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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族工程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陈再忠、温彬）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陈再忠、温彬 所属学院 水产与生命学院

课程名称 水族工程学 授课班级 2017 水族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

ourse?moocId=205971940&clazzid=11950998

直播或师生见面

互动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腾讯会议直播（会议号 572 783 478），学习通互动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1.课程设计

水族工程学是研究如何设计和建造水族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观赏水族的

微生态系统，通过人为干预，维护有缺陷生态系统正常运转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

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充分了解并掌握水族工程的基本知识；通过实

验，具备设计建造各种水族系统，并维护其正常运转的能力。

2.授课方案

本课程由 24 学时的理论讲授和 8 学时的设计型实验组成，其中基本原理和

基础理论通过 ppt 讲解；围绕设计和建造过程，采用案例教学方式，剖析各个环

节之间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并辅助相关视频让学生在线观看。每个章节结束都安

排作业和讨论，进一步夯实学生对课程重要知识点和技术环节的理解与掌握。

3.教学内容

本课程分六个章节，即第一章“概述”、第二章“观赏水族系统的设置”、

第三章“水族工程中的基础计算”、第四章“观赏水族生态系统的建立”、第五

章“观赏水族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护”、第六章“新能源在水族工程中的应用”。

4.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理论知识讲授、实验课程操作、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

用的教学媒体有文字教材（包括教学参考书、挂图等）、音像教材（网上视频）、

课件（包括各个章节的 ppt、pdf 文件）以及网上辅导（主要采用学习通、微信

等）。本课程的考核要求每个学生参加课程讨论并及时完成布置的作业，在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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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之前对上次作业进行点评，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如果在线下

上实验课，要求学生对本次实验撰写实验报告；如果在线上开实验课，则要求学

生对指定的网站、网址、视频名称等进行查询和收看，并对其中的内容发表看法，

检查其对操作环节的衔接和科学设置的理解程度。

5.教学组织

本课程由 1名教授和 1名讲师根据教学日历分章节讲授，在授课之前，建立

课程微信群，在学习通上发微信群二维码，选课学生很快就能进入课程群，以便

每次预约好腾讯会议室后，及时通知学生进入会议室签到、上课。

6.平台使用

（1）在校内泛雅平台上传教学日历、教学 pdf 课件、视频材料以及相关网

络课程；

（2）在学习通上发布签到、布置和批阅作业、与学生及时讨论；

（3）在腾讯会议上围绕所讲授内容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讲解，以便课堂内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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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学反思

（1）对网络教学效果的认识更加清晰

以前对于网络教学尤其是直播方式不太熟悉，经过一周以来的实践，发现学

生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远远高于预想的那样，学生问的问题也很客观，完成作业也

很及时，批阅作业和讨论中能够实时掌握学生的思维动态，这些都将有助于今后

教学方式的优化和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2）需要对网络教学时间适度调整

通常每节课 45 分钟，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适时穿插互动环节，而在网络

教学中，连着两节 90 分钟的授课，效果非常不好，因此，在课程时间的安排上，

以每节课讲授 20-25 分钟为妥，余下时间安排提问题、讨论或指定查阅参考书和

视频，让学生在紧接着的下一节课反馈了解和掌握的信息，这样可以及时消化课

程内容，同时也能够了解学生参与课程的情况。

（3）关于学生上课的信息管理

在腾讯会议授课时，信号、网速都比较好，学生也能通过共享屏幕看到教师

授课时所用的各种教学材料，且教师能够根据教学重点进行标注或点评，学生感

受比课堂上还要清楚，但该平台不方便的地方是，无论传递了多少共享资料或师

生发布了多少信息，课程一旦结束，所有内容全部清空，这方面还是有些不便。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学生对授课方式比较认可，在直播课程时可以像在传统课堂上一样互动，通

过授课教师及时回应学生遇到的难点问题，做到立学立懂；通过讨论加强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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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掌握知识的了解情况。

督导同行评价：课前准备充分，选用的腾讯网络平台保证线上直播、并在泛

雅平台引进校外视频资源，讨论、答疑等教学形式都顺利开展，并做好相应的预

案。按照课程大纲和教学目标选用优质的教学内容，有效利用网上丰富多样的教

学资源充实课堂教学，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注重立德树人、教书育人，适时

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能体现线上教学的特点，自主设计教学方案和科学

安排教学内容，突出重点难点、循序渐进。

四、经验分享

1.在学习通上设置签到、布置和批改作业非常方便，省去了很多考勤的时间，

同时学生作业成绩一直延续，对于所有学生完成情况可以及时掌握，并在课堂上

对完成不好的同学进行提醒和指正；

2.腾讯会议平台为课程教学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教师和学生在授课期间可以

将目光聚集在同一个点上，而且师生如果装上录屏软件，还可以让学生对课堂上

来不及消化的内容，在课后回放再学习；

3.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对授课内容和安排有充分的准备，然后将需要的视

频、图片、ppt 等事先打开，在讲到某一环节时，通过切换共享屏幕，让学生立

刻进入新的场景，不会造成时间中断，学生的注意力会非常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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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渔业海洋学（海洋科学学院 田思泉、王学昉、童剑锋）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田思泉、王学昉、童剑锋 所属学院 海洋科学学院

课程名称 渔业海洋学 授课班级 2018 海渔（1）（2）班

建课平台及网址 泛雅网络教学平台，邀请码：64264760

直播或师生见面

互动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互动课程微信群，扫描二维码进入课程群：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

1.课程简介

“渔业海洋学”是国家一流建设专业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的专业必修课，课

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渔业科学和海洋科学等学科交叉知识，掌握处理渔业数据和

环境数据的基本技能，是培养海洋渔业复合型管理人才的基础课程。

2.授课方案和方法

总体授课方案是通过录制授课视频让学生学习教学内容，配合布置作业和讨

论话题复习教学内容，同时通过即时讨论和答疑解决学生在听讲和完成作业中遇

到的问题，最后通过在线测验等不同阶段的考试考察教学效果。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教学团队先根据各自的授课章节将讲授内容细分拆解到知识点，随后按知识

点录制视频上传至“泛雅”网络教学平台；通过平台的在线“拍照”签到功能和

知识点进度条掌握学生在线学习状态；课堂互动环节的即时讨论部分转移至课程

微信群，需要搜集资料佐证论点的讨论在平台“讨论”功能完成，答疑中三名教

师同时参与互动辅导学生；通过平台的作业和在线测验巩固和检测教学效果。

图 1 “渔业海洋学”网课的授课方案和工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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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组织

“渔业海洋学”教学团队由一名教授和两名讲师组成。在原先传统教学模式

中，教师按照各自负责的章节进行独立授课、布置作业与讨论答疑，不能形成共

同辅导。在线上教学模式中，讨论和作业答疑等环节转移到课程微信群中进行，

教师团队对学生进行集体辅导，互相补充发言，这个过程也有助于老教师帮助年

轻教师快速累积教学经验和提升教学技巧。

图 2 传统课堂模式和在线教学模式中多人课程的教学组织构架的比较

4.平台使用

课程使用 FSCapture录屏软件进行授课视频录制；使用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完

成视频上传播放、在线签到、作业分发批阅管理、资料上传、章节测验等教学环

节；使用课程微信群进行师生即时性互动的讨论、答疑和发送通知等。

图 3 “渔业海洋学”课程使用的平台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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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反思

（1）加强多人任课课程的教学效果

“渔业海洋学”是交叉学科的课程，有多名教师一同授课。线上模式与传统

模式相比，可使三名教师一同参与在线讨论和作业答疑辅导环节；聊天记录可以

帮助教师追溯已发生的教学过程，并进行补充发言；新教师可全程参与老教师的

讲授和讨论答疑环节，有助于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教学技巧的提升。

（2）合理分配把握教学时间

在一个月的实践中，我们感觉到线上教学特别是在线答疑和讨论环节会大幅

延长教学时间，将原本传统课堂 90 分钟的授课时长拓展到后续多个碎片化时间，

提问的即时性强。这个效果取代了原有的集中课后答疑环节，增强了师生间的联

系，但是也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

（3）多种形式督促学生认真完成在线学习

“泛雅”平台具有在线课程的签到功能，也能要求学生以拍照的方式进行签

到，但与传统课堂集体学习的气氛相比，线下孤立个体更多地需要依赖自身的实

际情况和自觉性。教师需要辅以作业、讨论话题的布置以及在线测验等多种形式

督促学生完成在线学习，达到教学效果。

图 4 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在线学习拍照签到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1.学生反馈

抽样的学生认为教学平台运行基本流畅，课程 app 功能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微

信群内得到帮助解答。在授课内容方面，学生认为“渔业海洋学”教学内容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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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设计丰富多彩，教学组织严密有序，老师讲述清晰，课后沟通交流良好，能

够达到拓展渔业科学领域专业知识的教学目的。在期望方面，希望可以开设文献

搜集整理方面的教学内容，以便更好地完成作业；

图 5 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统计功能反映的学生学习情况

2.督导同行评价

“渔业海洋学”课程教学团队结构合理，设计了优秀的线上教学内容，线上

平台资料完整，讲解深入浅出，增强了渔业海洋学知识传授的通识性、易接受性。

互动环节灵活、多样，增进了学生的课堂活跃、参与度。

四、经验分享

（1）按照知识点录制视频效果更好

在录课过程刚开始时，由于没有经验，按照 90 分钟的时间一次录下较长时

间的视频，但是我们发现长视频的效果不好，对于教师而言，长视频中如果口误

出错重新录制十分麻烦，对于学生而言，长视频难于保持专注。意识到这个问题

后，我们开始把讲授章节细分成多个知识点，并按照知识点录课。这样在重听过

程中即使感觉某个知识点表述不好，可以马上改进重录一次，这个录-听-录循环

的过程可以帮助教师进行针对性地改进。

（2）线上系统能够极大提高教学管理效率

相比于以前纸质作业或是电子文档作业，在线系统能够高效地分发、回收、

管理、查阅作业，极大地提高了教师处理作业的效率，特别是完成对于作业质量

的分析，从而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对于学生而言，可以用多种形式提交作业（不

仅局限于纸质版），比如在渔业海洋学第一次作业中，就有多人使用录制视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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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提交作业；最后，在线教学的作业环节具有即时沟通功能，能方便学生在遇

到困惑时及时得到解答，也增加了师生互动。

图 6 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对于作业完成情况的统计

（3）在线讨论形式对教师的课堂把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渔业海洋学有多达 45 人选课，在传统课堂上，教师始终是焦点；但在群里

发生热烈发言时，教师的发言可能会被大量快速出现的新发言所覆盖，针对某一

个同学的回答可能中间会间隔很多其他的发言，造成教师作为“课堂中心”的聚

焦度的下降，另外有时讨论也会偏离话题出发点。因此，线上讨论的这些特点都

对教师的课堂把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图 7 在线讨论中师生关系潜在变化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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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生物学（海洋科学学院 李纲、方舟）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李纲、方舟 所属学院 海洋科学学院

课程名称 海洋生物学 授课班级 2018 海资（1）（2）班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网络教学平台，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364764.html

邀请码：1964063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

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泛雅平台讨论区，班级 QQ 群，学习通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1.课程设计

海洋生物学是海洋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也是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

以海洋生物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生物的分类和分布、发育

和生长、生理、生化和遗传，特别是生态，揭示生命的本质、海洋生物的特点和

习性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的相互关系，海洋中发生的各种生物学现象及其变化规

律，进而利用这些规律，科学、合理开发海洋生物资源，为人类生活和生产服务。

课程的目标是：

（1）掌握各门生物的外部及内部形态结构特征、生活史、繁殖习性、相关

专业术语以及代表纲、目、科、属、种及其特征和生态分布；

（2）掌握分类的基本方法和技巧以及分类检索表的阅读和制作；

（3）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显微镜、解剖镜、电子天平、游

标卡尺常规性实验器具并掌握海洋浮游生物显微镜观察、大型海洋底栖及游泳生

物的解剖技术，培养学生对海洋生物兴趣、动手能力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为后续课程学习及研究打下基础；

（4）了解各门海洋生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与环境的，了

解常见重要经济海产生物及生产方式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364764.html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3647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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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课方案

本课程实行模块化教学，除绪论外，整个课程分海洋藻类、海洋无脊椎动物、

海洋脊索和脊椎动物等 4个模块 12个章节。主要授课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自学、

讨论、课后作业以及辅导、答疑等。教师在课堂上结合教材和自制的 PPT课件、

录制的讲课视频，按照海洋生物从植物到动物、从低等到高等的顺序，逐章讲授

各类海洋生物的主要特征、外部和内部形态结构、繁殖、分类重点内容。

3.教学内容

除第一章绪论外，本课程由海洋藻类、海洋无脊椎动物、海洋脊索和脊椎动

物等 4个模块 12章构成：第二章海洋藻类、第三章原生动物门、第四章轮虫动

物门、第五章腔肠动物门、第六章环节动物门、第七章软体动物门、第八章甲壳

动物门、第九章棘皮动物门、第十章脊索动物门、第十一章海洋爬行类、第十二

章海洋鸟类、第十三章海洋哺乳类。

4.教学方法

在正常课堂教学中，教学方法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课前提

醒预习，课后布置作业并批改打分。课后作业成绩作为期末总成绩的评分依据之

一。本课程配有 16 学时的实验课，占期末总成绩的比重在 30%至 40%左右。期末

闭卷考试主要考察对各门海洋生物外部及内部形态特征、繁殖、生活史及分类。

目前的线上教学形势为本课程开设以来的首次出现，带来一定挑战，相应教学方

法采取了适应性的改变：1）因无法平台容量缘故无法做到在线直播，考虑到学

生学习精神的集中度，将原先 90 分钟的课程内容，压缩在 40 分钟的录播课程内；

2）要求学生在视频学习完毕通过浏览 PPT 课件再次回顾课程内容，学生是否按

要求学习可以在课程完成比例中查看。3）在每堂课结束前 20 分钟左右，发布随

堂测试，对学生知识掌握度及学习效果进行测试。测试题参照“学习强国”答题

模式，以判断和选择为主，辅以少量填空题，答题人数及成绩可以随时查看，方

便教师掌握情况；4）课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做在作业本上，开学后统一提交、

批改、评分；5）每章内容设置一个讨论题目，其内容结合教学内容及相关领域

的知识、常识甚至社会热点，要求学生利用网络检索相关内容进行回复，教师给

以点赞、回复，以提高学生学习热性、激发学生求知欲、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6）为丰富课堂知识、拓展知识面，最后一章后，设置了参考资料章节，利用超

星电子图书功能，将与课程相关参考教材、图书、科学小品等资料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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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组织

本科课程有两名教师组成，其中一名教师主要参与实验教学任务。线上理论

课程教学主要有主讲老师完成。

6.平台使用

本课程使用“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完成在线课程体系的搭建，每章节同时包

括电子 PPT 课件和课程录播视频，同时可提供学生下载。课程视频采用 Power

Piont 2019 录制，借用软件自带电子笔和激光笔功能，以方便板书和提示。使

用平台签到功能，提前一天 QQ 群通知，课前发布，根据平台统计结果，掌握学

生是否按时上课，签到打卡（图 1）；使用了平台测验功能，每章节进行随堂测

试，提前一天 QQ 群通知，课堂中发布，根据平台统计结果，了解学生知识掌握

情况（图 2）；使用平台讨论功能，每章学习结束后，发布与课程内容相关讨论

议题（图 3）；使用平台电子图书功能和云存储功能，搜索课程相关电子参考书、

科学读物等（4）；使用平台通知功能，发布本课程教学相关重要通知如学习积

分、进度提醒通知（图 5）。此外，还使用其他即时聊天工具如 QQ 和平台配套

学习通 APP，与学生进行在线交流、互动。

图 1 平台签到功能及签到统计结果截图（学生 59 人，未签 3 人为教师及督导）

图 2 平台测验功能及答题人数、答题结果等统计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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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台讨论功能讨论议题、部分学生回复情况截图

图 4 课程相关电子参考教材、科学书籍等参考资料截图

图 5 平台通知功能及发布通知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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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学反思

经过 3周的线上教学，对线上教学模式了进一步认识，对如何提高线上教学

质量形成一些初步看法：

（1）线上教学模式特别是录播形势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弊端

线上教学模式本不是新鲜事物，已被中小学培训机构等普遍采用，分开录播

和直播形势。其中直播形势在理论教学方面与课程教学最为相近，师生可通过网

络突破空间限制。录播形势虽然可以突破时间限制，学生可随时学习，但实际课

堂教学效果教师无法有效掌握，即学生到底有没有真的在上课，听进去多少？

（2）提升线上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由于录播课程固有的弊端，如何保障教学质量？简单一句话，教师的责任心

和付出，即在现有的情况下，需要教师花费时间精力和心思线，尽可能减少线上

录播课程的缺陷：1）一是压缩视频时间，也可将一堂课的重要内容分解成若干

知识点，每个知识几分钟、十几分钟；2）充分借助平台的各项功能，特别是测

验功能、作业功能和讨论功能，其中随堂测试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度的有效途径；

3）利用平台云盘功能，精选并上传一些电子教参、科技读物，供感兴趣或学有

余力的学生课后自学。

录播并不是真正的线上教学，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应结合平台各项功能，开

展直播授课，是线上教学真正突破师生间的时空距离。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1.学生反馈

本课程并在使用平台在线开展学生评教调查。根据学校开展线上教学最喜欢

的老师活动中，本课程排名全院第 5。

2.督导同行评价

学院督导，专业负责人刘必林对本课程线上教学情况进行了评分（总分 100

分），评价指标包括平台稳定性、教师使用熟练程度、教学文件上传情况、师生

互动、线上测验等，评分 90 分，建议推荐为在线教学优秀教师。

四、经验分享

经过 3周的线上教育，获得一些初步的经验：

（1）考虑到学生学习精神的集中度，建议压缩视频时间，也可将一堂课的

重要内容分解成若干知识点，每个知识几分钟、十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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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平台测验功能，开展随堂测试互动，对了解和掌握学生对课程知

识掌握度及学习效果有较大帮助；

（3）考虑到较多学生使用手机上课，随堂测试题可参照“学习强国”答题

模式，以判断和选择为主，辅以少量填空题；

（4）利用平台讨论功能，发布讨论议题，以提高学生学习热性、激发学生

求知欲、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同时教师应及时进行回复、点赞，积极互动；

（5）利用平台云盘功能、超星电子图书功能，精选教参或者相关文献资料，

丰富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知识面。参考资料可以放在课程目录第一或最后一章，

以方便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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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理化学（食品学院 熊振海）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熊振海 所属学院 食品学院

课程名称 物理化学 授课班级 18 制药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智慧树，（1）在线录播课程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
/courseHome/2073558#teachTeam；（2）直播见面课，课程 ID：
k975792

直播或师生见面

互动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智慧树见面课（课程号 k975792），QQ 课程群（252472054）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一）课程设计（含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结合本课程教学内容对学生的数学物理基础要求比较多，推导性比较强，虽

然具有较好的专业研究案例可以用来通过案例研究型教学吸引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但是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仍然存在跟不上教学节奏的现象。因此，本课程

的教学方案从教学方法角度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翻转课堂思路，从教学内

容角度采用了以及知识传授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思路。

1.教学方法：将在线课程（线上录播，由学生本人根据自身情况控制学习节

奏和重复学习的频次）、见面课程（网络直播或者教室教学，针对性当面答疑解

惑）和辅助沟通工具（QQ 群）相结合帮助学生更好提高学习效率。

（1）在线课程.在教务处专项经费的资助下，课程组与智慧树公司合作，录

制了教学视频，并且在智慧树在线课程平台上建设了整套在线课程，对课程中的

主要知识点进行了重点介绍。包括视频录播、题库、互动问答平台、课件和学习

辅助资料共享、学习评价系统（含学习习惯、章节测试和期末考试）等主要学习

模块，供学生根据自身学习基础和学习习惯，在老师的总体安排下按照进度开展

学习，完成学习任务。

（2）见面课.这部分模块主要采用两种途径实现：（1）在智慧树平台开设

网络直播见面课；（2）在学校教室开设见面课。两种形式的教学内容和目的都

是一致的，重点在于安排和检查学生开展在线课程的学习、针对学生在录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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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遇到的困难给予有效辅导、案例研究型团队学习模块的开展。本学期前边几周，

主要采用直播见面课的形式实现。

2.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学大纲中的知识传授，另一方

面是结合学生所在专业的特征开展的案例研究型团队学习。其中，第一方面的内

容重在培养学生本课程的基本科学素养，第二方面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情怀和基

本的科学研究素养。

（二）教学组织（含平台使用）

目前，本课程的教学组织工作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渠道和形式：

1. 与学生的沟通联系

与学生的课后沟通联系是确保本学期在线课程正常开展的重要内容。课程组

主要采用了 QQ 群（日常即时沟通交流、发布通知）、泛雅教学平台（发布上课

通知）、智慧树教学平台（发布上课通知）。

除了采用三种平台确保课程教学通知正常落实到每一位学生外，任课教师都

与专门的班干部建立有效联系，便于通知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及时上线。

2. 授课教学

授课方面，如前所述，本课程主要采用了智慧树课程教学平台，同时开设了

一门共享课（用于线上录播、学习讨论、作业考试等）和一门直播见面课。

（三）运行情况和教学反思

在前两周的教学运行过程中，除了第一次课有个别同学因为个人原因迟到几

分钟外，基本运行正常。为了避开平台运行高峰期，我们在上课前 25 分钟打开

直播教室，供学生签到，没有遭遇网络卡顿等现象。

在直播上课过程中，发现学生展现出了与传统课堂教学不一样的上课热情。

互动相对比较积极，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师生之间没有了教室中的那种空间距离

感，课堂气氛比平时好一些。缺点在于，没有了眼神互动，上课教师很难掌控每

个学生的学习状态。第一次上直播课过程中，第一次签到签到率 100%，第二次

94%；上课过程中有 212 人次学生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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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录播课程方面，平台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能够按照要求控制自己的学习

节奏，热情参与课后讨论（目前，2个班的学生共提交研讨问题 354 个，回答 861

人次），这方面的效果具体怎么样还需要等学期结束通过考试和平台数据分析来

检验。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1.平台运行情况：智慧树平台总体来说能够比较积极地听取任课老师的反馈

建议，并且努力改善平台效率。师生普遍反映平台观看视频良好流场，操作简单，

基本功能可以实现。课程组老师采用录播和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与学生私下采用

QQ 群的方式进行教学、沟通，做到知识点全程答疑解惑。

2.任课教师教学状态：老师会通过泛雅平台、智慧树平台和 QQ 群提前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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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通知学生上课平台、资料、教学任务，按时上课，对教学抱有很高的热情。

老师在上课过程中保持在线状态，采用平台的签到、抢答、答疑等形式了解学生

课程情况，遇到学生问题给予合理解答。

3.课堂效果：学生上课出勤率达 100%，平台互动问答较为热烈，课堂效果

良好。总体来看学生对课程的开展模式持积极评价。

四、经验分享

在线课程本身不是解决教学中所有困难的万能药，但是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有

效的辅助教学手段，而且明显比较容易得到目前学生的欢迎。关键在于，任课教

师能够积极主动跟上时代发展要求，不断采用新技术改进教学设计。相信在线课

程和传统教学模式的结合，会对教学效果的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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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体解剖生理学（食品学院 吴文惠）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吴文惠 所属学院 食品学院

课程名称 人体解剖生理学 授课班级 18 制药 1班和 2班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
moocId=207417649&clazzid=14876142&edit=true&v=0

直播或师生见面

互动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ZOOM 会议室，微信课程群，QQ 通知群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泛雅平台是教科书，ZOOM 会议室是课堂”是人体解剖生理学在线教学的

基本原则。

教学材料如电子教材、教学视频、授课课件、教学日历等上传到泛雅平台，

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通过 ZOOM 会议室进行在线讲解，即时联系和临时通知通过微

信群和 QQ 群发布。“三条线索（泛雅平台、ZOOM 会议、即时联络）、三个关键

点（教学日历、教学难点、平时成绩）”是人体解剖生理在线教学的具体方案。

泛雅平台上传的教学材料有 3种类型，学习素材类：来自于超星平台的教学

视频，来自于大学 MOOC 的教学视频，盈科下载的人体解剖生理学电子教材，授

课教师获得的网络学习材料。学习指导类：教学日历，教学大纲，课程梗概 PPT

及课程内容说明，章节学习内容指南和要求。学习训练类：章节作业，PBL 训练，

讨论题目。

ZOOM 会议室基于教学日历讲授作业完成情况，主要讲授章节的重点和难点，

每周讲授 2节课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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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和 QQ 群是授课教师临时通知发布，或者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没有完

成签到，没有进入会议室等需要和授课教师即时联系，能够让老师和学生简历即

时而紧密的联系。

课程的教学组织实施可以概括为学生预习-教授重点-完成作业-成绩反馈的

四部混合教学法。学生根据周次和教学日历明确预习的章节、学习内容和要求，

授课教师按照教学日历提前 72 小时上传相应的内容，提前上传关于章节学习内

容的目标和要求；教师用 ZOOM 在线直播 PPT 的重点和难点，同时讲授上次作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生在接受教师在线直播、预习以及进一步的学习之后，完成

章节学习目标和要求的作业题目，同时完成教师安排的小组 PBL 讨论；教师给出

作业合理答案，每人作业和每组 PBL 训练进行评分，从泛雅平台学习管理提示同

学学门的精力投入程度和学习成绩。

课程重点和难点在线讲授，按照课表每周进行 1次。

在线答疑、讨论和课堂训练每 2周进行一次，利用泛雅平台和 ZOOM 交替进

行。

经过 4周的教学运行，同学们和老师逐渐习惯了在校教学方式。特别感觉到

以下几点：①在线教学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组织、管理、监督和评估，特别

是作业评判需要更多的时间；②是典型的混合式教学方式（同学自学、教师讲解、

完成作业、讨论答疑）；③是典型的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

需要学生自律和自制等自我管理能力，要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④提前 24 小时

完成所有的在线课程要求，下次上课之前的视频、PPT、练习、作业、讨论；⑤

教师应该在本次上完课之后的 48 小时提出具体要求，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布

置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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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抗疫网络教学新模式的实施，让学生和老师深刻的体会到“随着网络智

能化，学习、工作、生活等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1.网络教学平台：以泛雅平台为主要平台，通过 ZOOM 直播教学内容，能够

充分发挥利用泛雅平台功能，ZOOM 又能够充分做到知识点全程答疑解惑。

2.教学态度：任课老师会提前通知学生上课平台、资料、教学任务，按时上

课，对教学抱有很高的热情，任课老师在上课时全程保持在线状态，通过及时发

布签到、测验、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课程情况，遇到学生问题给予合理解答。

3.教学内容：知识点讲解通俗易懂，结合实际生活和一些视频资料让学生更

了解相关知识，务必使学生课上就能掌握该次课的知识点。及时上传资料，结合

一些电子书、视频、ppt 给学生讲解；合理布置作业，让学生自觉回顾所学知识、

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可以通过网络得出答案。

4.课堂效果：学生上课出勤率达 95 %，课堂互动良好，学生们都能认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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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提出的讨论题、作业题、PBL 问题，给出合理的回答。

四、经验分享

提出“泛雅平台是教科书，ZOOM 会议室是课堂”的观点并加以实施，“三

条线索（泛雅平台、ZOOM 会议、即时联络），三个关键点（教学日历、教学难

点、平时成绩）”是人体解剖生理的在线混合教学方法。



25

6.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 詹艳慧）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詹艳慧 所属学院 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

课程名称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授课班级 17 环工 2班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

urse?moocId=206150732&clazzid=12273160&edit=true&v=0

直播或师生见

面 互 动 平 台

（工具）及进

入方式

师生互动平台：

主入口—泛雅网络教学平台课程群聊：邀请码：

2788990

辅助入口—《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课程 QQ 群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一、课程准备与建设思路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是面向我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三年级第二学期）

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课程内容包括了噪声、振动、电磁辐射、放射性、热污染

和光污染等六大物理性要素引起的污染问题及其防治方法，课程以噪声污染及其

防治作为重点内容。在线课程建设之初，我们也尝试寻找已有的优秀教学资源，

但发现目前该课程没有相关的资源可以使用，所以本课程计划根据在线教学内

容、节奏和深度，并结合本校学生综合能力基础上，采用自建方式，打造《物理

性污染控制工程》在线课程。 建课平台选用学校推荐的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答

疑辅导通过腾讯课堂或 ZOOM 直播进行。

二、教学内容设计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的课程中涉及到大量的原理和计算，特别是噪声污染控

制的相关内容，所以如何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对于在线课程的建设效果有着起着特

别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在保证基础理论知识点讲授效果的前

提下，加大对计算公式的讲解及计算案例分析力度，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分为

录屏重点讲授与录屏一般讲授等。有关教学视频资料、教学日历、教学大纲和课

程作业已经提交泛雅平台系统，供学生下载学习（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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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材料上传泛雅平台图

三、教学组织实施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在线课程借助上海海洋大学泛雅平台开展相关的教

学活动，同时创建了图腾 QQ 学习群“物理性污染控制群”（群号 1072051660）

用于课程辅导与答疑活动（图 2）。开学初期为保证课程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

泛雅平台和图腾 QQ 中的群课堂两种平台按照一用一备的方式准备。泛雅平台具

有强大的学生管理功能和灵活的存储方式，而且还具有实用的数据分析功能，可

以保证课程的有效开展；同时 QQ 群课堂亦可保障课程辅导答疑活动的有序进行。

图 2 课程录播章节布置和 QQ 群截图

本课程是环境工程专业必修课程，课程设计众多的公式和原理，学习难度非

常大，必须加强全过程管理。教学组织活动延续“课前、课上中、课后”三个环

节共抓的方式开展。课前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考虑到多数学生没有教材，因此

在开课前已经课程所用的 ppt 内容上传泛雅平台，供大家预习和复习用。课中要

求学生做好笔记，课中有任何不懂的知识点，可直接联线我进行讨论。课后根据

课程内容布置适当作业，作业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和简答题（图 3）。

在经过几次课的课程实践后，发现采用填空题布置的作业存在难于与标准答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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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难于批改的问题，作业题型中去掉了填空题。同时考虑到课程涉及计算题量

大，而且需要学生有叫严密的思路，因此计算题（以简答题的方式布置）要求手

写结题过程后拍照上传（图 4）。

图 3 课程作业（已布置）截图

图 4 部分学生答题情况截图

课后习题解答过程中学生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 QQ 群或私信给我进行解

答。关于课后习题是否需要讲解的问题，课程会发起调查问卷，然后再根据调查

问卷的统计结果进行课后习题的讲解，讲解使用 QQ 的群课堂进行，讲解的资料

待降解完成后一并上传到 QQ 群，供学生复习更正用（图 5）。

除了这些之外，课程教学过程中还会在泛雅平台上发布适当的讨论议题，这

些议题与本次课程的教学通常是密切相关的，以此增强学生的思考和互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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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课程交流情况部分截图

图 6 课程讨论部分截图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本课程的学习成效反馈采用课程作业和小测验来进行，到目前为止课程已经

发布的作业有 11 次（包括测试期间的 2次），其中选择了吸声降噪章节中的一

次作业作为测验题进行了一次小测验。具体情况如下：

1.作业情况

本课程每次课程结束后，都会安排作业，主要是课程习题，其中判断题、选

择题直接作答、计算题和简答题要求手写拍照后上传。部分课程习题答题情况如

图 7所示，已发布的所有课程作业答题统计分析情况如图 8所示。由图 7所示，

课程所讲授绝大部分知识点学生已经掌握，但仍有部分知识点难度较大，对于难

度较大的知识点则通过 QQ 群直播的方式进行了降解。由图 8可知，本课程已经

布置试题数位 130，其中主观题 15 题，客观题 115 题，再提交的 285 分作业中，

平均成绩为 87.76 分，这表明学习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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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部分课程习题答题情况截图

图 8 已发布课程习题答题情况分析图

2.泛雅平台学情统计信息

前两周课程任务点完成百分比均在 96%以上（图 9）。作业完成统计情况如图 8 所示。

本课程已经布置试题数位 130，其中主观题 15 题，客观题 115 题，再提交的 285 分作业中，

平均成绩为 87.76 分。

图 9 教学内容完成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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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效果反馈

经过几周的网络课程教学，我也在课程的准备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调整，力求

使学生能够更加容易的接受课程的所有知识点。同时也和部分同学进行沟通，得

到了采用录播+辅导答疑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可以满足课程的教学要求。通过总

结已经完成课程内容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课程内容安排时有部分视频长度过

长，但总体上重点突出，讲解清晰，再外加讨论和课后作业及讲解，能够满足学

习要求，学习效果好。

四、经验分享

（1）在线课程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学生可以不限时间不限地点的进行学习，

学习的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弥补了课堂教学主动参与度不足的缺点。如

果可以，在后续的课程中能够结合课堂教学和在线课堂两种途径进行教学，势必

可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由于在线课程是在“停课不停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有可能会出现

准备不足及经验缺乏的问题，后续的在线课程建设中建议可以进行不断的完善和

修改，使在线课程建设内容更加完善和适应于学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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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微观经济学（经济管理学院 赵星宇）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赵星宇 所属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课程名称 微观经济学 授课班级 19 级市场及经管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以及微信群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

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通过学校主页链接进入泛雅平台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1. 微观经济学课程属于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平台既有资源非常丰富，因此

推荐平台既有的微观经济学视频供同学们学习。

2. 上课之前将课程内容公布：

3. 上课时间，利用泛雅平台点名，然后利用微信笔记功能讲解重点，这种

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将 PPT 的图片和老师的音频资料结合起来，如下，然后放入课

程微信群，学生在学完之后，可以理解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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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泛雅平台提出问题，供学生讨论学习：

5. 课后立即布置测试题目，限时提交，及时检查学习情况，完成情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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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前班级有十几位外国留学生，进度较慢，在平台上另外组成班级便于

管理，并在微信中进行辅导，学生反映良好。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学生和老师都还处于适应的阶段，从学生方面观察，普遍感觉的来自学习的

压力，平台提交作业能有效地督促学生学习情况，错误的地方及时给出反馈，完

成较差的同学，作业被驳回重做：

四、经验分享

在之前的学期，没有利用泛雅平台的经验，经过此次学习，今后将在教学中

重复利用平台工具，这将有效提高同学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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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材料力学 A/材料力学/材料力学双语（工程学院 宋秋红、袁军亭、曹宇、张俊）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宋秋红、袁军亭、曹宇

张俊
所属学院 工程学院

课程名称
材料力学 A/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双语

授课班级
2018级机制 1-4、2018级建

筑 1-2、2018级能动 1-2
建课平台

及网址
http://i.mooc.chaoxing.com/space/index.shtml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平

台（工具）及

进入方式

腾讯会议、钉钉、微信群、QQ群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1. 我校材料力学团队及课程简介

《材料力学》是机制、能动、建筑等专业的核心课程。该课程还是我校力学

课程群中所有力学课程的第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前面衔接《理论力学》，后面

衔接《机械设计》，三门课程都是机制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学团队由四人组成，

团队成员年龄结构搭配合理，既有从事多年基础力学教学工作的教师，又有积极

向上、精力充沛的青年教师。在学缘结构方面，团队成员在理论授课、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方面各有所长，具有科研院所或企业的工作经历，满足多领域协作推进

的要求。

2019 年我校基础力学教学虚拟仿真实验室建成，重点开发了材料力学的虚

拟仿真实验模块，将虚拟仿真技术与现有的授课体系、内容和方法有机结合，解

决了实际操作实验条件、实验成本、交互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诸多不足。为后续

推进信息化条件下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协作学习等力学课程改革奠定了重要基

础。

2. 材料力学在线教学情况

从我校开展在线教学以来，工程学院按照学校、教务处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全方位做好在线教学工作，并要求授课教师实时分享在线教学经验，努力提高教

学质量。《材料力学》课程组四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想方设法完善教学环节，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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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教学质量，逐步摸索了一套“视频录播+腾讯会议/钉钉线上讲解+线下作

业+答疑辅导”的教学模式，教学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下面我们从课程建设、

教学情况、学生反馈、当前形势下开展在线教学的设想等方面跟各位老师们分享

经验，共同促进我校在线教学工作更好的开展！

2.1 在线课程建设

录制教学视频在线教学的一个重要过程。录制课程前首先要对平时使用的课

件进行大范围修改和美化。平时上课用的投影屏幕通常是 4:3 的比例，我们平时

的课件的页面也多是 4:3 的，而学生观看我们录制的教学视频，通常用的手机或

电脑的屏幕现在通常是 16:9 的，因此应该将课件页面的比例进行调整，并对页

面进行一定的美化润色，以便录制的视频更具观赏性。

视频录制的方式可有多种选择，如上课实录、模拟课堂实录、微课式录制、

课件录屏、访谈式录制等多种形式。由于《材料力学》涉及诸多动画演示内容和

公式推导，根据其课程性质，我们选择了课件录播的方式。首先，根据各章“教

学任务单”制定明确的课程分工，将各章节的教学内容分解成适合录屏的小知识

点，视频时长控制在 10～20 分钟，课程录制过程中，我们利用学院专门给任课

教师配备的“电子手写板、话筒、耳机”等工具提高视频的演示效果。课程组将

通过腾讯会议反复讨论录播内容并最终确定，虽然每位老师都有自己负责的教学

内容，但每位老师都全程参与了所有课程的录播工作，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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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组选择了泛雅平台建立在线教学体系，按照课程的大纲制定教学任务清

单并搭建课程的框架，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了多次补充和完善，然后将各章

节的录制视频上传到泛雅平台。另外，我们尽量丰富教学内容，上传课程学习过

程中用到的各种资料，包括拓展阅读内容、国家精品课程、慕课等教学资源。在

作业题和题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对每章、每节的重要知识点都建立了相应的题

库。这些测试题常都是通过系统进行自动评阅的，一般都设置成判断题和选择题，

而不要设置成填空题，因为系统评阅时对字符敏感，容易造成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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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线教学方法

根据材料的特点，课程组采取“视频录播+腾讯会议/钉钉线上讲解+线下作

业+答疑辅导”的教学模式。前一小节，我们要求学生通过泛雅、学习通等平台

进行预习、测试、复习上课内容，学习上传的 PPT 课件、录制的课程视频、知识

拓展视频等内容，上课时，可以签到、选人回答问题、主题讨论、测试，等课堂

互动。后一小节，我们通过腾讯会议、钉钉等平台进行在线直播授课，上课时，

通过增加互动环节，并使用投屏方式进一步讲解重点和难点，帮助学生掌握知识

点，利用倒计时功能，测试学生规定时间内的任务完成情况。课后，我们一方面

布置需要学生手写并上传的作业，另外，通过在泛雅平台发布话题提问、讨论、

题库选择题等诸多方式帮助同学们理解学习内容，为了能够及时互动交流，我们

建立了 QQ 总群、每位教师的授课微信群。

关于互动的频率问题，我们建议依据具体课程内容的推进，不一定非要多少

时间加一个互动。对于理工科的课程而言，一般逻辑性都比较强。一个逻辑单元

的用时，有时候会比较长。但是如果是在线直播的话，为了能让学生的听课效率

更高一些，则还是要把内容进一步分解，老师直播讲解的时间应该不要超过 20

分钟。老师可以事先准备一些思考题，讲完一段内容以后，给出一个思考题，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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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指定时间内在系统上完成作答；当然，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到讲解中来，老

师在理论分析过程中，做一个停顿，将不断推进的理论讲解让学生猜想、设想继

续进行推导推理的思路和方法，把老师讲变成学生主动思考、学习的研究性过程。

为了了解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我们要做了不少工作，补评、抽查、让学生

写简要的作业小结。作业小结主要是让学生写一下在作业遇到的困难、困难的解

决过程、在学习中的思考以及自己的还未解决的问题。课后作业在网上提交后进

行同学互评，讨论方式做到了线上线下相结合、课上课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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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从目前的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方面来看，采取视频录播+腾

讯会议/钉钉线上讲解+线下作业+答疑辅导”的教学模式，教学质量得到了明显

改善。《材料力学》课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我们将不断学习、琢磨，如何提

高教学效果。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对各位老师的教学起到一点作用。也希望老师们

多提宝贵意见，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认真备课，共克时艰！

四、经验分享

1.录播与直播相结合

每周开课前给学生下达本周的学习任务、作业、以及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每次课的前一小节可采取安排学生利用已有线上资源在线学习，但是老师也应全

程在线，随时回答学生的问题。后一小节课使用直播方式，对前一节课的学习内

容、重点难点进行总结、扩展、讨论、测试、互动，提高和巩固学习效果，也督

促同学自觉学习。在直播过程中，老师应经常出境，师生相互熟悉，并介绍课程

开设方法和课程要求，强调课程的重要性，激励学生好好学习。

2.老师讲与学生讲相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要把老师讲与学生讲相结合，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这里老师讲，可以是我们事先录制的视频，也可以是直播。这里学生讲，

可以通过语音或文字，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课程互动的一部分。

3.全程督促，不落下一个学生

向同学严格声明，本课程最后考试的难度不会低于往年，打消部分主动性不

高的同学思想上的惰性。为了督促和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在一节课快要结束时，

还应该进行一个小测试，计入平时成绩。另外，应适当增加扩展性内容，提高课

程的“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让同学们，尤其是学有余力的同

学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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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传感器与现代检测技术（工程学院 杨琛、陈忠）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杨琛、陈忠 所属学院 工程学院

课程名称 传感器与现代检测技术 授课班级 18 电气 1、2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5968808.html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

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微信群：需要群邀请进入；

学习通邀请码：4658710

直播平台：腾讯课堂（右面扫码进入）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一）课程概述

《传感器与现代检测技术》是电气、自动化、测控等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教

育必修课，也是电气专业核心课，选课人数 64 人。该课程共 48 个学时（理论、

实验教学各 24 学时），在线课程发布理论教学视频 36 个（全），实验教学视频

10 个（全）。利用 9 个项目案例，通过线上线下 PBL 混合式教学法，从案例切

入—理论讲解—实验验证—探究提升四个递进环节组织课程教学，主要对传感器

的工作原理及检测系统的基本知识和一般分析、设计方法等知识点进行教学。

（二）围绕课程能力培养，精心设计课程方案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传感器及检测技术的基本应用能力，能够根

据工程需要选用合适的传感器，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并能够分析、设计现代检

测系统。从而培养学生在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程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

图 1 课程能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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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上述能力培养目标，《传感器与现代检测技术》课程从教学形式、内容、

考核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设计。

根据课程大纲课程教学分为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和设计创新拓展教学三个部

分。各教学部分主要设计的教学环节、资料、呈现形式如图 2所示。在线课程共

发布理论教学视频 36 个共九章，实验教学视频 10 个。

图 2 课程设计地图

课程利用 9 个项目案例，通过线上线下 PBL 混合式教学法，从案例切入—理

论讲解—实验验证—探究提升四个递进式的教学环节，组织学生学习。

（三）面向在线教学，建设丰富全面的教学内容

为了满足在线教学，所有教学 PPT、参考资料都上传到在线教学平台，同时

所有课程均录制教学视频，全部在教学平台发布。

（1）贴近疫情，融入思政教育

图 3 部分思政素材截图

在教学内容中适时加入本次疫情中发生的国内外事件，英雄事迹，增加学生

的爱国、爱党之情，鼓励学生争做一个有志向有抱负有大爱的有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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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的实践案例，增加课程应用性工程性

图 4 部分实践案例 PPT 截图

整个课程教案中有大量的实践工程案列，通过实践案例引出理论知识点的教

学，让学生更能理论联系实际，更能融入理论学习中。

（3）形象的动画，增加教学的生动性

图 5 部分动画教案 PPT 截图

在工作原理的基本理论部分都采用了动画进行教学，让学生更能感受检测的

基础原理，让课堂更加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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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阶式的实验教学，教学视频丰富完整

图 6 部分实验教学视频截图

实验分为基础理论验证实验—性能设计实验—进阶综合实验三个阶段。为满

足在线课程需要，录制了 10 个实验教学视频，对实验目、实验设备、实验内容、

实验步骤进行了讲解。方便学生在实验室外了解实验，对理论教学进行补充。

（5）题库题型丰富，测试任务点节节覆盖

图 7 泛雅平台题库截图

每个知识点建了丰富的习题库，目前有 100 多道题。在每一个必要的知识点

后都增加了测试点，一方面让学生自我测试，及时了解自我学习情况。另一方面

也给老师提供途径充分了解学生的在线学习情况，做到查漏补缺。

（6）前沿性知识扩充，让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走入课程

《传感器与现代检测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课程。与智能控制、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密不可分。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前沿技术、案例、发展动态等

多方面内容，并在平台教学资源、微信群、学习通中经常给学生发布相关信息。

图 8 前沿性知识素材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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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组织条理清晰，录播直播全面结合，高效开展在线教学

为了有效开展在线教学，提升学生在线教学效果，课程组织条理清晰，录播

直播结合，课程形式丰富。

图 9 课程组织流程图

（1） 课前一周：发放下周课程学习任务清单

图 10 课程学习任务清单样例

（2） 课前（当天）：在学习通、微信群发布当天课程组织流程，让学生

做到心中有数

图 11 发布课程组织流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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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中：录播与直播有效结合，在线答疑时刻守候

每周直播课进行重要知识点、难点讲解，复习和习题课讲解，直播和录播结

合，让学生不只是面对冷冰冰的屏幕。通过大量习题课、讨论课，让学生学得更

扎实。老师也能及时了解学生情况。

图 12 录播&直播截图

（4） 课后：测试、讨论、探究项目，全方位夯实学生课程能力

图 13 多样的课后教学活动截图

以上所有教学内容、环节搭载在泛雅平台上，充分应用了泛雅平台提供的各

项功能，同时利用学习通、微信群、腾讯直播课堂，和同学们建立了畅通有效的

学习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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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1）在工程学院【线上学习】综合调研报告中，该门课学生反应效果优秀。

图 1 文件截图

（2）学生课堂上发言、回答问题踊跃，反应课程学生愿意学、能够学。

图 2 课堂及课后互动截图

四、 经验分享

1.在线教学是通过网络与学生建立联系，和传统课堂相比本身就存在很多不

同，特别在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就更加特殊。我们完全依赖网络，无法和学生见

面，连翻转课堂都得在网络进行。这让我们教师和学生之间有可能更容易形成屏

障，学生无法了解老师的教学，老师也不能获得学生的学习情况。考虑到这些特

殊性和问题，我在课程设计上基于课程内容要丰富、课程实施环节要全面、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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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形式要全周期的原则进行了设计；在教学组织上基于教学目标要早明确、教

学任务要早知道、教学流程要够清晰、教学实施要有见面感、教学辅导要紧跟

上的原则进行了实施。通过这样的设计，让学生的在线学习有目标、有内容、有

压力、有成就感。

2.在疫情特殊时期，课程将疫情中的事件、技术融入课程教学中开展思政教

育。通过英雄事迹让学生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医务工作者们的大爱，培养敬畏自

然、爱国爱党、勇于奉献的精神。通过疫情中应用的先进技术让学生增加民族自

信心、科技自信心，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

3.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强的课程，并且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技术都

有密切联系。因此在教学设计上采用 PBL 法，从案例切入—理论讲解—实验验证

—探究提升四个递进环节组织课程教学，在教学案例中除了课本上基础的知识

外，还给学生发送与课程相关的前沿性知识、动态信息，以及开展实践探究活动。

通过这些手段，让学生的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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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学物理实验（信息学院 李丛、李雪莹、王蕊丽、郭阳雪、张建军、崔凤全）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李丛、李雪莹、王蕊丽、

郭阳雪、张建军、崔凤全
所属学院 信息学院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实验 授课班级
19 级本科生（选课学生

1119 人）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智慧树 www.zhihuishu.com 翻转课 k839984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

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1、签到、通知等：泛雅（01-7387658、 02-3583293、 03-5595445、

04-4379175、 05-830556 ）

2、问题讨论沟通：智慧树、部分 QQ 群（05- 687987972、

10 -838089418、 20-206888804、32- 648758300、02 -492540894、

07-709898047、33-1015038813、17- 529436690、22-1070623651、
12-1020994458、15-1070640768、26-777693840）、知到、微信群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课程设计：2020 年春季学期校内选修《大学物理实验》1119 人，共计 33

个班级。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阶段，《大学物理实验》在智慧树

平台通过线上教学方式以翻转课形式开课，做到“延期开学，照常上课；线下停

课，线上开课”，让每一个学生安心上课，通过泛雅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用

QQ 群、微信、知到等和学生进行在线沟通，引导学生学会提问、进行简单的科

学研究。

课程性质：《大学物理实验》作为大学生入学的第一门实践课程，肩负培养

学生构建知识、增强技能以及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的教学目标。主要

内容涉及安全知识、误差理论、基本物理仪器使用、基本实验技能训练以及科学

素养养成等；覆盖力学、光学、热学以及电磁学等知识领域；一些经典却仍在现

代科学技术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实验思想、方法、技术以及人文情怀等要素贯穿课

程。

课程目标任务：该课程主要以实际动手做实验为教学手段，对学生进行全面

而系统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的训练，是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通常为理工专

业学生的必修课。教学目标为：

目标 1：掌握大学物理基础实验的基本知识、方法和技能；

http://www.zhihui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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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学习用实验方法研究物理规律，加深对物理规律的理解，提高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3：实践基于证据的学术讨论，规范地书写完整的实验记录，准确地处

理实验数据，科学严谨地展示结果，养成实事求是、严谨踏实、诚信的科学态度；

目标 4：通过本课程的训练，学生能较自信地参与实验探究和创新。

授课方案：

针对 2020 年春季学期校内选修大学物理实验 1119 人，共计 33 个班级，我

们在智慧树上建立翻转课程，

一、资源配套建设：由团队精心建设 10 多个实验项目，大部分上线运行，

疫情期间我们建立 10 章内容，32 个学习内容包含视频、学习资料和讲义，11

个章节作业，每个实验项目视频资源包括 3 部分:实验背景、理论讲解、仪器介

绍，同时有配套的 PDF 文档、测验题和问答等，教师通过学习通、知到、微信、

QQ 等和学生沟通辅导答疑。图 1为大学物理实验翻转课情况。

二、授课内容和计划：该课程主要以实际动手做实验为教学手段，对学生进

行全面而系统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的训练，内容安排原则是先理论后操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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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主要内容、上课周次、每周应完成的学习内容与作业以及实验计划形成课程

计划表。

三、网上导学和辅导沟通：在线翻转课堂学习,我们把中心精心录制的视频

和资源上传到智慧树平台上,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教师通过学习通、知到、微信、

QQ 等和学生沟通辅导答疑，及时回答学生的问题，避免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无所

适从。教师在线或学习通通知给出学生具体的任务和指导,这样学生就能快速找

到自己需要学习的资源,有效节省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传统课堂教师忙着教课、学生忙着学习，时间紧凑，任务大，学生有问题

来不及提问，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掌握不全面。网课开始一周以来，取得一定成

效：

1.学生主动提问，主动思考，甚至主动回答别人的问题。平台凸显优势：智

慧树的问题讨论平台，学生和教师都可以提问，都可以回答其他人的问题。见图

2，学生主动问问题，其他学生主动回答，教师回答等良好循环现象。教师和学

生在 QQ 互动中，进行问题引导、引导学生对科学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体验科学魅力。见图 3.

2.学生从“消费者”变成“贡献者”，创建数字内容。

为学生提供一种“将课程内容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背景相关联并展示他们的

学习方式”，学生动起来从做中学，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的“容器”和袖手旁

观的“消费者”，而是知识的“生产者”。让学生把在家或以后在实验的图片、

视频等见图 4、5，创建出来上传到学习平台，并进行演示，在此过程中与同学

合作，使用各种社会性网络和新媒体讨论主题、撰写课程小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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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备方案（实际操作）《大学物理实验》作为大学生入学的第一门实践

课程，肩负培养学生构建知识、增强技能以及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的

教学目标。本课程操作方式主要一下三种：

1.疫情在 4 月底结束，学生进实验室操作：目前各个高校的大学物理实验基

础课的实验设置根据学校特色和专业设置不同、同时由于学校对实验投入时间不

同，即使是同一个实验，仪器和型号也不相同。我们学校大学物理实验中心总体

面积约 1600 平方米，配备先进的实验实践平台、实验设备和条件，仪器共计 1100

多件。目前根据学校特色设置为：

海洋类：超声声速测量、旋转流体、液体表面张力、电桥等电磁学实验、太

阳能电池、超声成像等实验、温度传感器等；食品类：导热系数的测量、粘滞系

数的测量、温差热电偶等实验、旋光测蔗糖溶液溶度等 ；信息类：超声定位与

形貌、GPS 卫星定位等；工程类：杨氏模量、转动惯量的测定、牛顿环实验、示

波器、混沌负阻等。

实验室教学条件相对比较优越，学生实验时可以人手一台，或者为了增强团

队精神两人一台仪器进行实验，教学效果比较好，问卷调查显示每学年约有 96%

的学生在动手能力、实验素质、合作能力以及其他方面有所提升。

2、利用手机物理工作坊（phyphox）让学生在家做实验

智能手机丰富的内置传感器，使得其成为物理实验教学的新型辅助工具。本

文利用基于传感器应用的手机软件 Phyphox,介绍声速的测量、向心加速度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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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关系的验证以及单摆周期与摆长关系的定量探究三个物理实验,阐述了将智

能手机引入物理实验教学的优越性:有助于打破实验的空间限制,激发创新因子,

促进自主探究。

Phyphox 软件通过调用手机的内置传感器，包括加速度传感器、磁力传感器、

陀螺仪（旋转传感器）、光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麦克风以及 GPS 等，可根据手

机的运动情况和周围环境进行相应的数据测量。目前可实现 29 种内置功能，例

如测量加速度、角速度、光照强度、磁场强度、压力和声音的幅度和频率等基本

物理量，并且将这些数据以图形或数字的形式呈现。 除此之外，还有基于传感

器而开发的实用工具，如秒表（声学秒表、运动秒表、光学秒表）、角度测量仪、

音频发生器等。除了直接使用实用工具和单独的传感器，Phyphox 软件还将传感

器进行模块化组合，方便使用者研究和分析转动、滚动、弹性碰撞、弹簧振动、

单摆、失重与超重等多种基本运动。

我们《大学物理实验》中有一实验为声速的测定，学生在家没有超声信号源

和声速测定仪、示波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传感器结合 Phyphox 软件进行声速

的测量，原理简单，操作快速。我们以声速的测定为例，让学生在家用 Phyphox

中的 Acoustic Stopwatch（声学秒表，计时可精确到 1 ms）功能，利用最原始

的速度公式实现声速的测量。

实验原理与过程：打开 Acoustic Stopwatch（声学秒表），当手机接收到

外界第一个声音时便触发计时器，开始计时，接收到第二个声音时停止计时，用

声学秒表记录了两个声音之间的时间间隔。选择一个空旷安静的场地，两位同学

将两部手机相距一段距离 d=5 米或 10 米放置（图 6左图），打开 Acoustic

Stopwatch，设置 Threshold（声音触发阈值）使其高于环境噪声级（图 6右图）。

第一位同学靠近手机 1快速击掌，手机 1立即开始计时，随后手机 2接

收到声音也开始计时。此时，第二位同学就可以靠近手机 2击掌，手机 2立即停

止计时，随后手机 1接收到声音也停止计时。两个手机记录的时间的差值 Δt 即

声音在两次传播过程中的延迟，因此声速的计算公式为：v=2d/Δt.重复 6次实

验。根据声速的理论计算公式 v=331.45× （m/s），和当时测量时

的温度例如 t=10℃，计算得到声速的理论值应为 337.46m/s，计算测量的相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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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和不确定度，本方法误差基本在 2%以内。

3、虚拟实验（疫情期间）：科大奥锐公司疫情期间提供免费虚拟实验服务，

以提高学生动手和分析能力等。如果到 5月初学生未返校，我们将采用虚拟实验。

见以下材料：

支持每学期全校上万名以上学生、教师稳定、高效使用的教学管理系统，需

要采用技术领先、成熟的平台化、组件化软件产品，快速完成业务系统定制、灵

活调整、自由扩展，充分满足用户业务需求、管理模式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和变化，

还适应未来的业务优化、重组及发展需要。虚拟实验的加入会使得实验教学过程

教学审核、排课、选课、实验预习、课堂教学、课后作业报告、实验考试、资产

管理等相关环节进行全面、有效的管理，为实行全面开放式实验教学、创建适应

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环境，可切实提高实验教学效果、教学

管理与服务水平。见图8虚拟实验操作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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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反思

在学校、学院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文件与通

知精神指导下，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我们大学物理实验中

心充分利用泛雅、智慧树、手机物理工作坊（phyphox）让学生在家做实验、科

大奥锐公司疫情期间提供免费虚拟实验服务，积极开展了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

在线教学活动，做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教师们通过 QQ、学习通、

微信、知到等和学生互动，避免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无所适从，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有效增强了构建知识的能力，用科学术语提问回答问题、积极参加讨论，

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有了较大的提高。实现学生主动提问，主动思考，甚至主动

回答别人的问题、学生从“消费者”变成“贡献者”，创建数字内容 ，为学生

提供一种“将课程内容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背景相关联并展示他们的学习方

式”，学生动起来从做中学，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的“容器”和袖手旁观的

“消费者”，而是知识的“生产者”。

学生提出光的干涉部分高中学的很浅，甚至有些学生没有学过，学习概率对

牛顿环、置信概率相关知识的理解有些吃力。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根据情况反馈

给学生提供课外相关部分学习资源，提高学生对高数、概率、物理和物理实验知

识的融会贯通。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学生觉得物理实验非常有趣、希望以后到实验室提高动手能力，在家庭实验

漂浮硬币的实验中，很多学生反应很惊讶，原来我也可以做到，从动手中去发现

问题探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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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分享

1.教师们通过 QQ、学习通、微信、知到等和学生互动，避免学生遇到问题的时

候无所适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分利用各种相关平台泛雅、智慧树、手机物理工作坊（phyphox）让学生在家

做实验、科大奥锐公司疫情期间提供免费虚拟实验服务；

3.让学生主动提问，主动思考，甚至主动回答别人的问题；

4.让学生从“消费者”变成“贡献者”，创建数字内容，让学生动起来从做中学，

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的“容器”和袖手旁观的“消费者”，而是知识的“生产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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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环境法与环境管理（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刘画洁）

一、课程基本情况

任课教师 刘画洁 所属学院 海洋文化与管理学院

课程名称 环境法与环境管理 授课班级 2017 海管

建课平台及网址 泛雅平台 http://i.mooc.chaoxing.com/space/index.shtml

直播或师生见面

互动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微信群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

1.课程设计

本课程立足于《环境法与环境管理》课程的特点，一方面帮助学生构建课程

知识框架，并掌握依此框架而建立的环境法基本理论，此部分以理论讲解和分析

为主，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另一方面以环境法律责任为重点，从一般

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逐渐过渡到环境法律责任的追究，此部分以案例

分析为主，培养学生理论用于实践的能力。

2.授课方案

相较于面授，除了不受授课场所限制以外，线上课程的最大优势在于每个学

生都可以平等地参与课堂互动，而不必介意参与的结果。同时，由于无法看到学

生的实时反映，线上授课无法直观感受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为此，将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扬长避短，实现最佳教学效果：

第一，录制课程并上传泛雅平台，对关键知识点进行讲解，方便学生学习和

复习；

第二，布置学习任务，指引学生完成掌握知识点，包括：

（1） 完成签到，督促学生及时参加线上课程；

（2） 指导学生观看课程录像，指出每个任务点的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案；

（3） 发布课堂讨论，发挥强调知识点、引导深入思考的目的；

（4） 发布课后作业，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或进行延伸思考。

第三，建立即时沟通平台，及时掌握学生学习动态，方便提问并及时反馈；

第四，调整成绩构成方案，增加课堂及课后互动的成绩比重，激励学生积极

参与课程；

3.教学内容

为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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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框架部分

首先，《环境法与环境管理》的理论部分始于对环境、环境法等基本问题的

探讨，通过对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根源的讨论，解决环境法与环境管理的目的

问题；其次，环境法与环境管理理论的主干部分，探讨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立

法体系、环境法律体系、环境法律制度；最后，介绍部分国际环境条约；具体大

纲如下：

（2） 实践部分

从课程伊始，每堂课提供 1-2 个小案例锻炼学生追究法律责任的方法和思

路，逐步熟悉、掌握直至熟练运用法律责任构成要件分析法律责任。

4.教学方法

运用翻转课堂和案例教学法来实现理论和实践教学。

（1） 翻转课堂

每个任务点都提出至少两类问题，一是关键问题，涵盖重要知识点；二是引

申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发散的思考，鼓励创新；学生们在问题指引下，学

习重要知识点，并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深入思考。

（2）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中的案例包括两类，一是应用重要知识点的案例，帮助学生理解知

识点，并增强应用的能力；二是一般案例，锻炼学生案例分析的思路和方法，逐

步培养案例分析能力。

5.教学组织和平台的运用

将教学任务清单发布到泛雅平台，通过学习通、微信群等多种方式，提醒同

学需要完成的阶段性任务及时间节点。在泛雅平台、微信群公告等通知到全体同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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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班长、学委的作用，收集班级同学的学习难题，汇总后反馈教师， 以

便掌握学生疑问的共性和个性，有目的地解决学生学习中的困惑。

6.教学效果

目前基本实现预期中的教学效果：

（1） 学生签到率 98%；（其中未签到 2人是校院督导）

（2） 学生视频观看率 100%

（3） 课程讨论参与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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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互动活跃

（5） 学生作业完成率高

7.教学反思

应在下个阶段进一步发挥线上教学优势，弥补其不足。首先，应当发挥线上

教学可以容许多个学生同时反馈的优势，充分运用微信群的作用，设计讨论题目，

创新讨论形式，激发学生的参与率。

同时，运用会议机制提供反馈的即时性，防止学生运用网络敷衍课程任务。

三、师生评价

从学生反馈效果看，课程在线教学效果值得肯定， 参与度较高。

从督导评价来看，教学材料充足，教学日历、教学大纲、MOOC 视频、短视

频讲解形式丰富，课前准备充分；课堂组织有条不紊，签到、测验、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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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直播答疑等面面俱到，提高学生参与度，教学效果良好。所有学生参与签到、

课堂互动、测验和头脑风暴等活动具有过程性记录，便于导出平时成绩。

四、经验分享

（1） 课前准备充分

通过每节课课堂任务的发布，指导学生完成任务的同时，实现教学效果。教

学任务应至少包括：视频观看+课堂讨论+课堂互动+课后作业；

（2） 课程内容问题化导向

每个任务点都设置两个层次问题，包括概括性问题和引导性问题，概括知识

点并引导学生结合社会资讯和以往所学对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3） 通过案例分析巩固和提高

多数知识点都有匹配的案例，将理论知识放入实践中再现和淬炼，提高学生

实践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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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视听说综合训练（2）（外国语学院 张丽梅）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张丽梅 所属学院 外国语学院

课程名称 视听说综合训练（2） 授课班级 17 级 1，2，3 班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课堂 http://shfulm.fanya.chaoxing.com/portal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

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钉钉视频会议、钉钉作业管理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一、课程设计

《视听说综合训练 2》作为日语专业高年级的技能训练课程，主要训练学生的

日语语言技能。基于三年级学生普遍存在提高日语表达技能的现实需求，所以在

课程设计时，力求在有效的信息输入（视听）的基础上，提供更大范围的日语实

际使用训练（说）。这主要通过合理优化授课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几个

环节加以实现。

1.授课内容

选取大家关注的主题内容（新冠肺炎、就业、全球气候、日本食品问题、人

工智能、疾病于健康等等，主要选自日本的电视节目或者纪录片）网上授课的四

周教学内容如下：第一周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第二周 佩戴口罩的实际作用；第

三周 就业的意义；第四周 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

2.授课方案

2.1 保证信息的输入量。（通过大量收集同一主题的视频，为学生提供充分

多角度的信息输入，为高质量的输出做好铺垫）

例如：关于新冠肺炎的内容，就包含了特征、与非典和流感的区别、如何预防（吸

收的方法），口罩的效用、中国的应对方式等。

2.2 在输出环节给学生选择的自由。要求学生通过通看视频后，自行确定自

己表达的内容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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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把重点放在内容和表达逻辑上，而非语言形式上。学生在信息输入和整

理，再输出的过程中，会大量模仿视频中的语言表达形式，自然、完整而且具有

文脉。因此在指导过程中将重点放在内容和逻辑上。

二、平台的应用及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特色（泛雅课堂的大容量和测试功能，钉钉的视频互动

功能与多媒体作业功能等，微信的教学沟通）组织教学。

一次课的教学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①在微信上建立“试听说课程议事群“，召集各班班长了解学生情况，讨论

教学计划和教学过程可行性。

②将准备好的视频上传泛雅课堂，供学生观看，并编写配套的测试以确认学

生的输入效果。

③学生自行学习视频内容，并完成课后小测试。

④利用钉钉视频会议，分享视频的学习成果、讨论发现的问题。

⑤学生提交钉钉录屏作业，教师对作业给出反馈意见。

⑥教师对教学过程中以及作业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汇总反馈。图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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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及反思

语言技能训练课程与理论课程相比，更加适合于线下、面对面的互动，便于

发现学生的问题及时有针对性地反馈并给予矫正。但目前的特殊时期，既要实现

“停课不停学”的目标，同时还强烈地希望通过优良教学过程设计，利用线上教

学来保证每位同学能够学有所获。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真切地感受到线上教学的

优势所在。并考虑开学后如何将线上教学进一步更好地和线下教学结合起来，实

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作为线上教学的特点之一，要把几乎所有的教学环节所涉及的大大小小的内

容，都需要落实到纸面上，进行沟通和发布占用了大量的时间。相当于一个人同

时承担着多个角色的任务。同时在适应平台和学习环境的过程中，学生也会随时

提出问题。为此特别建立了“视听说议事群“和各班班长保持紧密沟通，以了解

学生的反馈。录屏作业的修改也要落实到纸面上，因此教师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要

面对电脑和手机，对身体健康带来巨大挑战。因此接下来要思考对策并调整工作

状态，以便更好地更有效地持续开展教学活动。

另外，一位教师需要同时带数门课程，如何去更合理地安排时间、分配精力，

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学生评价：

除了通过视频会议了解学生的感受以外，通过班长的渠道和学生个别接触，

以及作业完成情况来看，各班学生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模式。并且也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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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评价：

作为视听说课，无法当面授课的情况下，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线上工具，灵活

设计课程，达到了良好互动的效果，且学生评价较好。信息量大，内容新颖，符

合当前形势，形式灵活多样，效果好。认为是个优秀案例课程。

四、经验分享

在线上教学中，发现以下几点很重要。

1.从课程设计阶段开始与学生协商共议，让他们实质性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来；2.探索线上教学的优势；3.结合学生的学情设计教学内容；4.着眼于学习过

程来设计教学过程；5.反馈时能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给予及时肯定，以激发后续对

学习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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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基础日语（二）（外国语学院 周艳红）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周艳红 所属学院 外国语

课程名称 基础日语（二） 授课班级 日语 19-2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

se?moocId=205862493&clazzid=11766870&edit=true&v=0

直播或师生见

面互动平台（工

具）及进入方式

ZOOM：2295287523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

组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一、在线课程设计方案和教学内容

说明：

1. 按照教学日历和泛雅章节中的单元课时，1-16 课内容对应 1-16 单元。

2. 在准备周完成本方案并抄送同年级组的黄敏和黄春玉两位老师，随着

课程的进行，几位老师分工合作，逐步优化课程。

第一课设计方案和具体内容如下，以下内容加上传的录屏具体都体现在如

下图的章节里，作为学生必须完成的阶段性任务。以后的每一课设计可复制。

（注：上面是 EV 录屏和 ZOOM 在线）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05862493&clazzid=11766870&edit=true&v=0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05862493&clazzid=11766870&edit=true&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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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方法、教学组织以及平台使用

1．教学方法：

（1）录播和直播相结合。

录播内容主要是教学的任务点讲解，学生不懂的部分可以回放。四周课程

的录播任务繁重，我们平行班老师采取了分工协作的方式。直播主要针对同步

练习。

（2）固定讲解（录播任务点和直播练习）和随时答疑相结合。

固定讲解正对所有学生。而随时答疑，针对有问题的同学，主要沟通手段

是微信。

（3）活用泛雅平台其他功能。

利用活动按时发起签到，微信进一步督促学习进度。利用统计掌握学生的

学习进度。利用作业每周一次测试检验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下图 1是平台

的统计数据，本班 33 人，其他是重修免听。能及时观测到学生完成情况。下

图 2是每周一次的小测试，利用平台的作业功能布置的，可以看出同学们都是

100%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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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组织及平台使用：

每堂课先录播后直播，使用泛雅和 ZOOM，加微信混合。1）通过泛雅提前

完成章节内容预设；发课程和小考通知；按课表签到，一般 1-2 节设置 8：00-8：

30，3-4 节设置 10：00-10：30 签到。2）通过班级微信群提醒签到，提醒学

生按章节完成任务点，同时开通微信个别答疑。3）最后 30 分钟通过 ZOOM 在

线完成练习。

（注：上面是微信沟通学生签到，个别答疑）

（注：上图是 ZOOM 在线共享屏幕讲解练习题）



68

三、教学反思等方面

1.教师分工合作。

三位平行班老师分工合作，才保证在短短一个准备周完成了四个教学周总

计 32 小节课的录屏任务。黄敏和黄春玉老师还及时分享了测试题目。

2.签到时限问题。

看到学生有反馈，个人认为如果不设时限没有签到意义。如果正常上课，

我自己的班级是要求早上 7：45 来晨读，8点开始签到很容易完成。如果一旦

网络问题，只要微信能沟通，可以更改代签。

3.每周一考。

每周一次小测试对于零起点小语种学生很有必要，我是主张并坚持实施每

周一考。由于泛雅平台使用不习惯和自身技术跟不上等问题，第一周小测试，

老师学生都是上传附件形式，批阅花费了大量时间。第二周分开录入题目已有

很大改观。下一周的测试我已录入并设置了生生互评，很期待结果。

4.合理设计每一节课。

资料里上传了 16 课的 PPT、跟外研社签署协议拿到的四课电子书等，发

现下载率非常低。由此得知靠学生自觉下载资料自主学习不靠谱。还是需把课

堂 90 分钟都安排得紧凑明了，可以让学生有一定的自由度，如每次课录屏内

容小于 60 分钟，一般是 40 分钟左右，另外直播 30 分钟。但也需时时通过统

计观察学生学习进度，微信沟通督促未完成学生。并且通过小考摸底学习效果。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1. 学生学习成效反馈

从作业看，33 名同学每次都是 100%提交，前五周成绩按权重录屏 50%

作业测试 40%访问次数 10%计算，绝大多数同学都达到了 90 分以上。这个成

绩不能跟实际笔试测试成绩比较，但也反映了绝大部分学生能跟着教师完成

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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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督导同行评价

督导经过听课看课，推荐本门课程为典型案例。

四、 经验分享

没有太多的经验，只是在上面分享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学科和科目不一样，

做法可能也要因地制宜。只想强调两点：1.跟老师们团队分工合作。2.跟学生

们随时能沟通。共克时艰，共度难关。我们基础日语课还是适合线下为主，线

上为辅。因为大量的互动练习还是面对面更加有效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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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编程与问题解决（澳）（爱恩学院 王娜）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王娜 所属学院 爱恩学院

课程名称 编程与问题解决（澳） 授课班级 2018 级信管专业 1-8 班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 http://shfulm.fanya.chaoxing.com/portal

MyLo www.utas.edu.au/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

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1. 微信

2. 腾讯会议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含课程设计、授课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平台使用、教学反思等方面）

《编程与问题解决》是爱恩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一门面向二年级学

生的专业基础课。这门课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定义是：1）能够开发用 java 语言编

写的基本程序；2）会使用简单的数据结构进行数据建模；3）掌握为程序提供文

档的方法；4）能够分析和设计简单的算法。

这是一门基于编程能力培养和发展的课程，又不限于会写程序，更重要的是

培养学生通过程序设计活动，提高问题解决的能力。因此，它既是一门程序设计

语言类课程，又是一门着重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课程。程序设计

语言类课程具有一定的难度，部分学生存在畏惧心理，开展在线教学更要有效地

进行教学设计、安排好实践环节、关注学生学习情况、提供足够的辅导答疑。

一、平台选用

自从学校发布了延期开学和组织在线教学的通知，学院就召开了教研会议，

成立在线教学团队，大家集思广益。这门课程应用了学院彭老师介绍的“泛雅教

学平台讲解知识点+MyLO 平台作业考核+腾讯会议集中答疑+微信群实时咨询”

“四合一”教学模式。前三周的在线教学实践表明，这种模式使得教学过程动静

结合，师生集中互动和日常交流结合，各个平台之间具有相对独立又互相补充的

功能，能有效地满足课程的教学要求。

（1）MyLO 学习平台全称为“My Learning Online”，是塔斯马尼亚大学给

学生提供的一个在线学习平台，使用 Desire2L 公司（知名在线学习系统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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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的 Brightspace 学习环境，非常易于使用，灵活且智能，性能稳定。学习

这门课的学生在上学期已经有使用 MyLO 学习平台的经验，在这个平台开展作业

和考核任务这些关键环节的学习活动比较可靠。

图 1 MyLO 学习平台

（2）泛雅平台本地登录速度快，优点是功能多样强大，技术支持永远在线。

经过准备期间几周的摸索，课程介绍、每周学习指导和任务清单、录课视频、PPT、

习题、学习通知等资料已经建好。

图 2 泛雅平台课程资源

（3）腾讯会议作为实时线上辅导答疑工具，具备分享屏幕、统计出席人员、

文字输出、共享文件等功能，教师可随时抽查学生回答问题。对这门课的编程实

践环节，师生通过即时分享屏幕来演示开发环境的编辑、编译和调试过程。学生

可随时提出问题，分享自己的屏幕提出问题，教师发起生生研讨，充分满足了辅

导答疑中师生互动的需求。这种学习氛围和沟通效率，甚至高于线下的辅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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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腾讯会议实时辅导答疑

（4）微信群进行实时提醒。微信是每个人日常使用最频繁的社交媒体，通

过它@全体或者单独@某个学生，发送重要的提醒非常可靠。每当遇到测验截止日

期，通过微信提醒，总能唤醒一些稀里糊涂的学生赶快完成任务。

二、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

在线教学弱化了“课表”的概念，学生可随时开展学习。但教师需要给学生

提供每周学习指导，确保学生按周完成学习任务。下表是提供给学生的教学进度，

学生可以清楚知道每周大课学习哪个章节的内容，小课练习是哪些，某个周次的

考核任务是什么。

图 4 教学进度安排

每周有实践环节任务，学生需要在开发环境中进行编程练习。以往在机房里，

教师布置任务后，学生自行上机实践，教师巡回指导。在线教学方式下，需要调

整实践环节授课模式。教师使用录屏软件把操作过程和讲解说明做成录课，学生

可反复观看，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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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辅导答疑，教师也通过录屏方式记录整个过程，放到泛雅任务点上，

方便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的学生回放观看。

三、教学组织

在程序开发活动中，团队协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这门课有两个编程作

业，一次是个人作业，一次是小组作业。小组作业需要学生之间划分好任务、定

期沟通、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教师在第一周就组织学生之间成立 4-6 人学习小组，

相互探讨，互助调试程序。鼓励学生运用视频会议软件开展学习小组活动，尝试

Pair Programming 结对编程的方法。

四、教学反思

前三周的教学已经结束。通过调阅学生的学习情况数据，大部分学生能够按

部就班，完成泛雅平台的任务点。平时辅导答疑教师能够接收到不少有质量的提

问。实践环节的难度随着周数的增加会逐步加深，目前还没有深入了解学生对开

发环境的使用是否足够熟悉。

目前泛雅平台和其他慕课资源中，与这门课相关的全英文教学资源还不够丰

富。学生中买教材的不多，需要进一步补充和丰富教学资源。

随着章节的深入，对实践环节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下一阶段的建课重点需要

放在如何设计和检验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1. 学生：老师认真负责，总能及时解答问题。在线学习情况调查，该课程

是 18 级信管专业学生认可度最高的一门课。

2. 督导评价：教学内容组织得好；学习指南做得好；有作业布置。有与学

生互动视频资料，方便部分没有参加的学生重看。

四、经验分享

1.多参加教研活动，多交流。学习其他老师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少走弯路。

2.定期调阅学情数据，排摸学习掉队的学生，及时联系他们。在线教学教师

是课堂“第一责任人”，掌握第一手学习过程数据。在线学习“一个也不能少”，

需要任课老师及时发现和帮扶这些学生。

3.既要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例如通过设置签到，抢答等活动，也要重视结果，

即学习目标达成度。要每周制定考核任务，为学习目标达成度提供分析和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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