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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我校 2018-2019 学年冬季学期

课程考试（查）抽样考评工作的通知

课程考试（查）抽样评审是我校教学质量考评中的一项常规工作。

现就 2018－2019 学年冬季学期课程考试（查）抽样考评工作作如下

通知：

一、 评审范围

2018-2019 学年冬季学期由本学院（系）开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的全部课程。具体抽查的数量和课程名单，由课程考试（查）考评工

作小组抵达院系后提出，并提取相关考评材料。本科通识类课程考试

（查）的考评将由学校集中进行，具体办法另作通知。

二、 考评时间安排

2018-2019 学年冬季学期

上海大学课程考试（查）抽样考评工作安排

序

号
单位 考评日期 时间

1
文学院

社会学院
4月 11 日（周四） 上午 8：00

2
社科学部（筹）

马克思主义学院
4月 17 日（周三） 上午 8：00

3 外语学院 4月 15 日（周一） 上午 8：00

4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图情档系
4月 10 日（周三） 上午 8：00

5 法学院 4月 12 日（周五） 上午 8：00

6 理学院 4月 11 日（周四） 上午 8：00

7 环化学院 4月 10 日（周三） 上午 8：00

8 生命学院 4月 10 日（周三） 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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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术学院 4月 19 日（周五） 上午 8：00

10 机自学院 4月 15 日（周一） 上午 8：00

11 中欧学院 4月 12 日（周五） 下午 1：00

12 计算机学院 4月 17 日（周三） 上午 8：00

13 通信学院 4月 16 日（周二） 上午 8：00

14 材料学院 4月 12 日（周五） 上午 8：00

15 土木系 4月 11 日（周四） 下午 1：30

16
电影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
4月 18 日（周四） 上午 8：00

17 悉商学院 4月 12 日（周五） 上午 8：00

18 数码学院 4月 19 日（周五） 上午 8：00

19 音乐学院 4月 12 日（周五） 上午 8：00

20 计算中心 4月 11 日（周四） 上午 8：00

21 通识课专项考评 4月 19 日（周五） 上午 8：00

三、 考评指标体系及考评表

本次考评使用的是 2018 年 9 月版的考评指标体系及考评表（详

见附件）。

四、 调阅材料准备

请各院系在工作小组抵达前准备好相关的课程考试（查）材料。

根据不同的课程考试（查）类型，工作小组需要调阅的文件包括：

1. 各院系的归档材料要求或清单

2. 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或教学日历、教学情况总结表

3. 学生的成绩登录表

4. 学生完成的课程考试（查）材料，如试卷、课程论文等

5. 课程考试（查）成绩的评分标准与给分依据，如试卷的参考

答案和给分标准、课程论文的评分标准等



3

6. 各类成绩评定的佐证材料，如平时成绩的评定等

7. 学院需要教师提交的其他归档材料

五、 工作小组抵达院系后，首先听取院系分管教学领导（或指

派人员）对上一轮课程试卷评审后针对反馈意见的整改工作和院系情

况的介绍（10分钟）。

六、 请学院提供考评工作小组工作的场所和茶水，并协助他们

开展工作。

七、 评审工作结束时，由工作小组向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

反馈评审意见(口头形式)。

八、 联系电话：66132023 66135091

电子邮件：03124874@163.com

联系人：丁琳

附件：

1. 表 1（本）上海大学本科生课程考试（试卷）质量检查评价表

（2018 年 9月版）

2. 表 2（本）上海大学本科生课程考试（论文）质量检查评价表

（2018 年 9月版）

3. 表 3（本）上海大学本科生课程考试（作业作品类）质量检查

评价表（2018 年 9月版）

4. 表 4（本）上海大学本科生课程考试（通识类）质量检查表（2018

年 9月版）

mailto:0312487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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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 5（研）上海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质量检查评价表

（2018 年 9月版）

6. 表 6（研）上海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论文）质量检查评价表

（2018 年 9月版）

上海大学教育质量考察与评估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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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

上海大学课程考试试卷专家评价表

课程名称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开课时间_______ 学年______学期

课程编号 ______________ 任课教师____________ 课程院系______________

试卷应有数 __________ 试卷实有数__________ 试卷缺少数_____________

试卷命题

情况

任课教师

命题

非任课教师命题 用试题库命题

任课教师

参与讨论

任课教师

不接触试题
统考 国家 省市 校

○ ○ ○ ○ ○ ○ ○

阅卷方式

任课教师单独阅卷 集体流水作业阅卷 其他教师个别阅卷

○ ○ ○

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开卷考试 开闭卷结合 课程论文 作业作品等其他方式

○ ○ ○ ○ ○

考试成绩

90-100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60分 其他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平均成绩 X = 分

填表说明：

1. 本科课程考试试卷评审工作自 2018年 9月起采用新指标体系，统一使用质量检

查评价表的观测指标。

2. 学校针对考卷抽样检查需要调阅的文档包括：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教学情况

总结表、成绩登录表等考卷文档材料，学院可细化要求，考卷归档工作具体以

学院的归档要求为准。

3. 课程考试试卷评审工作，将根据实际需要，分别委托有关专家进行实施。请各位

专家在认真考察和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公正、客观地予以评价。

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对我校教学质量工作的大力支持。

上海大学教育质量考察与评估办公室

2018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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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本科生课程考试(试卷)

质量检查评价表
观测指标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I

命题

规范

性与

质量

（35%）

1 使用院校统一试卷样式，试卷文字、图表等印制规范无错误，

有 A、B卷（A、B卷相同试题分值比例低于 30%）
5

2
命题符合教学大纲或教学基本要求，题意表述确切无歧义，无

学术性错误
10

3 试卷题型设置与分值分配合理，大、小题分值标注明晰 10

4 试卷内容覆盖面适当， 题量适中，难易度、区分度好 10

II

批阅

规范

性与

质量

（50%）

5
评分标准科学合理，参考答案完整无误（注：B卷不启用无需

提交参考答案）
10

6 红笔阅卷，批阅过程清晰可辨，赋分方式统一 10

7 试卷批阅中无错批、漏批现象，无随意拉分、扣分现象 10

8 成绩统计分、登录分正确，无错登、漏登现象 10

9 课程成绩分布合理，考试成绩分布状态与试卷难易度吻合度好 10

III
文档

规范

（15%）

10 平时成绩评定佐证材料完整、规范

1511
教学进度表、成绩登录表和教学情况总结表等填写完整、无缺

项

12 符合院系规定的课程考试归档材料要求

总 分（百分制）

综合评语：

评阅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上海大学教育质量考察与评估办公室制表

（2018年 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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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

上海大学本科生课程考试(论文)
质量检查评价表

课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课时间 _________ 学年 _______ 学期

课程编号______________ 任课教师____________ 课程院系_____________

论文应有数 __________ 论文实有数___________ 论文缺少数____________

观测指标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I

论文

规范

性与

质量
（25%）

1 论文选题规范，符合教学大纲或教学基本要求 5

2 论文撰写格式统一，内容要素表述清楚，完整规范 10

3 论文撰写内容与课程教学专题密切相关，且有新意 10

II

批阅

规范

性与

质量
（60%）

4 评分标准科学合理，评分依据细化明确 10

5 红笔批阅，论文评阅有可辨析的批阅记录或评阅意见 10

6 论文评阅遵循评分标准赋分，赋分方式统一 10

7 成绩统计正确，无错登、漏登现象 10

8 论文得分、批阅记录与论文质量相匹配 10

9 课程成绩分布合理，论文成绩分布状态与区分度好 10

III
文档

规范

（15%）

10 平时成绩评定佐证材料完整、规范

1511
教学进度表、成绩登录表和教学情况总结表填写完整、

无缺项

12 符合院系规定的课程考试归档材料要求

总 分（百分制）

综合评语：

评阅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上海大学教育质量考察与评估办公室制表

（2018年 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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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

上海大学本科生课程考试(作业作品类)
质量检查评价表

课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课时间 _________ 学年 _______ 学期

课程编号 任课教师 课程院系_____________

应有份数 实有份数 缺少份数

观测指标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I

载体

规范

性与

质量
（25%）

1 考核载体选题规范，符合教学大纲或教学基本要求 5

2 考核载体的内容要素表述清楚，完整规范 10

3 考核内容能反映综合训练要求，与教学专题密切相关 10

II

批阅

规范

性与

质量
（60%）

4 评分标准科学合理，评分依据细化明确 10

5 评阅遵循评分标准赋分，赋分方式统一 10

6 红笔批阅，批阅记录清楚，无随意拉分、扣分现象 10

7 成绩统计、登录正确，无错登、漏登现象 10

8 课程考核难易程度与教学目标相适应，作业作品质量高 10

9 课程考核成绩有区分度，成绩分布合理 10

III
文档

规范

（15%）

10 平时成绩评定佐证材料完整、规范

1511
教学进度表、成绩登录表和教学情况总结表等填写完整、

无缺项

12 符合院系规定的课程考试归档材料要求

总 分（百分制）

综合评语：

评阅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上海大学教育质量考察与评估办公室制表

（2018年 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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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

上海大学本科生课程考试(通识类)
质量检查评价表

课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课学期 _________ 学年 _______ 学期

课程编号______________ 任课教师____________ 课程院系_____________

观测指标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I

载体

规范

性与

质量
（25%）

1 考核载体选题规范，符合教学大纲或教学基本要求 5

2 考核载体格式统一，内容要素完整规范，表述清楚 10

3 考核载体内容与课程教学专题密切相关，且有新意 10

II

批阅

规范

性与

质量
（60%）

4 评分标准科学合理，评分依据细化明确 10

5 成绩统计、登录正确，无错登、漏登现象 10

6 红笔批阅，有可辨析的批阅记录或评阅意见 10

7
平时和课外要求清晰，能考察学生掌握和灵活应用知识的

能力
10

8 课程成绩有区分度，考核难易程度达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10

9 成绩分布合理，成绩分布状态与考核载体质量相匹配 10

III
文档

规范

（15%）

10 平时成绩与课外成绩评定佐证材料完整、规范

1511
教学进度表、成绩登录表和教学情况总结表等填写完整、

无缺项

12 符合院系规定的课程考试归档材料要求

总 分 (百分制)

综合评语：

评阅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上海大学教育质量考察与评估办公室制表

（2018年 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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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研）

上海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
质量检查评价表

课程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课时间 _________ 学年 学期

课程编号 ______________ 任课教师____________ 课程院系 _____________

试卷应有数 ___________ 试卷实有数___________试卷缺少数____________

观测指标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I

命题

规范

性与

质量
（35%）

1
使用院校统一试卷样式，试卷文字、图表等印制规范、无

内容错误
5

2
命题符合教学大纲或教学基本要求，题意表述确切无歧义，无

学术性错误
10

3 试卷题型设置与分值分配合理，大、小题分值标注明晰 10

4 试卷内容覆盖面适当， 题量适中，难易度、区分度较好 10

II

批阅

规范

性与

质量
（50%）

5 评分标准科学合理，参考答案完整无误 10

6 红笔阅卷，批阅过程清晰可辨，赋分方式统一 10

7 试卷批阅中无错批、漏批现象，无随意拉分、扣分现象 10

8 成绩统计分、登录分正确，无错登、漏登现象 10

9 课程成绩分布合理，考试成绩分布状态与试卷难易度吻合度好 10

III
文档

规范

（15%）

10 课程教学大纲或教学基本要求内容完整

1511 成绩登录表等教学文档填写完整、无缺项

12 符合院系规定的课程考试归档材料要求

总 分（百分制）

综合评语：

评阅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上海大学教育质量考察与评估办公室制表

（2018年 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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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研）

上海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论文)
质量检查评价表

课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课时间 _________ 学年 ________ 学期

课程编号 _____________ 任课教师_____________ 课程院系 _____________

论文应有数___________ 论文实有数___________ 论文缺少数 _____________

观测指标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I

论文

规范

性与

质量
（25%）

1 论文选题规范，符合教学大纲或教学基本要求 5

2 论文撰写格式统一，内容要素完整规范，表述清楚 10

3 论文撰写内容有新意，与课程教学专题密切相关 10

II

批阅

规范

性与

质量
（60%）

4 评分标准科学合理，评分依据细化明确 10

5 红笔批阅，论文评阅有可辨析的批阅记录或评阅意见 10

6 论文评阅遵循评分标准赋分，赋分方式统一 10

7 成绩统计正确，无错登、漏登现象 10

8 论文得分、评阅记录与论文质量相匹配 10

9 课程成绩分布合理，论文成绩分布状态与区分度好 10

III

文档

规范

（15%）

10 课程教学大纲或教学基本要求内容完整

1511 成绩登录表等教学文档填写完整、无缺项

12 符合院系规定的课程考试归档材料要求

总 分（百分制）

综合评语：

评阅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上海大学教育质量考察与评估办公室制表

（2018年 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