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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esigns a classroom inspection system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 and conducts inspections and records o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through mobile phones and tablet computers, and check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situation, 

teaching environment, student discipline, and student learning status. As an assistant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 classroom inspection system designed in this paper provides real-time and user-friendly operation 

function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ing administrators. At present, this system is in trial operation in a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in Guangzhou. By arranging inspections by school-level cadres and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we 

will grasp the classroom teaching situation in tim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jor problems found in the inspections in a timely 

manner.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find the shining point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assist young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o solve problems in the classro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ndardized inspec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routiniz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ha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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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论文设计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课堂巡查系统，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对课堂教学过程进行巡查和记录，检查教

师课堂教学情况、教学环境、学生纪律、学生学习状况等。论文设计的课堂巡查系统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辅助教学管

理系统，面向学校教务、教学管理人员，提供实时、人性化的操作功能，开发的实时交互式课堂巡查系统在广州某中

职学校实现了试运行。通过安排校级干部和教学教务管理人员巡查，及时掌握课堂教学情况，对巡查中发现的重大问

题及时引起学校的重视，同时发现教学过程中师生的闪光点，协助中职学校中年轻老师解决课堂中的问题。建立规范

的巡查制度，保证课堂教学常规化，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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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总量扩大，但生源质量却难以得到

保证[1]。中职学校的学源多数是因为中考成绩不理想，没

考上普通高中，失去原有的努力方向，潜意识里认定自己

是差生，这种心理暗示使他们失去了学习的热情，学习态

度怠慢，求知欲不强，影响了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2]。

为了保证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建立适合中等职业学

校的教学质量保障与监督体系[3]，课堂巡查系统是探讨提

高中职学校教学质量的辅助教学管理系统[4]。针对中职学

校课堂巡查的现状，制定更为完善的课堂巡查规则，设计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课堂巡查系统，提高课堂巡查效率[5]。 

2．．．．中等职业学校课堂巡查中等职业学校课堂巡查中等职业学校课堂巡查中等职业学校课堂巡查 

中等职业学校课堂巡查是保障课堂教学过程质量的一

种辅助教学管理系统，通过课堂巡查完善课堂教学过程的监

控，督促教职人员做好本职工作，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可持

续发展[6]。中等职业学校课堂巡查系统是由教学管理部门对

课堂教学过程进行巡查，采集有关课堂教学过程的信息，进

行汇总和分析，并将信息整理反馈给教学管理部门和相关教

师。通过反馈的信息，帮助相关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过程的管

理能力，教学管理部门改进巡查流程，巡查指标[7]。中等职

业学校的课堂巡查流程是：（1）巡查，管理人员在巡查课

室时，通过查找课程表找到相应的班级；（2）记录，将课

堂巡查情况记录在记录纸上；（3）统计，教研管理员将所

有巡查情况记录收集起来，录入进电脑，并做成表格文档进

行统计；（4）反馈，通过统计得出的结果，反馈到相关教

学管理部门，同时也反馈给相关授课教师。 

建立完善的巡查制度，对课堂的教学管理、教学状况、

教学环境等方面进行巡查，发现课堂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

要及时反馈，保证课堂教学质量[8]。关注管理人员的专业

素质及综合素养的提升，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为学校教

学管理工作服务[9-10]。 

表表表表1 广州市某中职学校巡查记录的内容。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巡查记录的内容巡查记录的内容巡查记录的内容巡查记录的内容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1 在岗否 睡觉否 门窗有没关 

2 精神饱满否 玩手机否 教学设备开启否 

3 玩手机否 喧闹否 学生待在教室否 

中等职业学校巡查的对象是学生和教师。监督学生课

堂学习情况，对教师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行为、教学观念、

教学模式、教学方式等进行巡查。巡查记录的内容主要分

为三个部分：（1）教师的教学情况：是否在岗，在教学

过程中的精神面貌，是否有玩手机的现象；（2）学生在

上课时的学习状况：是否有玩手机、睡觉、喧闹等情况；

（3）教室环境状况：该课室当没有课时，是否有学生留

在教室的情况，或该课室当没有课时，教学设备、门、窗

是否关好的情况等。该校巡查记录内容如表1所示。 

巡查过程形式化严重：中等职业学校课堂巡查不易被

领导重视，课堂巡查较为随意，不按照固定的流程巡查。

如：课堂巡查人员至少两人，每周进行课堂巡查一次，巡

查时会出现两个人在同一时间段内巡查同一间教室。有的

管理人员巡查课堂时只是应付式的巡查几间教室，导致巡

查后的数据很少，无法准确的反映课堂教学过程的真实情

况。 

巡查的流程繁杂：目前的课堂巡查模式还在沿用传统

的方法，以及课堂巡查的内容也没有与时俱进。校内管理

人员对中等职业学校课堂巡查的数据采集和记录，惯用的

方式是采用手写记录，再录入到电脑中进行汇总，这样采

集的信息方式过于繁杂，不利于数据的统计，不能得到很

好的反馈信息。 

巡查信息反馈不到位：目前中等职业学校的课堂巡查

信息只是进行了记录，没有汇总分析和反馈异常问题，导

致课堂巡查形如虚设，学生和教师对自身的课堂表现不能

得到很好的反思。 

通过课堂巡查直接记录课堂教学情况，并将获得的课

堂教学情况直接反馈到服务端进行汇总。巡查平台获取到

课堂教学效果的数据，通过服务器进行汇总。教学管理人

员从汇总的信息中能分析出当前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学校的教学环节提供建

议与方案。从而提高学校课堂教学过程监控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 

3．．．．课堂巡查系统的设计课堂巡查系统的设计课堂巡查系统的设计课堂巡查系统的设计 

课堂巡查系统是实现信息化建设和教学监控手段的

结合。利用巡查平台提高现代信息化课堂巡查能力，增加

课堂巡查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公正性[11]。巡查系统在

设计上做到全过程管理，涉及课堂教学活动的所有相关环

节，包括巡查的流程、巡查内容的设置、管理人员的安排

等，最后还要有反馈控制，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循环机制。

本文设计的巡查系统包含四个部分，具体设计如下。 

巡查队伍的组建：基于全面质量管理为理论基础的巡

查系统，将全面质量管理贯穿到每个课堂教学管理环节中，

全体教职员工参与到巡查中。巡查队伍分为两组，第一组

是巡查小组，巡查小组是负责日常的课堂巡查工作，由教

研员组成，巡查小组每日随机抽选一节课，对学校的所有

课室进行巡查。第二组是辅助巡查小组，由除了巡查小组

成员外的所有教学管理人员组成，辅助管理人员每周随机

抽选一节课，对学校的所有课室进行巡查。 

巡查记录的设计：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教学质量

管理方法，通过各部门的相互配合，对课堂进行全方面、

全过程的巡查。管理人员利用本文设计的巡查平台进行巡

查，节省了纸质记录巡查信息的时间，减轻了管理人员的

工作量，提高课堂教学管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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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的APP巡查系统，借助课堂巡查进行课堂巡

查，巡查一间教室的步骤是：在课堂巡查平台上点选对应

的课室，选择需要记录的情况，最后点击保存即可。这种

信息化的巡查方式，省去了在纸质课程表上查找班级的时

间，和在纸上写下巡查信息的时间，提高了课堂巡查的效

率。 

巡查数据的处理：巡查完毕后，要将所有的巡查数据

进行汇总。该校巡查数据汇总的方式是人工汇总，具体步

骤是：信息汇总人员先向每位课堂巡查管理人员收集巡查

记录的纸张，然后将巡查信息录入电脑，并生成Excel表

格。本文设计的信息汇总方式，是借助巡查平台自动汇总，

并形成Excel表格。 

巡查结果的反馈：教学管理人员从汇总的信息中分析

出当前课堂教学过程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给相关

教学管理部门和授课教师。校领导通过巡查的反馈，能了

解学校教学工作现状，从巡查工作中反馈的问题来优化教

学质量，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及时反馈是提高学校教学质

量的保障，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本文设计的巡查系统使课堂巡查过程信息化，能够全

面完整地记录巡查信息，保障了中等职业学校课堂巡查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12]。 

4．．．．课堂巡查系统的实现课堂巡查系统的实现课堂巡查系统的实现课堂巡查系统的实现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课堂巡查系统将服务器端部署

在腾讯云上，腾讯云集云计算、云数据和云运营于一体，

为移动应用开发提供后端的云服务。在腾讯云的官方网站

上选择云服务器，进入服务器配置界面，机型选择基础配

置（1核2GB），镜像选择Windows Server 2012 R2，如图

1是腾讯云服务器配置界面。 

 

图图图图1 腾讯云服务器配置界面。 

所有信息配置完成后，在腾讯云服务器控制台可看到

已配置完成的服务器，在其管理界面，将服务器开机，通

过远程桌面连接登录到云服务器，在本地 Windows 机器

上，打开远程桌面连接对话框，输入 Windows 服务器的

公网 IP，单击“连接”，进入后台服务器的管理操作。 

课堂巡查系统有四个主要功能界面：巡查平台的主界

面、巡查平台的教室界面、巡查信息记录界面、数据统计

界面。 

巡查平台的主界面：该页面展示了学校所有的楼层信

息，每个楼层下面会显示相应的楼层巡查情况。如果显示：

“无需巡查”，说明该楼层没有能巡查的教室；如果显示：

“未开始巡查”，说明该楼层的教室都还未被巡查过；如果

显示是：“正在巡查”，说明该楼层某些教室已被管理人员

巡查过，但还未全部被巡查完；如果显示是：“已巡查完

毕”，说明该楼层的所有课室已经被巡查过，该楼层的课

室无需再进行巡查。 

巡查平台的教室界面：通过巡查主界面选择需要巡查

的楼层，进入该楼层的教室界面。该页面显示了该楼层的

所有教室，同时每个教室下方会显示相应的教室巡查情况

信息。如果显示：“未巡查”，说明该教室在当前时间段还

未被巡查，没有巡查情况记录；如果显示：“情况正常”，

说明该教室在当前时间已经被巡查，并且巡查情况记录为

正常；如果显示：“详细内容”，说明该教室在当前时间已

经被巡查，并且巡查情况记录为异常，并在下方会显示所

有异常的信息。这样设计能使管理人员无需再进入页面，

即可直接看到记录的巡查情况信息。同时在该时间段，已

被记录过巡查信息的教室，“修改”按钮被禁用，这个功能

避免管理人员在同一节课，多次巡查同一间教室。巡查信

息记录界面：从教室界面选择需要巡查的教室，进入该教

室的巡查信息记录界面。该界面分为四个模块，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是课堂情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无需再选择

第二、三部分，如果异常则要记录具体异常的事件。第二

部分是学生课堂情况异常的数量，这里的数量事件也就是

学生课堂情况异常的人数记录，输入的事件项有：睡觉人

数、玩手机人数、讲话人数、打斗人数和没课却有学生待

在教室的人数。第三部分是课堂环境情况异常的记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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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事件是课堂环境情况异常的记录，事件项有：没人、

老师不在、窗户没关、投影仪没关、风扇没关、门没关、

灯没关；第四部分是信息备注，当上面选择事件和输入数

量事件都不能表达要记录的异常情况时，通过信息备注这

部分手动录入异常的信息。记录完巡查信息后，点击保存

按钮，则会返回到上一级教室界面，并把已经记录好的信

息，显示在上一级教室界面相对应的课室下方。 

数据统计界面：数据统计功能是方便管理人员查看课

堂巡查管理人员的巡查数据，点击底部菜单的统计按钮，

即可进入到数据统计界面。数据统计界面显示当日巡查情

况，按照“课室编号-第几节”显示，并显示巡查情况是正常

还是异常。如果是异常，则点击情况异常按钮，会弹出课

堂情况异常的具体情况信息内容。如图2是巡查平台示意

图。 

 

图图图图2 巡查平台示意图。 

5．．．．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本文设计的巡查系统，适用于大部分中等职业学校，

是利用现代化的辅助教学管理系统手段[13]，结合移动端

技术，搭建了实时交互式的课堂巡查系统平台，该系统在

广州某中职学校实现了试运行。课堂巡查系统代替传统的

纸质记录巡查信息的模式，减少巡查人员的工作量，提高

了巡查的工作效率，同时改进了传统的巡查管理方式。课

堂巡查系统记录课堂教学过程情况，直接反馈到服务端进

行汇总，巡查管理人员通过汇总的巡查信息获知当前课堂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从

而提高课堂教学过程监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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