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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的统一部署，2021年4月5日~4月30日，校

教学督导组开展了听课评课督导活动，对教风、学风、相关管理工作

及教师教学质量进行了巡查或调研，每周均发布“教学督导通报”，在

肯定各学院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及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各学院高度重

视，积极研究督导反映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将整改落实情况进

行了反馈。

现将相关学院针对第7-11期教学督导通报所列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通报如下：

http://ddp.ahpu.edu.cn


*机械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5
教室有少数学生玩手机，建议加强课堂管理。

加强课堂管理，在课堂上多增加提问环节，把学生注意力拉回课堂；对玩手机学生

进行教育和管理，并关注学生思维有无跟上课堂节奏。通过整改后，学生注意力较

为集中，课堂管理较好；课堂上玩手机现象有缓解，后续继续采用这两种方案加强

课堂管理。

第11期，本科生

组，序号12
学生应到109，实到86，建议加强课堂管理。

主要因为5.1小长假，学生因买不到票，提前买票回家；已加强学生教育，使其提

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因为提前回家，不上课是一件很严肃问题。通过整改后，

学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将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学习态度。后续将继续关注这

些学生的思想动态。

*电气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20

少数学生没有认真上课。建议部分重点内容

（含电路图）留下板书，加深印象，加深理

解。

已建议教师增加板书内容或将部分材料发给学生，以便于学生学习和复习。教师已

做调整。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23
可适当增加师生互动。 已建议教师上课时多增加互动，老师已注意并调整。

第9期，研究生

组，序号1
有些概念讲解不够清楚明了。本课程没有教

材，大部分学生没有参考书也不做笔记。
已与教师联系，了解了情况，并将反馈意见告知教师，任课老师已做调整、整改。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7
学生应到67，实到59，其中10人迟到。需要

加强对教室后排学生管理。

已与教师联系，告知任课老师要加强课堂管理，目前老师已注意加强课堂管理和后

排学生上课积极性的调动。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9
学生应到71，实到65。建议关注后排学生听

课状况。
已告知教师，教师已注意加强对学生的考勤和课堂管理。

第11期，本科生

组，序号14
学生应到85，实到76。建议关注后排学生听

课状况。

已告知教师，建议任课老师上课多关注后排学生，讲课时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板书

的规范性。
第11期，本科生

组，序号16

学生缺课较多，教师应加强课堂管理。监控

发现第一排五名学生全程玩手机不听课，后

排有一名男生玩游戏。板书条理性不够，从

黑板上看比较乱。

第11期，本科生

组，序号17

学生缺课较多，教师应加强课堂管理。教师

全程授课无板书，无学生互动，不面对学生

授课，自顾自的讲课。整个授课过程中，学

生听课状态较差，从监控看无学生听课，无

配套教材，很多同学上课一直玩手机。建议

加强对于课程的调研，尤其是对于专业前沿

这门课程的调研，灵活授课形式。

已与教师联系，强烈建议加强课堂管理，教师已认真整改，目前上课情况已有明显

改善。另外，该门课是前沿课，共计8个学时，主要是讲一些专业的前沿知识，目

前没有特别合适的配套教材。



*纺织服装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16
建议减少每组实验学生数。

《染料工艺实验（2）》课程教师王鹏、方进根据督导通报问题，已进行减少每组

实验学生人数以及同时进行实验学生组数的整改。通过整改后，取得了较好的实验

学习效果，增加了学生参与实验动手能力的锻炼机会，使学生更容易与所学理论知

识相结合，理解所学理论知识。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6
建议脱稿授课，提高驾驭课堂的能力。 已督促年轻老师多向老教师学习，提高授课技巧和驾驭课堂的能力。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12
建议就业创业指导这门课的师资来源多样

化。

加强就业创业指导课的师资队伍建设，如邀请优秀创业校友分享成功案例；充分

利用网络资源，开展各类网络视频创业课程教学等。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13
建议加大与实际问题相联系的力度。

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实际案例，提高学生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第11期，本科生

组，序号2
进一步优化课件，突出专业特色，调动学生

学习积极性。

结合专业特点，紧跟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来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增加学生喜

闻乐见的案例，提高课堂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加强课堂管理，采用多样化、信息

化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经验的培养。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14
学生上课状态不好，低头玩手机或做自己事

情。建议加强管理。

加强课堂管理，提醒学生认真听课，提高讲课的趣味，吸引学生注意力。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学生听课热情有所改善。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10

教室前几排没有学生，在老师一再要求下，

最后两排学生调整到教室前面。学习状况很

不好。

加强学生教育管理，现阶段情况已有所改善。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11
PPT文字偏多，建议脱稿授课。

教师针对授课的重难点内容，调整了PPT的布局，使PPT布局更为清晰，同时课前

花更多精力备课，争取达到脱稿授课。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18
进一步强化启发式教学，注意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

已采用课堂随机提问方式，及时考察学生掌握已学和现学知识的情况。通过整改

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生上课走神、看手机的情况，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发现了一些学生对已学知识掌握不够，并现场补充讲解，令其重新掌握。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20
建议适当注意控制教学节奏。

针对督导意见，课前认真备课，将课程内容细分成几个授课点，有针对性的把握

教学节奏，进而提升学生的课程内容接收效果。

第11期，本科生

组，序号3
进一步强化教学重点。

已在备课过程中突出重要内容，并在上课期间进行反复强调，下一次课通过提问

形式考察学生掌握情况，以显示特定知识点的重要性。学生的作答情况良好。

第11期，本科生

组，序号5
极少数同学穿短裤、拖鞋做实验，建议加强

安全教育，命令杜绝。

已经通知并强调同学们不能穿拖鞋和短裤做实验，会加强相关检查，确保实验安

全。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报周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9

部分学生不珍惜课上学习机会，玩手机较严

重，个别学生在督导提醒后几分钟内重新开

始玩手机游戏，建议授课教师进行有效课堂

管理，探索更有效教学方法，进一步落实学

生中心提高学生获得感。另，该教室（二楼

其它教室也是如此）投影清晰度很差，导致

程序清单等很难看清楚，影响教学效果。

主管教学副院长在学院大会上强调课堂教学的管理，对督导通报中出现的共性问

题做了强调和要求，提醒教师重视通报中发现的问题。在学期初发现2个教室投影

清晰度差，已联系相关部门要求更换。其中一个教室的投影仪得到了更换，另一

个上课教室5J207的投影仪因没有替换设备，不能及时更换。通过让学生上讲台写

程序，当堂批改及点评等方式增加互动；坚持听教学交流报告及优秀老师的讲课，

学习借鉴好的教学技艺。

*数理与金融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8
学生中心理念不强、关注学生不够、课堂师

生互动不够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不足。
已通知教师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深化学生中心理念，积极调动学生的听课状态。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6
建议针对金融工程专业特点，适当引入金融

案例。
已联系相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丰富教学内容，引入教学案例。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8

学生应到117，实到104。教室大，后排学生

看不见板书。学生不喜欢用PPT讲解高等数

学。建议改用小班小教室上课。

已通知教师加强班级教学管理，按教务处的统一安排已实现小班教学降班额的效

果，班级人数控制在120人以下。



*外国语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12
教室前排空位多，学生有睡觉。 已与教师强调，要求学生尽量前排就座，加强对班级学生的课堂管理。

*体育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11期，本科生

组，序号6
学生迟到太多，建议教师加强管理。

将通报问题发到学院教师工作群，要求授课教师重视，立行立改，加强课堂管理，

确保教学质量，要求其他没有督查到的课程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争做“四有”好老

师。当事教师截图学院院长对教师的要求，并发到学生班级群，通知学生上课提

前10分钟到教室。相关教师找经常迟到的学生谈话，要求再有一次直接取消平时

分。通过整改后，第一次出勤未发生迟到现象，后续继续观察并有待持续整改。

*建筑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2

发作业本时间太长，建议课间或者找班干部

代发；课堂纪律差，后排讲话、玩手机的较

多，建议教师加强管理；课前准备较慢，PPT
打开时距离上课时间已经十分钟；无板书，

进一步合理安排发作业时间和方式，已安排学委或班长课前或课间发放。进一步加

强课堂过程管理，已增加后排走动次数，保证学生听课抬头率。提前十分钟到达教

室，打开所讲内容课件和其他课前准备工作。已进一步增加板书重点内容，多与学

生互动；并在网上寻找和观摩优秀教师相关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拓展延伸课外知



教师上课没激情，上课内容扩展不多。 识，以加深学生印象和提高兴趣。

第7期，本科生

组，序号3
没有关注学生学习动态，没有检查学生人数。

课前利用学习通进行签到，检查学生到课情况，保障学生出勤，利用课堂提问的方

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补充说明：此次被听课程利用中间课间进行了签到统计）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5

该课程难度较大、公式较多，建议采用PPT
方式教学；后排学生听课不认真，建议加强

课堂管理。

已加强课堂管理，特别对后排学生进行督促，要求其认真听讲。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8
需要加强对教室后排学生管理。

增加提问环节，每次课不少于4次提问，让学生进行自我思考，另外要求后排的学

生往前面的空位填充，目前来看有一定的效果。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9
学生应到79，实到74。需要加强对教室后排

学生管理。

加强课堂考勤，采用学习通点名，学生出勤率高，但存在部分同学代签现象，若实

际上课人数与考勤人数不一致时，会重新进行点名。上课过程中一旦发现同学玩手

机、不听课等现象，及时走下讲台加强与学生互动，提醒学生认真听课。今后还应

加强课堂管理，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23

教师上课的速度和进度较慢；黑板擦不干净，

叠加书写不清晰，板书不整洁。学生缺勤较

多，建议教师要抓出勤率；学生有睡觉现象，

建议教师关注学生状态。

已提醒教师保持黑板书写整洁。已加强课堂管理，特别对后排学生进行督促，要求

其认真听讲。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24
与学生缺少互动，没有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积极性。

课堂上加入了一定量的实例教学，通过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同时也加入了一些本课

程的前沿知识，从课堂表现看，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25
后三排的学生睡觉、玩手机现象严重，建议

教师课堂上多关注后面的学生。

已增加课堂后排巡查，强调学生准守课堂纪律，授课过程中采用提问、讨论的形式

增加学生的参与度，提升学生的听课风貌。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31
学生有讲话现象，建议适当加强课堂管理。

充分认识问题，已加强课堂授课过程中来回走动，及时关注学生学习状态，提醒学

生听课，不要做听课外的其他事情。

第9期，本科生

组，序号32
进一步与学生教学互动。 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互动，采用提问、启发、诱导等方式，学生参与互动较好。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1
有个别学生睡觉，板书无序。

针对学生上课时间睡觉，通过课堂管理，提醒学生听课，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让学

生多参与课堂互动和思考。针对板书无序，一方面加强听课学习，另一方面强化课

堂设计，事先准备板书内容，增加板书的条理性。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2

整个班级学风总体较差：不少学生压着铃声

进课堂，有十来个人迟到，还有学生边进课

堂边吃早饭；有几个学生课本和笔都没有带；

班干部点名人数与实际答到人数和实际班级

人数不符；大多数学生不在听课。

授课教师已加强课堂管理，强调迟到三次相当于一次旷课，同时提醒学生注意5教
的铃声比北京时间提前了2分钟，注意提前到教室。最近两次课，班级学风有所改

善。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3
教师课上、课下都缺少与学生互动，建议课

下适当的与学生沟通交流；课堂上有点嘈杂。
已增加课堂巡视和提问等互动环节，争取与学生多沟通交流，提高教学效果。

第10期，研究生

组，序号1
建议授课时，有些语句可适当放慢加重一点，

以突出重点内容。

已加强课堂授课节奏控制，备课时加强重点难点梳理，改变授课形式，强化师生互

动。

第10期，研究生

组，序号3
没人上课。 以后及时上报调停课信息，系统填写备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或建议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备注

第10期，本科生

组，序号22
建议讲课过程中可适当增加师生互动次数。

已将督导通报情况反馈给相关教师，并要求老师在后续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安

排师生互动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