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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医学院教学质量智慧监测系统简要操作手册

潍坊医学院教学质量智慧监测系统（以下简称“监测系统”），由学校

2021 年上半年投资建设，目标是建成基于手机移动端的学校教学质量智慧监

测系统，实现面向我校全培养层次（本科生、研究生、国际学生）、全校园师

生（领导干部、督导专家、教师、学生），对全教学过程（课表查询、课堂辅

助、课后交流），进行全课型监控（各类课型评价）、全对象覆盖（评教、评

学、互评）、全平台联通（对接学校多个教学管理平台数据）、全数据分析（形

成学校教学质量关联数据实时分析）的多功能教学管理系统。

一、系统部署环境

“监测系统”已整合在学校数字校园系统（即“教学评价”模块）中，可

通过电脑或手机 APP 登录，两种登录方式呈现的系统功能相同。

二、系统数据范围

1. 课程数据。因“监测系统”处于系统建设初期，目前课程数据仅涵盖通

过学校教务系统排课的相关年级、专业的理论课程。研究生、国际学生开课情

况可通过《关于开展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全校领导干部听课工作的通知》

附件 3 进行查询，听课后填写纸质评价表并送交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方式完

成备案。

2. 教师数据。“监测系统”已完成与学校数字校园数据对接，我校所有

承担教务系统排课课程授课任务的教师均已完成账号关联，个别学院的外聘教

师账号将协调相关部门后解决。有发现账号有误，可联系网络信息中心解决。

3. 学生数据。根据与学校数字校园数据对接情况，目前“监测系统”学

生数据涵盖各年级的本科生、国际生。暂未包含研究生学生数据。

三、系统操作方式

（一）电脑登录

在学校主页，使用个人账号（工号）登录学校数字校园平台，选择“教学

评价”，即可进入电脑版“监测系统”。点击右上角的“手机版”，可模拟手

机登录后的界面。

电脑版“监测系统”呈现的功能，以及模拟手机登录后呈现的功能，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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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点击操作，进入下一级菜单。

如下图。

（二）APP 登录

1. 下载“潍坊医学院移动校园”APP。

（1）如您手机上已安装“潍坊医学院移动校园”，则无需再次下载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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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点击图标进入即可。

如您手机 APP 的操作界面与下图不一致，请重新下载安装。

（2）安装“潍坊医学院移动校园”APP，请按如下操作：

安卓版手机扫描二维码 下载安排 APP。

苹果版手机，从苹果应用商店搜索“潍医移动校园”，并安装。

2. 安装后，使用个人数据化校园账号、密码登录(账号查询、遗失密码，

请按本手机“七、常见问题”内容操作)

APP 界面内，依次找到“应用”、“教学评价”（可将“教学评价”编辑

至常用应用栏目）。

3. “教学评价”界面即是“监测系统”主页。

（三）领导干部常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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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常用操作有“领导听课”功能。在学院承担教学任务的领导干

部还可以用到“同行听课”、“教师评学”、“我的课表”、“学习交流”、

“证件照管理”等与授课教师相同的操作功能。

1. 《领导听课》功能操作

我校领导干部听课工作分“集中听课”和“自主听课”两种类型。领导

干部在结束听课后，需根据听课性质选择“领导干部集中听课”或“领导干部

自主听课”入口，完成听课评价。

（1） 集中听课，指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听取指定授课教师的教学状况。

具体操作如图：

点击”领导听课”、“听课计划”，“重点评价”标签列出的课程即为集

中听课对象，点击该课程，即可查看课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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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领导干部集中听课”入口，可了解熟悉评价指标体系内容。

在完成听课工作后，依评价指标完成评价工作，可点击“保存”或“提交”。

（2） 自主听课，指根据工作职责、联系学院等情况自主选择听课课程。

自主听课，可按计划听课和即时听课两种情况进行操作。

计划听课：可将还未开始的课程列入听课计划，以便在听课结束后，快速

定位到该课程，完成评价工作。

即时听课：直接找到听课课程，完成评价工作。

具体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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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导听课”中，找到“搜索”功能，设置一个或多个搜索条件，选择

适合周次、地点的拟听课课程，点击“计划听课”，将该课程列入听课计划。

此时“听课计划”列表中，即保存了该课程信息。在听课结束后，依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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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完成评价工作即可。

“即时听课”操作类似“计划听课”操作内容，找到相应课程后，不需将

课程列入计划，直接根据已听课情况，完成评价工作。

2. 《同行听课》功能操作

（1）同行听课，指所在学院二级督导组教师、教研室同行教师开展的督

导听课、交流听课活动。

自主听课，可按计划听课和即时听课两种情况进行操作。

计划听课：可将还未开始的课程列入听课计划，以便在听课结束后，快速

定位到该课程，完成评价工作。

即时听课：直接找到听课课程，完成评价工作。

具体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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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同行听课”，从“可听教师”列表中找到本学期同行教师列表及课

程，或通过搜索功能，设置一个或多个搜索条件，选择适合周次、地点的拟听

课课程，点击“计划听课”，将该课程列入听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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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听课计划”列表中，即保存了该课程信息。在听课结束后，依评价

指标，完成评价工作即可。

“即时听课”操作类似“计划听课”操作内容，找到相应课程后，不需将

课程列入计划，直接根据已听课情况，完成评价工作。

（2）邀请听课操作

被听课教师可以通过“邀请听课”功能，主动邀请学校领导干部、校督导

委、院督导组及同行教师听取自己的课堂教学情况。具体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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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点击“同行听课”，从“更多”中点击“邀请听课”，“新增邀请”，

选择合适的课程、时间，从邀请教师名单中选择或搜索确定邀请对象即可。

3. 听课结果查询

被听课教师的听课评价结果，可以从“听课大数据”中查询。具体操作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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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课教师常用操作

授课教师可通过该系统完成同行听课、教师评学、听课大数据查询、课堂

名点、证件照管理、我的课表、学习交流等工作。

1. 同行听课

可参照本书：三、系统操作方式（三） 领导干部常用操作 2. 《同行听课》

功能操作内容进行。

2. 教师评学

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会在每学期下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相关工作

通知，授课教师根据通知要求，在指定日期登录“教师评学”功能，依提示操

作即可。

3. 课堂点名

“课堂点名”功能可用于教师课前对学生进行考勤检查，课中进行互动提

问等环节，请依提示操作即可。

4. 证件照管理

该功能用于教学评价工作中参与评价者核实被评教师信息。如需更新个人

照片，请依提示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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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的课表

该功能与教务系统查询的教师个人课表信息一致。暂不包含研究生、国际

学生的课程信息。

6. 听课大数据查询

授课教师可通过该功能查看到各类评价的听课评价结果，可以从“听课大

数据”中查询。具体操作如图：

7. 学习交流

该功能通过每学期自动组建授课教师对应教学班群组的方式，方便授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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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课前、课中、课后与教学对象进行交流互动。

具体功能操作如图：

教学互动功能可涵盖课堂教学全程，如随时联系教学班级发布预习内容、

上课通知，课堂教学中进行师-生、生-生多方位互动，课后公布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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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难点讲解等。功能丰富、涵盖面广，教学班互动信息将会长期保存，便于

师生回顾。

教学班群组以“课程+教学班+授课教师”为条件自动组建，如某课程是

多教师分段授课，学生操作端会出现该课程的多个教学班群组，教师在自己教

学班群组发布的通知，同课程其他教师无法查看，故如在课下发布重要通知，

建议由一位教师负责发布即可，以免造成学生从多个教学班群组都收到消息，

通过逐一查看，才能判断是否是重复通知。

学生使用该功能亦需通过安装“学校移动校园 APP”，使用个人学号、密

码登录后方可实现。

（五）学生常用操作

在校学生可通过该系统完成学生评教、课代表点名、课表查询、学习交流

等操作。

1. 学生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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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会在每学期下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相关工作

通知，学生可根据各学院学工办通知要求，在指定日期登录“学生评教”功能，

依提示实现评教操作。

2. 课表查询

该功能与教务系统查询的个人课表信息一致。

3. 学习交流

该功能通过每学期自动组建各课程教学班群组的方式，方便学生在课前、

课中、课后参与各课程教学班的学习活动，与教师进行交流互动。常见操作如

图：

进入教学班级群组时，注意选择正确的课程及授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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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质量信息提报

全校领导干部、教师及学生群体在参与教学活动中，如发现存在影响教师

教学、学生学习等方面的问题信息，可通过“调研问卷”将问题提报至教学质

量监控与评估处，以便对问题进行查实处理。该栏目支持通过文字、拍照等形

式提报相关问题，具体功能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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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院管理操作

学校教学质量智慧监测系统支持各教学学院自主开展问卷调研、二级督导

级指定听课、教学评价、评价信息查询等功能操作。学院自主管理权限使用说

明及开放日期待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另行通知。

六、学校学生教学工作信息员操作

待开放。

七、常见问题

1. 账号无法登录

查询个人工号（非教务账号），请咨询所在学院。附属医院授课教师工号

一般为”2+附院工号(4 位)”，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

个人工号长期未使用或密码设置简单造成的账号锁定，请致电网络信息中

心 8462386（开发应用部）。

遗失登录密码，请按照“潍坊医学院移动校园”APP 的“忘记密码”提示

进行密码初始化操作。

2. 教学评价功能异常，请联系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 8462525（教学督导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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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评价显示课表异常，请联系教务处 8462267（教学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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