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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2013—2014 学年度第一学期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报告
教务处

孙思萌

课堂教学是所有教学环节的基

针对我校开设的全部课程类型为理论

础，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提高教育质

课的本科课程及任课教师，其中，学

量的关键，因此我校始终将课堂教学

生主要采用网上评教方法，针对本学

质量监控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常态化

期所开设的课程类型为理论课的教师

工作来开展。本学期，依然采用学生

的授课情况进行打分；院领导及本科

网上评价、院领导评价、教学督导员

教学督导组采用随机听课方法，对教

评价等三种形式对本科课堂教学质量

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评价和打分。

进行测评。在教务处统一部署，各学

二、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

院教学办、本科教学督导组等单位的

及分析

大力协助下，和广大本科学生的积极

1. 学生网上评教

支持下，我校 2013-2014 学年度第一

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参与者

学期课堂教学 质量评 价工作圆满完

是整个教学环节的主体，因此聆听学

成。现将本学期本科课堂教学质量监

生的意见尤为重要。通过网上评教中

控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各项指标的分数可以直观的反应出学

一、

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

生对教师授课情况的反馈意见和对课

施情况

程设置的满意程度。

本学期，学生网上评教从第十二

本学期参与网上评教的学生共计

周开始，截至第十八周；院领导及本

137772 人次，考评课程共计 1947 门次，

科教学督导组评价贯穿于整个学期的

涉及来自 27 个部门的授课教师共计

课堂教学活动期间。本学期评价范围

1251 名。

各项指针平均分数见下表：
条理 结合 回复 课堂 授课 实验 前沿 启动 现代 在想 满意 参评

最后

语言 语言 问题 讨论 准备 安排 方向 思维 手段 听课 度

得分

人数

91.7 91.9 92.2 91.6 92.0 91.1 91.4 91.5 91.5 91.5 92.1 137772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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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情况见下表：
最后得分

人次

比率

≥90

1608

82.59%

80~70

≤70

335

17.21%

4

平均分

人次

比率

≥91.6

1178

60.50%

＜91.6

769

39.50%

人次

比率

≥92.1

1146

58.86%

＜92.1

801

41.14%

91.6

0.21%

满意度情况见下表：
满意度

人次

比率

≥90

1671

85.82%

80~70

≤70

272

4

13.97%

平均分

92.1

0.21%

通过学生网上评教的各项评价

情况为优秀；超过 85%的课程的满意

结果可以得出，本学期我校课堂教学

程度为优秀。

质量总体良好。超过 80%的教师授课
2. 院级领导听课情况
本学期共有 8 个学院 26 位院级

学与健康学院及体育部。本学期院级

领导提交了院领导本科课堂教学质

领导评估本科专业课程共计 58 门次，

量评估结果，这些学院分别是工商管

其中优秀课程 38 门次，优秀率为

理学院、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

65.2%；良好课程 20 门次，良好率为

院、软件学院、江河建筑学院、信息

34.48%。

科学与工程学院、艺术学院、生命科

评价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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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良好

年龄层次

人次

比率

人次

比率

老年

3

100.00%

0

0.00%

中年

11

76.92%

3

23.08%

青年

24

58.54%

17

41.46%

合计

38

65.52%

20

34.48%

通过院级领导听课结果可以得

的递减，优秀率也逐渐递减，因此应

出，参与评价的全部课程都为良好及

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师资队伍建设。

以上，优良率为 100%。随着年龄层次
3. 本科教学督导组听课情况
学校本科教学督导组于本学期

行了检查，优良率为 80.77%。

对全校 104 位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
评价情况见下表：
教学效果

人次

比率

优秀

40

38.46%

良好

44

42.31%

中等

17

16.35%

一般

3

2.88%

本科教学督导组通过抽查本科

重要参考。本学期本科课堂教学质量

教师课堂教学授课情况，总结分析评

评价工作已圆满结束，结果已反馈至

价情况后认为本学期本科课堂教学

各学院。通过学生网上评教、院级领

效果总体较好，部分教师在我校变革

导听课及本科教学督导组听课结果

培养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改革大

的全面总结和分析，本学期我校本科

方向下，从课程建设、改变教法等方

课堂教学质量总体优良，但仍存在一

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取得了较好效

些问题，希望各学院针对课堂教学质

果。

量评价结果所反应的突出问题及时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是学校

寻找解决办法，以期不断提高我校本

开展教学基本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

科课堂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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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召开推荐第二批省级、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评审会议
教务处 籍亚玲
2014 年 4 月 18 日上午，我校第二

突出重点、锤炼精品、改革创新、特

批省级、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色鲜明。本批次“十二五”规划教材

推荐评审会议在综合楼 603 会议室召

的推荐工作仍以各校“十一五”期间

开。会议由教务处副处长邸馗主持，

出版的本科教材的数量为基数，国家

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作为评审专家参

级规划教材按照这个基数的 5.5%推

加。

荐，省级规划教材按照这个基数的

会上，教务处副处长邸馗首先向

10%推荐。教育部和辽宁省教育厅分配

各位评委介绍了本次推荐工作的相关

给我校的推荐额度分别为 13 种和 25

文件精神和要求。按照《教育部办公

种。会前，学校已要求各学院按照本

厅关于开展“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

学院“十一五”期间出版教材的 20%

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次推荐遴选

比例进行了推荐，产生了 44 种候选教

工作的通知》
（教高厅函〔2014〕9 号）

材。接着副校长姜茂发教授强调了国

和《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十

家级和省级规划教材的推荐原则的不

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

同侧重点，推荐国家级规划教材要考

材第二次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
（辽教

虑到教材的整体竞争力，推荐省级规

办发[2014]58 号）精神，本批次推荐的

划教材要考虑到教材的专业覆盖面。

教材范围为 2010 年 1 月到 2012 年 12

之后，评委们审阅了各学院推荐的 44

月期间出版的教材，推荐形式为单本、

种教材的材料，并按照推荐原则进行

全册和成套三种类型。推荐原则为：

了投票。会后，学校通过教务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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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楼大屏幕对评审结果予以了公

示。

经过学院推荐、教材建设委员会

定了推荐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评审投票、学校公示等环节，学校确

13 种，省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25 种。

工商管理学院本科课程项目管理中心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工商管理学院 严志刚 温一冰
随着工商管理学院行政组织结构

行了诠释。然后，他结合新的组织结

改革的实施，学院组建了本科课程项

构对项目主任的职责定位，对下一阶

目管理中心，并且重新配备了人员。

段将要进行的课程资源配置和任务落

2014年4月1日下午2点，在管理楼307

实工作给予了指导。他说，本科课程

教室，工商管理学院本科课程项目管

项目是学院各类课程项目的基础，十

理中心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

分重要。要大力加强本科教学建设，

由中心主任孙新波副院长主持，各本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从而全

科课程项目主任、中心办公室人员除1

面提高学院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希

人出国访学外，其余9人均出席了会

望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各位项目主任

议。会议还邀请了院长、书记、学院

都能够成为在本领域具有相当话语权

本科教学督导、技术支持与实验管理

的管理专家。

中心以及第二课堂运行管理中心的相

然后由孙国臣书记讲话。他说，

关负责人，共7位一同参加。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作为985

首先，由马钦海院长讲话。他说，

高校，应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目标。

学院新的组织架构已逐渐落实，今天

学院正在积极推进新一轮组织结构改

本科课程项目管理中心这次全体大会

革，组织、人员、任务都要落实。在

召开的很及时。他先对各位课程项目

新形势下，希望学院本科课程项目的

主任和工作人员的勇于担当表示感谢
和祝贺。接下来，他借鉴香港理工大
学的课程项目介绍，要求课程项目主
任要从管理的角度思考工作，要在本
课程项目中起到中心和灵魂作用。他
分7个方面对课程项目主任的内涵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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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任和工作人员能够理清思路，

商管理学院教育教学奖励办法》、建议

担当工作，对学院负责，对学生负责，

教改论文纳入职称评定、在本科教学

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学院的本科

办设立“学生关于教学问题接待日”、

专业建设谋求更大的进步。

实验室深入建设、促进学院教师教学

孙新波副院长代表本科课程项目

科研提升的“2013专项计划”的修订、

管理中心对院长和书记莅临会议并做

实践教学基地协议的补充等6个问题。

政策解读、理论诠释和方向指引表示

为保证所有方案契合实际并具有可操

了感谢。他说，学院重新调整了顶层

作性，两位教学督导和七位本科专业

的设计，我们要做好夯实基础的工作。

负责人进行了积极的发言并提出自己

接下来，针对省级专业评估和新一轮

的想法和建议。

国家级本科教学评估，他组织中心全

最后，孙新波副院长说，希望七

体人员从培养方案的制定及修订、深

位本科课程项目主任能够在本科专业

化实践基地的建设和利用、教师教学

建设中担当重任，发挥领衔作用；希

管理3个方面，对学院本科专业建设及

望通过中心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使

改造分别布置了9个具体的课题设想，

学院的本科专 业建设 取得更大的发

并逐一落实了课题组成员和方案提出

展。（图 秦锐）

时间。他还带领大家讨论了修订《工

材料与冶金学院召开新学期教学工作会议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杨澈
3月25日，材料与冶金学院召开

及控制工程在省内排名第一。而后，

新学期教学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张院长就近期的本科生培养计划制

学院张廷安院长、杨东坪书记、蒋敏

订工作提出要求，各专业要重视培养

副院长、贺翔副院长、教学督导、各

计划的制定，尤其是新建专业，要根

专业、各实验室教学工作负责人及教

据培养目标制定培养计划，深化专业

学管理人员。

知识学习。最后，张院长又讲到教学

张院长首先通报了2013年辽宁

示范中心的建设、课程实验的设置、

省本科专业评价情况，我院参评的三

教学实验设备配备、出版实验指导书

个专业中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

等问题，希望各专业更加合理的安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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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使学生通过实践来加深对书

学生工作副院长贺翔向各专业

本知识的理解。

老师通报了本科生的就业情况，以及

学院本科生教学督导边老师通

企业的人才需求倾向。

报了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

最后，本科生教学副院长蒋敏就

课堂纪律问题。杨东坪书记也再次强

冶金工程专业认证工作做了部署；由

调教师要组织好课堂教学，规范课堂

于本科生扩招，建议各专业尽早建立

纪律。

与招生规模相适应的课程教学团队。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2014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中期检查顺利完成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刘婉婷
2014年4月28日，资源与土木工

经检查：90分以上5人，80-89分

程学院开展了2014届本科毕业生毕

9人，70-79分17人，60-69分4人，毕

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由学

业设计总体进度尚可，与往年持平；

院各基层学术组织负责人组成的两

选题难易度、工作量适中，适于本科

个抽查小组，对随机抽查的35名学生

设计（论文）要求，但极个别学生题

的毕业设计（论文）完成情况进行了

目偏大、偏难；学生对于中期检查态

检查。

度端正、准备充分，思路较为清晰，

本次检查，学生采取 PPT 形式汇

但极个别学生的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报了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意义、

对于得分偏低的同学，学院将在后期

文献查阅情况、设计（论文）已完成

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各个环节

工作及剩余工作量。抽查小组成员对

中进行重点审查。

学生的开题报告、外文文献翻译、图
纸/实验数据表进行检查，并提出相
应的修改意见。

工商管理学院成功举办本科教学接待日之推免保研政策专题报告会
工商管理学院 严志刚
4月8日13:00，在管理楼402教

就学生们关心的推免保研政策问题

室，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新波教授

为本科生做专题报告。学院党委副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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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兼副院长初青松，本科课程项目管

的学生进行了摸底调查。通过此次活

理中心办公室主任严志刚，第二课堂

动，同学们纷纷表示为成功申请推免

运行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光以及

研究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科教学办张靖慧、温一冰两位老师

工商管理学院为贯彻落实《教育

同工商管理学院2011和2012级本科

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

生一起参加了此次报告会。会议由杨

干意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

光主持。

成才，从本学期开始制定了《工商管

孙新波对《东北大学关于推荐优

理学院本科教学接待日实施方案》。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

由学院7位本科课程项目负责人、本

位研究生工作办法》作了具体解读，

科课程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担任接待

结合同学们提出的共性问题，针对不

专家，倾听、解答和指导学生关于课

同年级，对我校内外推的具体条件，

堂教学、实践教学以及教学管理等方

近年来推免的形势以及推免流程等

面的问题，本次专题报告就是本科教

问题为同学们做了详尽分析。还回答

学 接 待 日 的 第 一 次 活 动 。

了同学们现场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最后，初青松还针对同学们提出
的“双优”政策、支教、选调生等问
题进行了补充解答并做了总结性讲
话。
为了使报告和交流更具有针对
性，活动之前，学生办对有推免意向

材料与冶金学院举行面向国际化的英语实验班开班仪式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杨澈

3月17日下午，在基础学院 Z216，

导、工会主席，教务处领导以及20名

材料与冶金学院举行面向国际化的

实验班学生。仪式由材冶学院工会主

英语实验班开班仪式，参加开班仪式

席付高峰教授主持。

的有材冶学院、外语学院的党政领

首先，外语学院院长赵雯教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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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英语小故事为同学们说明了英

成任课团队，选拔材冶学院大一40名

语学习的重要性并勉励同学在良好

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建立实验班，其

的学习条件下更应该加倍努力提高

目的在于提高本科生的国际交流能

英语水平。学生代表更是表达了入选

力，培养面向国际创新人才。杨书记

实验班的激动与学好英语的热情。

以国际科技前沿的形势并结合自身

最后材冶学院杨东坪书记讲话，

经历，向大家重申外语学习、国际交

他介绍了实验班开办的初衷与宗旨，

流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利用好学院为

此次由材冶学院与外语学院率先合

学生搭建的高水平语言学习平台，提

作，由外教和外语学院高水平教师组

高国际交流能力。

强化过程管理 提升毕设质量
——测控专业 2014 届本科毕设中期检查启动
信息学院 辛德麟
4月21日下午，测控技术与仪器

容、课题重点及难点、研究目标及检

专业2014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论

验方法；进展报告则需要学生以5分

文）中期检查说明会在采矿馆324室

钟 PPT 的形式将开题接受题目至今的

召开。

课题进展情况予以展示。会后，王玉

自动化仪表所教师王玉涛教授

涛教授与个别有疑问的学生进行了

主持会议，并就中期检查中需要学生

亲切交流。

完成的目标表、进展报告进行了详细

测控专业近年来高度重视本科

说明。尤其指出，让学生填写目标表，

生人才培养工作，专业教师对学生课

旨在促使学生独立的开展工作，目标

堂教学、设计类实践教学都投入了更

表包括课题背景及前期基础、课题内

多的精力，尤其对于本科毕业设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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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严加要求与管理，注重理论与实

能力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学院各

践相结合，答辩前进行全体现场演示

专业建设起到了带动作用。

验收，在提升毕业生综合设计与实践

江河建筑学院建筑讲坛开讲
江河建筑学院

李洋 贾丽君

4月27日，江河建筑学院建筑讲坛

城市规划编制、管理以及滨水区设计

系列学术活动在东北大学综合楼822

等方面的内容；并鼓励同学们结合自

学术报告厅拉开帷幕，辽宁省两岛经

身专业特点，夯实理论基础，不断完

济区管委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

善知识体系，做到好学、多思、厉行。

师邢铭应邀为学院师生作了题为“美

最后，邢铭教授还与同学们亲切

国现代城市规划介绍”的专题报告。

互动，解答了同学们关于新城建设和

学院各专业老师、同学们聆听了报告。

老龄化方面的问题。通过此次学术讲

首先，江河建筑学院副院长张晓

座活动成功举办，江河建筑学院的广

云教授代表建筑学院师生对邢铭主任

大师生收获了知识，对城乡规划理论

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做了简要介绍。

学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浓郁的兴

邢铭主任结合自身在城乡规划设计与

趣。

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
旅美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为同
学们介绍了美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并
与中国的城市 规划体 系作 了对比讲
解；深入剖析了美国城市规划发展历
程，结合芝加哥案例具体讲授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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