

综合性、设计性 

实验课程比例（%）

化材学院 28 20 8 21 75.0 

生物学院 8 5 3 6 75.0 

纺织学院 16 0 16 11 68.8 

机械学院 18 0 18 11 61.1 

信息学院 38 4 34 25 65.8 

管理学院 6 1 5 5 83.3 

全校 114 30 84 79 69.3 

二、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等教学文件检查情况 

1.教学文件不齐全，填写不规范 

（1）个别实验课程没有实验教学大纲 

凡是列入本科培养方案中的任何形式的实验课程必须有实验教学大纲，但《生物信息

学》（丛丽娜）、《数字包装设计》（王彩印）和《数据库实验》（刘英）等实验课程至今未上

交实验教学大纲。 

（2）个别实验课程教学日历填写不规范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胡建忠）将课程名称写成《机械设计基础》，《数字图象处理》

（王金鹏）将课程名称写成《图象处理技术》，《数据库实验》（刘英）将课程名称写成《数

据库基础实验》，《信息资源管理》（晚春东）指导班级为 05 级而日历却写成 04 级。 

2.教学日历与教学大纲、教学任务不符 

（1）部分课程的实验日历与实验教学大纲在实验项目、学时及实验类型设置方面不一

致。 

（2）部分课程的实验日历与本科教学任务总表在指导教师配备方面存在不一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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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基础综合实验课》在学年任务总表中的指导教师为曹冠英、李宝营、李萍和袁爱霞，

而日历中为崔远慧、里红杰、舒奎、李宝营、李萍、袁爱霞、祁建广和金凤莲；《材料微观

结构分析》日历中指导教师有王梦林、王继红和史非，而在学年任务总表中没有体现；《金

属切削原理与刀具》、《机械制造工艺学》、《机器人技术基础》、《数字电路与数字逻辑》和

《光电测试技术》日历中均有实验技术人员指导，而在任务总表中没有体现。 

各教学单位教学日历与教学任务符合情况统计见表 2。 

表 2  2007～2008（2）学期教学单位教学实验日历与教学大纲和教学任务符合度统计表 

教学单位 
开设实验课程 

门数 

教学日历与教

学大纲不符合

门数 

教学日历与教

学任务不符合

门数 

完全符合 

门数 
符合度（%） 

化材学院 28 8 1 20 71.4 

生物学院 8 2 0 6 75.0 

纺织学院 16 6 0 10 62.5 

机械学院 18 8 3 7 33.9 

信息学院 38 13 3 23 60.5 

管理学院 6 2 0 4 66.7 

全校 114 39 7 70 61.4 

3．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偏低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有特殊的作

用，一个学校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占实验课程总数的比例是实验教学质量的重要体现

之一，但从 2007～2008 学年实验教学情况看，我校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不足 75%（见

表 3）。 

表 3         2007～2008 学年教学单位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开设情况统计表 

教学单位 
化材 

学院 

生物 

学院 

纺织 

学院 

机械 

学院 

信息 

学院 

管理 

学院 
全校 

开设实验 

课程门数 
53 23 39 45 93 17 270 

开设综合性、设计性

实验课程门数 
39 20 31 28 70 12 200 

综合性、设计性 

实验比例（%） 
73.6 87.0 79.5 62.2 75.3 70.6 74.1 

三、实验报告抽查情况 

本次共抽取了 6 个学院 21 门实验课程的 315 份实验报告和相关实验教学文件，抽查总

量为本学期开设实验课总门数的 18.4%（实际上交 17 门）。抽查结果显示，总体质量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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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相比有所提高，主要表现在指导书和考核办法等文件较齐全，实验报告批阅较及时、认

真，成绩记载规范合理。但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验报告批阅 

实验报告批阅缺少必要评语，特别是一些实验报告成绩给定有差别，但在批阅中没有

体现，如《仪器分析》、《数据库原理》、《电力电子技术》和《通信原理》。 

2.成绩考核办法 

个别课程提供的考核办法简单且为手写，如《发酵工艺原理》。 

3.实验指导书（讲义） 

有的实验指导书（讲义）未能包含实验教学大纲中应开出的所有实验项目，如《分子

生物学实验》，有的实验指导书（讲义）个别实验项目内容过于简单，如《应用化学专业实

验 2》。 

4.记分册 

有的实验项目实验报告已经批阅完毕，但在记分册上未及时记录成绩，如《计算机网

络》、《电力电子技术》和《环境工程专业实验 1》。 

对总结中指出的有关问题，涉及到的学院和教师应引起充分重视，并针对问题提出相

应的处理意见。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实验课教学管理，对实验教学环节进行经常性的评

估与检查，并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2008 届毕业实习质量评价工作总结 

2008 年 3 月～5 月，教务处组织开展了 2008 届毕业实习质量评价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评价分学院自查、自评和教务处抽查两个环节进行。首先各学院对本院的毕业实

习环节材料进行了全面的自查，并形成总结。在此基础上，教务处组织专家抽调了九个学

院 33 个专业的毕业实习环节材料，包括实习计划、实际记录、实习总结、学生的实习报告、

分散实习鉴定材料等，同时组织学生进行了毕业实习质量测评和问卷调查工作。 

二、学院自查情况 

各学院从实习安排、实习基地建设及利用情况、实习效果及成绩评定等方面对毕业实

习工作进行了分析、总结，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从各学院提交的总结来看，

存在两个共性问题，一是大多数专业没有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影响实习教学安排；

二是各学院缺乏对分散实习的学生进行监督和过程管理。 

三、教务处抽查情况 

1．实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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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抽查了每个专业 1 个班级的实习材料，主要从教学文件和完成质量、实习记录

与计划和大纲的符合度、实习记录及实习报告批阅情况、成绩评定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检查。

结果显示全院各专业实习材料都比较齐全，但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专业实习材料质量较高，

如轻化、化工、印刷、纺织专业实习总结详实，学生的实习记录和实习报告内容详细、批

阅及时认真，成绩考核办法明确、成绩分布合理；无机材料专业学生的实习记录和实习报

告批阅认真、有改错，实习记录每天批阅，平均每个学生被批阅 6～8 次；纺织轻工学院对

分散实习的学生管理较好，学生实习前提交实习申请，申请内容包含实习计划和实习内容，

实习结束时提交实习鉴定表，鉴定表由实习单位填写，包含具体的实习评价指标。但部分

专业的实习材料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问题类型 专业（方向） 具体问题 

实习指导书内容

简单 
生技 缺少实习内容。 

无机材料 
计划：外地实习三周； 

实际：外地两周，校内一周。 

生物工程 

（由祖国仁、王越等教师带队的

一组学生） 

计划：两周实习、一周查资料写报告； 

实际：第一周实习、第二、三周查资料写报告（三

周内有效的实习时间只有三天）。 

实习计划与记录

不符 

高分子（塑料）、电材、网络、计

算机 
第三周实习情况与计划不符。 

生物、电信（方向 2）、食品、 
部分学生实习记录简单、泛泛，文字极少只有 1～2

页。 

计算机、网络部分学生 

信管、英语大部分学生 
实习记录只是流水帐。 

机械、工业、生技 学生记录普遍不够详细，质量不高。 

学生实习记录 

内容简单 

艺术类、服装类 学生没有实习记录。 

食品、包装、信管、工商 部分学生实习记录未被批阅。 
实习记录未批阅

或批阅简单 除轻化、化工、无机材料、印刷、

纺织外的专业 
教师只阅不改，每页打一勾，评语简单。 

信计 实习报告是实习日记和感想。 

通信、自动化、机械 实习报告是实习记录的翻版，缺乏自己的见解。 

通信 实习报告字数太少（通信041班25号和12号学生）。

工业 报告内容不够详细。 

学生实习报告 

撰写简单 

英语 实习报告内容大部分是每天的实习感受。 

高分子（化纤）、食品、生技、自

动化、工业 
每页打勾，没有批改，没有评语或评语简单。 实习报告未批阅

或批阅简单 
艺术类、服装类 教师未批阅实习报告。 

网络、计算机、信计 只有出勤和报告成绩，实习成绩评定依据不足。 

信计部分学生 
只提供了实习单位开具的证明，没有鉴定，成绩评

定依据不足。 

成绩考核依据不

足 

艺术类、服装类、经管类、英语 缺少实习过程成绩，实习报告成绩就是实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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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艺术类、服装类（除服艺）

专业 

学生实习成绩未呈正态分布，优良率普遍偏高，雕

塑、环艺专业达到了 100%。 

 

2．质量测评和问卷调查 

教务处组织学生对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的教师指导情况进行了满意率测评。 

（1）集中实习 

共收回有效测评卡 877 份，经过统计，学生对指导教师的指导比较满意，满意率大部

分在 60%以上，但个别专业的满意率较低：食质 20.8%；自动化方向一 20%、方向二 36.8%；

信计 53.3%。学生对各分项指标的优秀率见下表： 

集中实习测评分项指标优秀率 

评价项目 

有实习动员，

组织学生学习

有关文件 

熟悉教学环节和

生产工艺流程，耐

心细致解答问题

全天全程

在岗，指导

充分 

关心学生的思想学

习，随时了解学生

实习计划执行情况

有明确的实习纪律

经常检查学生出勤

评价优秀

的学生数 
694 577 547 428 620 

优秀率（%） 79.1 65.8 62.4 48.8 70.7 

在问卷调查中，学生普遍反映希望增加动手实践的机会，延长有效实习时间。 

（2）分散实习 

共收回有效测评卡 420 份，经过分析统计，学生对分散实习指导教师满意率都在 60%

以上，学生对各分项指标的优秀率见下表： 

分散实习测评分项指标优秀率 

评价项目 
有实习动员，组织学生

学习有关文件 

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随时了解

学生实习计划执行情况 

实习报告批阅认真、

有批改 

评价优秀的学生数 337 301 258 

优秀率（%） 80.2 71.7 61.4 

四、对加强毕业实习的建议 

1．由于部分专业实习基地建设还不够完善，导致毕业实习流于形式，走马观花。建议

各专业加强实习基地建设，采取多种手段，加强对学生的指导，使学生带着问题下厂。另

外建议改变在较短时间内到数个工厂实习的方式，采取将学生分流，并结合毕业设计（论

文）的题目有针对性地在某一地点实习。 

2．实习指导书要详细具体、有针对性，在实习前发到学生手中，真正起到对实习的指

导作用。 

3．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过程管理，督促学生作好实习记录。通过严格管理，杜绝实习

报告与实习记录雷同、流水帐的现象，指导学生如何撰写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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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学院应加强对分散实习的管理，要求分散实习的学生提供实习单位对其实习表现

的鉴定，同时指导教师要加强对学生实习过程的监控、指导与管理，以掌握学生实习的进

度和实际情况。 

2007～2008（1）学期期末试卷质量检查情况总结 

2008 年 3 月初学校对 2007～2008（1）学期期末试卷开展了质量检查工作，现作以总

结。 

一、基本情况 

本次共抽查 9 个学院 95 门课程的 99 本试卷，其中考试课试卷 60 本，考查课试卷 26

本，补考试卷 13 本。着重从命题（含标准答案）、平时成绩评定、试卷批阅、成绩录入、

考试总结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规范性检查。结果显示其中有 52 本试卷整体情况较好：教学文

件齐全，平时成绩区分度明显，标准答案给分点明确，考试总结详细、全面，阅卷质量高，

命题规范性好。同时也发现有 47 本试卷（其中 11 本考查课试卷）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

题，现将主要问题提出如下： 

1.平时成绩 

(1)平时成绩依据不足且区分度小：有 13 门课程平时考核的原始记录不全, 只有考勤

记录或作业记录,平时成绩给分依据不清;有 3 门课程平时成绩缺少区分度。 

(2)部分课程的平时考核记录中教师用铅笔填写平时成绩。 

2.命题及标准答案 

(1)A、B 卷试题有相同或雷同内容。 

①信息学院《微机原理》（命题教师尹艳辉）A、B 卷有 9 分试题相同； 

②化材学院《化工设备机械基础》（命题教师贾春学）A、B 卷有 55 分的试题雷同;信

息学院《游戏软件设计》（命题教师沈岚）A、B 卷有 13 分的试题雷同。 

(2)《大学英语》同一套试卷的 A、B卷部分客观题题目和答案选项的顺序排列完全相

同。 

《大学英语 1（经管类）》（命题教师佘建荣）A、B卷 95 道题（共 85 分）有 91 道题（共

81 分）题目和答案选项的排列顺序完全相同；《大学英语 1（理工类）》（命题教师汪静）A、

B 卷 60 道题（共 60 分）有 49 道题（共 25 分）题目和答案选项的排列顺序完全相同； 

(3)有个别试题标准答案存在分值赋分错误、给分点不明确、分值未细化分解的问题。 

3.试卷批阅及合分 

（1）个别教师存在批阅试卷时给分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2）部分试卷批阅有大面积改动现象，甚至个别试卷每份试卷均有多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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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别试卷存在合分错误且复核人未能仔细复核的问题； 

（4）部分试卷批阅时无对错标识。 

4．成绩登录 

部分试卷存在平时成绩、卷面成绩与系统中登录的成绩不一致的问题。 

二、加强试卷环节管理的几点意见 

本次检查中发现平时成绩考核、标准答案与评分标准质量存在问题较大，学校已对出

现问题的相关教师作出了教学事故及教学通报的处理。为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现强

调以下几点： 

1．学生平时成绩是严肃教学过程管理的重要指标，不严格进行平时成绩考核就无法客

观、真实评价学生的上课状态，也起不到引导学生学习的作用，所以教师应根据学生出勤

率、作业、平时测验、讨论发言等给予综合评价并认真详细地做好平时考核记录。成绩评

定要有合理区分度，根据我校学生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的要求，平均分不得超过平时成绩

满分的 80%。 

2．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是阅卷与评分的依据，在保证阅卷公平、一致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也直接影响阅卷的质量。教师要科学合理编制标准答案与评分标准，明确给分点，不

得在试卷批阅过程中随意调整标准答案与评分标准。 

3.课程考核成绩是学生学业成果的重要体现，也是学生参加补考、重修以及综合评定

的依据，教研室应认真组织好试卷的合分及复核工作，避免出现错合、漏合现象，同时也

要做好试卷（其它考核材料）、平时考核记录与登录后成绩的校核工作，杜绝漏登或错登的

问题发生。 

要求各学院在期末考试前完成对问题试卷的整改工作，并认真做好本学期期末课程考

核的组织工作。 

关于做好 2007～2008（2）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 

2007～2008（2）学期考试课程期末考试将在第 19～20 周进行。为进一步规范考试管

理，考试工作将继续执行“三严”标准。请各教学单位严格按照要求，认真作好期末考试

工作部署，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做好考前动员工作 

1．教师动员会  

各学院要召开期末考试教师动员会，组织教师学习《大连轻工业学院考务管理工作规

范》、《大连轻工业学院监考员职责》等文件的相关要求，要特别对新教工进行考试工作各

环节的培训。提醒教师认真做好答疑、命题、监考、评卷、登录成绩等环节的工作，保证



大连工业大学教学简报 2008 年第 2 期                                                       13 

考试工作秩序。 

2．学生动员会 

各学院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实施细则（试行）》

等相关文件，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加强对学生的考前教育工作，鼓励学生积极备考，严肃考

风考纪，自觉抵制考试违纪作弊等行为。 

二、考试各环节工作要求 

（一）严密命题，确保试卷质量 

1．命题必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严格按照《大连轻工业学院考务管理工作规范》中的

相关要求进行命题。 

2．做好试卷的校对工作，确保试卷项目填写齐全。打印后要仔细核查试题内容，尤其

是插图、公式等内容是否完整、清楚、准确，试题内容不得有手写改动。排版合理，试卷

左、右、下的页边距必须设置在 1.5cm～2cm 之间。 

3．考核形式及要求明确。开卷考试或时间缩短、延长等特殊考核要求，要在上交试卷

样卷时向考务中心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经同意后方可实施；开卷考试在试卷上注明。    

4．标准答案清楚、准确，评分标准科学、合理，给分点明确。经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

同样卷一起交考务中心。 

5．试卷样卷、标准答案及记分册（复印件）按规定时间及时上交，命题教师自行复印、

留存，但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二）严格实施考试管理，确保考试公平、公正、有序 

1．各单位应认真落实监考任务，积极选派认真、责任心强的教师参与监考工作。各单

位及个人不得无故拒绝参与监考工作。 

2．监考教师应于考前 20 分钟到考务中心签到、取卷，取卷后必须直接进入考场。试

卷启封后将该考场考试科目、试卷页数、考试时间准确的写于黑板上。发卷后监考教师应

提醒考生将每页卷纸上的班级、学号、姓名栏，用签字笔、圆珠笔或钢笔填写清楚，并仔

细核对考生试卷填写内容与考试证、考生本人、座位号是否相符，杜绝换卷、替考等舞弊

现象发生。 

3．监考教师要认真履行监考职责，认真填写考场记录。在监考过程中要一前一后，对

有违纪作弊倾向的考生要及时警示，一旦发现考试违纪作弊情况，及时上报，并完整保留

违纪作弊证据。因监考教师不作为造成考场多人违纪作弊，一经巡视人员发现，将对监考

教师进行通报批评或教学事故处理。 

4．教师不得随意找人代替监考，确需调换时，由教学秘书负责将调整名单提前报考务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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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考人员要认真核对考生资格，尤其是重修考生考试资格，对于重修名单上无名字

的考生一律不允许参加考试。 

6．考试过程中，监考教师不得无故离开考场。 

7．加强巡视工作，确保考试纪律。考试期间，考务中心将组织教务处、督导室人员和

各学院主管教学院长进行考场巡视，以便及时发现监考教师不到位、考场纪律松懈、考试

违纪作弊等问题。各学院组织的考场巡视，要在开考前进行。开考后除佩带“巡考”牌人

员，任何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考场。 

（三）规范阅卷，及时登录成绩，做好考试总结工作 

1．阅卷教师必须在考务中心指定地点阅卷，不得将试卷擅自带回办公室或家中批阅，

如有特殊情况，须经考务中心批准。 

2．阅卷教师必须严格按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不得随意放宽标准或提分，杜绝在

试卷上进行分数调整。确因批改有误需更改分数时，必须有阅卷教师签字，且要尽量减少

此类问题的发生。 

3．同一课程多人授课时，教研室应组织教师流水批阅，必须采用同一种阅卷方式，批

阅标识写在同一位置。 

4．每份试卷至少应有 2人进行合分和复核。合分后将总分填写于“阅卷总分”栏内，

若合分错误、更改，要有合分人签字；复核人将复核后分数填写于“复核总分”栏内，且

不得有改动。 

5．教师必须到考务中心进行试卷拆封，拆封前填写《试卷拆封登记表》，详细、准确

填写表中内容。试卷封面填写项目必须齐全，教师签字应完整。拆封后立即将考试班级填

写在试卷封皮的规定位置。 

6．成绩登录将统一在规定机房进行，教师不得在其他地点登录成绩。登录时，要认真

核对所选课程的学时学分是否与将登录的课程学时学分一致。录入时，要仔细认真，确保

试卷份数与录入成绩人数相符，登录成绩准确，避免出现成绩漏登或错登等现象。若发现

有卷无名或有名无卷等问题，要及时与考务中心联系，不得私自处理或隐瞒不报。教务处

将对试卷成绩录入进行复查，对于试卷批阅和成绩登录出现的重大问题，将按有关规定进

行严肃处理。 

7．每门考试课程成绩登录后，公共（技术）基础课课程负责人要从整体做课程考试总

结，任课教师以课堂为单位做考试总结、选取典型班级做试卷分析。教师要根据命题情况

和成绩数据的统计分析，认真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对今后的教学组织、考试内容和方法

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和措施。下学期开学后第二周前必须上交所在学院，由教学秘书统一

收齐后交考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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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范试卷复查流程，确保成绩真实、客观 

1．试卷的复查工作由各学院负责，学生可以在成绩公布后 1周内对有异议课程成绩提

出试卷复查申请，放假后公布的成绩，顺延至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并填写“试卷复查申请

表”（表格可到考务中心主页的“下载中心”下载）。 

2．学校统一组织考试的课程，学生向教务处考务中心提出申请，批准后由课程所在学

院负责进行试卷的复查。 

3．各学院组织考试的课程，学生直接向课程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并进行试卷的复查。 

4．试卷复查只针对是否漏批、错合及错登成绩。 

5．试卷复查时必须要有任课教师、学院教学秘书、试卷保管负责人三方同时在场，并

填写“试卷复查记录表”。复查时学生可以在场，但不得接触试卷。 

三、补考工作 

由学校统一组织的补考考试将在下学期开学前进行。各单位负责的考查课等补考要在

开学后 3 天内完成绩登录及成绩单上报工作。考试安排要注意开学初认识实习和金工实习

等校外实习环节，避免出现漏考等现象。有关补考具体事宜将另行通知。 

简讯 

我校被评为“辽宁省高等学校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3 月，省教育厅下发文

件，决定对辽宁省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并于 4 月，在本溪桓

仁召开了辽宁省学籍学历管理工作总结表彰研讨会。包括我校在内的 69 个单位被评为辽宁

省高等学校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先进集体，我校教务处教务科李晓燕同志被评为“辽宁省高

等教育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我校 121 名教师获得第一届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 根据《大连工业大学课堂教学质量

优秀奖评选办法》要求和教务处《关于开展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的通知》安排，2007

年 10 月，学校启动了第一届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工作。校本部共有 10 个院（部）参

加，推荐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人选 152 名。在学院（部）评选的基础上，教务处组织专家

随堂听课、学生测评并汇总成绩，2008 年 6 月，经公示后确定大连工业大学第一届课堂教

学质量优秀奖获奖教师 121 名。高职院和独立学院也开展了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工作，

共有 42 名教师获奖。 

学校组织专家对艺术设计等专业实验室和实验教学中心进行预评估  为迎接省专家

组对我校艺术设计和服装设计与工程两个专业实验室及艺术设计和电类技术基础两个实验

教学中心的评估验收，5月 29 日～30 日，教务处和设备处共同组织校内专家，模拟省专家

组进校考察工作程序，通过听取汇报、查阅材料、实地走访、工作交流等形式对其建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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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了预评估，解答了教师们提出的问题，并就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中肯建议，使教学单位明晰了下一步工作思路，为迎接省教育厅评估验收工作做好充

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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