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22〕41号

关于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学相关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为切实做好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学教学工作，现将相关工作

安排如下。

一、课程安排及教材领取

各部门按照 2022 年秋季学期课表执行教学任务。辅导教师

提前将课表发给学生，并确保通知到位。全校性选修课（包括公

选课、网络选修课），教务处将于正式开学后组织学生开展选课。

教材领取地点：D103

教材领取时间：

8月 23 日 8:00-12:00 工程机械学院、国际经贸学院

8月 23 日 13:00-17:30 智能制造学院、建筑工业学院

二、作息时间

本学期教学作息时间表详见附件 1，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三、教学日志填写

线上教学日志是专兼职教师课时量核算、课酬发放的依据，

教务处每周定期对线上教学日志填写情况进行督查并通报。

授课教师登录教务管理系统中“教学日志管理”模块，在授

课当天如实填写相应课程的授课情况，任课老师填写完后及时督

促学习委员进行审核（具体操作见附件 2、附件 3）。

四、教学资料上传

任课教师需在教务管理系统上传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教学



设计和课件（备课量不少于 4 周）等教学资料（操作手册见附件

4）。

资料上传要求：

1.授课计划：需上传签字盖章后的 PDF 扫描件。

2.课程标准：需有课程标准审批表，上传签字盖章后 PDF 扫

描件。

五、调课

教务处将于 8 月 18 日前发布老生课表，并发放至各教学单

位。各教学单位必须强化教学管理，教师必须严格执行课程表安

排，按规定时间完成教学任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课。凡调整教学计划、任课教师

和上课时间均须提前 3 个教学工作日办理调课审批流程，并于

24 小时内督办完成审批流程（具体操作见附件 5），并提前通知

教学班级全体学生及班级辅导员。未经审批而自行调课者，按照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差错、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办

法》进行处理。

六、教室投影仪使用

为规范教室遥控器使用和管理，A、B 栋教室多媒体投影仪

使用一键开启小程序启动，具体教室及开启方式详见附件 6。

实验实训室和崇德楼教室的多媒体遥控器请由各单位自行

妥善保管。

七、课前准备

1.任课教师应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认真撰写教案，选定符合

课程标准与教材匹配的参考书，给学生布置相应的作业、练习题

和思考题。

2.根据课程标准要求及教材各章节的具体情况，选用科学有



效的教学方式方法，力求做到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

3.课前应详细了解学生的有关情况，包括所学专业、基础情

况；了解所开课程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衔接；整理、打印所带班

级学生花名册（具体下载方式见附件 7）等；

4.做好多媒体课件、教学模型、挂图、教具、演示实验等教

学准备工作，使教学用具处于完备状态，尽可能运用现代化教学

手段和实验设备，积极采用多媒体课件等现代化教学技术；

5.公共课程教学应坚持集体编写学期授课计划、集体备课，

积极开展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为主的教学改革研究工作。

七、实验（训）室及教学用实训耗材

各教学单位在开课前需做好实验（训）室及教学实验（训）

耗材准备，并在做好登记。若因实验（训）耗材不足而导致无法

授课者，按照《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差错、事故的认

定与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八、听评课要求

根据学校专任授课教师听评课要求，每学期听评课≥10 节

视为达标。各教学单位需积极督促本单位专任授课教师按要求听

评课，每学期期中、期末教务处将组织检查。

九、师德师风

教师必须严格遵守课堂纪律，至少提前五分钟进入教室、实

验（训）室等教学场所，不得迟到、提前下课和拖堂；教师必须

站立授课（除怀孕、生病、操作计算机演示等特殊情况外），发

挥肢体语言的作用，调动课堂气氛；教师必须讲普通话，写规范

字，授课时语言清晰流畅、生动文明，板书工整、清楚。教师进

入课堂要衣冠整洁，仪表端正，举止文明。严禁教师在课堂上使

用手机从事教学无关工作。



十、期初教学检查内容

序号 检查项目 责任部门 基本要求 检查方式 检查时间

1 教室、实训室

教务处

二级学院

后勤处

1. 桌椅完好，无损坏和缺失。

2. 根据专业和学生班级数，合理分配各类教室；

3. 上课教学设备、用品齐全；

4. 保持教室内良好卫生；

5. 仪器设备摆放、仪器设备完好、电气线路检查、实验实

训场所清洁卫生。

二级学院自查

教务处复查
8月 18 日

2 实验实训耗材
二级学院

教务处

1. 做好实验前的材料准备；

2. 做好耗材入库清单。

二级学院自查

教务处复查
8月 18 日

3 电教设施 信息中心
对电教设施进行调试，安装相关教学所需软件，保证正常运

行；保证各管理软件、各教室电子班牌正常运行。

二级学院自查

教务处复查
8月 18 日

4 教材 教务处

1. 落实教材选用与管理办法，有健全、完善教材评审、评

价和选用机制，严把教材质量关，有完备的教材征订审批纪

录；

2. 征订教材到位，开学一周内要把教材发放到位。

教务处

教学督导委员会
8月 18 日

5

2022 年秋季

学期期末考试

试卷及成绩归

档情况

二级学院

教务处

1.检查内容：试卷归档情况（线上考试查看后台考试数据或

电子档试卷）、试卷批阅是否规范、成绩登记是否和试卷保

持一致；

2.试卷归档要求：装订顺序为：①空白试卷一份；②参考答

案和评分标准及细则；③学生成绩单及成绩分析表；④学生

答卷（顺序与学生成绩单一致）；⑤课程质量分析报告；

3.检查要求：各学院组考科目考试资料请于 8月 18 日上午

教务处

教学督导委员会
8月 18 日



序号 检查项目 责任部门 基本要求 检查方式 检查时间

8点半前统一放置各学院会议室备查；学校组考科目由教务

处统一放置创业楼 205 备查。

6

课程开设情况

教师排课情况

承担课时量

教务部

二级学院

1. 教务管理系统导出 2022 年秋季学期教学任务表；

2. 课程开设情况需与人才培养方案一致；

3. 教师工作量合理，排课时间合理。

二级学院自查

教务处复查
8月 18 日

7

教学资料（学

期课程标准、

授课计划、教

案、课件）

教务处

二级学院

1. 教学资料上传到教务管理系统的情况；

2. 教师提前备课 4 个教学周内容，认真撰写教案（电子教

案必须有明显的二次备课痕迹；不能用 PPT 课件代替教案）；

3. 教务处组织相关人员按部门教师 20%抽查评价。

教务处

教学督导委员会
8月 18 日

8 教师技能抽查 二级学院

抽查对象：承担 20 级学生技能抽查强化训练相关课程教师。

抽查内容：各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抽查方式：由本学院督导团成员（3-5 人）随机从题库中抽

取一道题目进行考核

考核标准：参照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其他：请各专业根据考核安排提前准备好考核材料，若因实

训设备问题不能按时考核的，可向教务处申请于 8月 25 日

前完成考核。

教务处

教学督导委员会
8月 18 日

9
新入职教师试

讲
二级学院

试讲内容：所承担课程第一节内容；时间：20 分钟

试讲结束后，由教学督导给出是否能胜任本课程教学的意见

（附件 8）。

教务处

教学督导委员会
8月 19 日



附件：1.2022 年秋季学期教学作息时间表

2.教师教学日志填写操作手册

3.学习委员教学日志审核操作手册

4.教学资料上传操作手册

5.教师调课审核操作手册

6.A、B 栋教学楼多媒体一键开启方法

7.学生点名册下载操作手册

8.新入职教师试讲情况评价意见表

教务处

2022 年 8 月 16 日



附件 1：

2022 年秋季教学作息时间表

作息 周一至周五

第一节课 08:20—09:05

休息 09:05—09:15

第二节课 09:15—10:00

休息 10:00—10:20

第三节课 10:20—11:05

休息 11:05—11:15

第四节课 11:15—12:00

午餐 12:00—13:00

午休 13:00—14:00

第五节课 14:00—14:45

休息 14:45—14:55

第六节课 14:55—15:40

休息 15:40—15:50

第七节课 15:50—16:35

休息 16:35—16:45

第八节课 16:45—17:30

晚餐及课外活动 17:30—19:00

第九节课 19:00—19:45

休息 19:45—19:55

第十节课 19:55—20:40

晚自习 19:00—21:00

熄灯 22:30



附件 2：

教师教学日志填写操作手册

1. 进入教务管理系统 http://ehall.sanyedu.com/new/index.html

2. 登录账户（若有 X，请用大写）。

 专任教师：账号：工号；密码：身份证后 6位

 兼职教师：账号：身份证后 8位，密码：身份证后 6位

3.在主界面输入“教学日志管理”，并点击进入

4. 根据课程信息，授课后当天内点击进入页面，填写相关情况，并点击“提交”。



附件 3：

学习委员教学日志审核操作手册

1.登录教务管理系统 http://ehall.sanyedu.com

账号：学号 初始密码：身份证号后 6位

2.点击“教学日志管理”模块

3.进入后，学年学期处选择“2022年秋季”。根据出现的课程审核信息，点击“审

核”

4.核实信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审核通过”或“审核不通过”，不通过的注明

原因。上课后当天内完成审核。



附件 4：

教学资料上传操作手册

1. 进入教务管理系统 http://ehall.sanyedu.com/new/index.html

2. 登录账户（若有 X，请用大写）。

 专任教师：账号：工号；密码：身份证后 6位

 兼职教师：账号：身份证后 8位，密码：身份证后 6位

3.在主界面输入“教师资源中心”，并点击进入。

4. 点击“新增”

5.选择“学年学期”，点击“选择”，弹出任课教师上课的课程，点击附件“上

传”



附件 5：

教师调课审核操作手册

1. 进入教务管理系统 http://ehall.sanyedu.com/new/index.html

2. 登录账户（若有 X，请用大写）。

账号：工号；初始默认密码：身份证后 6位

3.在主界面输入“调课管理”，并点击进入。

4. 任课教师发起调、停、补课申请。

5. 已提交的调课申请，需要 24小时之内经过教学秘书、教研室主任进行审核，

才允许进行相应调停课。



附件 6：

A、B 栋教学楼多媒体一键开启方法



附件 7：

学生点名册下载操作手册

1. 进入教务管理系统 http://ehall.sanyedu.com/new/index.html

2. 登录账户（若有 X，请用大写）

账号：工号；初始默认密码：身份证后 6位

3. 在主界面输入“教学任务”，并点击“我的教学任务”进入

4. 根据课程信息，选择“学生名单”并点击打开。

5.点击“打印点名册”，并选择下载版本、打印。



附件 8：

新入职教师试讲情况评价意见表

任课教师 学院 职称

试讲课程名称

试讲内容

评价指标 参考细则 得分

教学态度

（20分）

备课充分，内容熟练，教态大方，声音

洪亮，举止得体。

教学内容

（20分）

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容组织设计合

理，理论联系实际，信息量饱满。

授课能力

（30分）

概念准确，思路清晰，层次分明，重点

突出，详略得当，阐述流畅。

授课方法

（20分）

善于启发学生，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课堂展示

（10分）

板书工整，课件设计合理，辅助教学教

具使用得当，效果较好。

综合评分

综合评价

合格 建议再试讲

督导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