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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舌尖上来自大海的馈赠（水产与生命学院 梁箫）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梁箫 所属学院 水产与生命学院

课程名称 舌尖上来自大海的馈赠 授课班级 全校任选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012030.html

邀请码：9187761

直播或师

生见面互

动平台（工

具）及进入

方式 腾讯会议、学习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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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程内容与设计

《舌尖上来自大海的馈赠》是一门海洋类综合选修课，共 16 个课时，1

个学分，课程的专业目标是：让学生们充分了解我们餐桌上的海鲜美味从何而

来，如何制作，还有怎样的应用等，从而了解海洋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课

程的德育目标是：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对海洋的了解，培养学生的海洋

意识，树立人与海洋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增强探索海洋知识的兴趣，善用海洋、

珍惜海洋的各类资源并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积极保护海洋资源。

课程分为 8大主题，每周分享一个独立的主题。通过视频讲授、主题相关

视频欣赏、课堂实时互动以及课后线下分组任务等形式进行教学。根据在线授

课的特点，将课程内容按照知识点划分、录制视频，向学生介绍海洋生物资源

在我国及其他国家饮食文化中的应用情况。

2.授课方案

根据课程特点及教学目的，授课采用“在线学习”“课堂实时互动”与“课

后分组任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线学习”是老师提前将课程内容录制视

频上传到泛雅平台，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学习节奏进行学习；“课

堂实时互动”是将原本在线下课堂与学生的面对面互动移到线上进行，在上课

时间内，通过学习通 app 发布签到、抢答、讨论等各类互动任务，再通过微信

群点评学生们的答题以及互动情况，让学生有一种近似线下面授学习的临场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012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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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综选课的积极性；“课后分组任务”是围绕第八章的主

题“我们的回报”，要求同学自由组成 5-6 人的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主题

任务，任务结束后将作业上传至学习通 app，全班同学共同评分给予成绩，从

而促进学生间的交流，增强学生对本课程教学目的的理解。

线上学习章节 课堂实时互动任务 课后分组任务

3.教学方法

（1）录制讲授视频：根据课程知识点以及原本在线下面授教学的节奏，

分别录制授课视频。在录制的过程中尽可能还原线下教学的风格和方式，不是

单一的叙述和解释课件中的内容，而是要将提问、互动穿插其中，在每一段讲

授视频的结尾布置一些思考题或者小悬念，减少学生在线学习时的枯燥感，增

加视频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连贯性。

（2）在线互动教学：在泛雅平台的课程章节中加入讨论、随堂测等互动

任务，将这些任务设置为任务点。同时，将在线学习设置为闯关模式，学生学

习时，必须完成前一个任务点，之后才能进行下一个任务点的学习，在整个章

节的最后要完成讨论、随堂测等任务后并且在老师批阅互动后才算完成了这一

章节的学习。这样的闯关模式互动教学，让学生们在学习时有一种“打游戏通

关”的游戏感，通过增加趣味性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是课堂的实时

互动。每周上课时间，使用学习通 app 中的各种任务与学生进行互动。例如：

课前的拍照签到、课中的选人回答问题、课后的调查问卷等。每个课时发布

1-2 个实时互动任务，并同时将学生们的互动情况通过微信群反馈给学生，增

加学生上课的临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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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作在线学习任务单，分享在泛雅平台资料中，让学生直观了解本

课程每一堂课要学什么？怎么学？

学习任务单

（4）通过 PPT 讲授、课堂实时互动等环节将思政内容融入在线教学中。

例如：在第一章巨大蓝色宝库的教学中介绍海洋植物时，除了为大家介绍微型

藻和大型藻两种常见海洋植物外，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红树，这种比较特别的海

洋植物，通过讨论话题，临港地区是否有红树？引出复旦大学钟扬教授援藏以

及在临港地区种植红树等事迹，让同学们在了解海洋知识的同时，了解身边的

楷模事迹，鼓励学生们做事情要持之以恒，要有一种“种子精神”。同时在其

他章节的授课中，根据学生的互动回答与思政内容进行串联，不仅是对以往学

习内容的一个回顾复习，也能加深学生对于思政内容的理解。

（5）在线学习、课堂实时互动、课后分组任务与课程最终成绩挂钩。学

生必须完成线上所有学习任务单，才能得到课堂实时互动的成绩；课后分组任

务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4.教学组织

根据教学日历安排分章节分知识点录制讲授视频，并上传至泛雅平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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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观看学习。在授课之前，建立课程微信群，在学习通上分享微信群二维

码，选课学生进入课程群，通过课程微信群与学生们保持日常的沟通与交流。

在直播课时使用腾讯会议与同学们进行交流、答疑辅导。

5.平台使用

（1）校内泛雅平台上传教学日历、教学大纲、教学课件、课程讲授视频

以及相关视频；

（2）学习通 app 发布实时签到、主题讨论等任务；在泛雅平台上布置和

批阅作业以及随堂测验；

（3）使用微信群与学生保持日常的联系与沟通，以及抢答、选人等任务

后的解答和分析讨论；

（4）在腾讯会议上直播参观课、辅导与答疑。

6.教学反思

在之前的面授教学过程中，本课程通过泛雅平台布置作业、分享视频等线

上教学，并在课堂上使用学习通 app 完成课堂互动。所以在这次全面线上教学

开始时，觉得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当然，和之前的教学也是有一定区别

的，尤其是在不直播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了解学生们的学习状态和学习进度？

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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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世玉（1631308，2016 食安 1）：我觉得《舌尖上来自大海的馈赠》这

门课比其他线上课程内容更充实，可以很巧妙地利用一整段上课时间，还能促

进学生自我思考，激发学习兴趣，庆幸还能在临毕业前选到这么优秀的一门公

选课

朱婷（1811715,2018 水养 3）：我觉得老师的课程安排很合理，但是课后

分组任务环节，由于是线上学习，同学并不熟悉，任务完成起来可能有一定的

阻力。

梁力文（1829315，2018 海技 3）：我觉得这门课挺好的，每节课的内容

充实且时间控制上每一小节视频不超过 20 分钟，看的效率比较高。

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设计、课程进度安排以及授课方式均比较认可，“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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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课堂实时互动+课后分组任务”的教学模式不仅能让学生有在课堂上

课的临场感，也让老师在互动中了解学生们的学习状态和掌握情况，同时促进

学生自我思考能力，激发学习兴趣。

（2）督导同行评价：《舌尖上来自大海的馈赠》是一门全校共选课，公

选课的特点是必需兼备专业性与趣味性。从两周的授课情况来看，梁老师准备

充分，该课程是录屏播放，课件简明，图文并茂，具有较好的美感；在授课过

程中，讲解清晰，语速适中，信息量合适，重点突出，并进行较好地总结与对

比，便于学生对所授知识的归纳总结，并通过随堂测验，检验学生对相应章节

的掌握程度，体现了梁老师对本课程的完全掌控。总的来说，在梁老师的精心

设计下，该课程平稳进行，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四、经验分享

1.在线课程也要有板书

虽然《舌尖上来自大海的馈赠》这门课是一门综选课，很多人认为综选课

就没有什么板书，没有什么可记的东西。其实不然，综选课也有其相对应的知

识点，也有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以往线下教学时，我们可以使用黑板来为同

学们整理重点，解释难点。如今在线上学习，缺少了黑板，如何让学生在自主

学习中也能顺利抓住课程的重点、理解课程的难点呢？在准备这门课的时候特

意在网上购买了写字板，在录制授课视频时，使用手写板来为同学们画重点，

讲难点。板书不仅仅可以录制到视频中，也可以在课堂互动中出现，例如：在

第三章教学中，学生对于“水母的伞体部分为什么叫伞体而不叫伞帽？”提出

疑问时，如果用打字的方式回答学生，可能造成文字传递含义不准确，或者学

生漏看等问题，那么在白纸上简单的板书，拍照上传，一张简单的板书图片就

能做到一目了然，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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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作授课方案

在线教学的一些局限性可能会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因此要在上课前认真

备课，设计多元化的授课方式，增加课上互动环节和互动方式。无论是泛雅平

台上的章节设计、闯关模式的设定以及学习通 app 的使用，都应该提前设计。

我是以手写教案的方式来准备每一次的教学，把每一堂课要做的互动环节、发

布时间点以及此互动的意义都提前制定好，这样在正式上课的时候就不会慌

乱，或者不知道要做什么。同时在授课时记录学生互动环节的反馈情况，了解

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在后续辅导答疑时可以定向地进行再次教学。

学习通上的任务类别非常多，可以灵活使用，同时可以使用投屏技术，将

学生们回答问题的答案，投票的结果直接投屏电脑，再用微信群截图反馈给学

生；或者直接在直播中使用，很有线下面授的临场感。另外，在录制授课视频

的时候，可以使用写字板书写板书，帮助学生整理学习重点，以及加深学生对

知识点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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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生物化学（海洋科学学院 王丛丛）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王丛丛 所属学院 海洋科学学院

课程名称 海洋生物化学 授课班级 2018 海资

建课平台及网址 泛雅平台：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7428179.html

直播或师生见面

互动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师生见面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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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物化学是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本学期课程采用线上教

学（视频，PPT）+线上、线下讨论+作业+课程微信群等方式开展。首先，课程

开始前通过在线讨论的方式提问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从而了解学生学习这门

课的心态、学生目前所掌握的一些知识以及学生想通过这门课学到什么。在随后

的教学过程中，提前将制作好的教学视频（将课程划整到点，每个知识点约 10-15

分钟为一个视频，并在每个视频上标上知识点的标题）及课件上传到泛雅平台，

并在泛雅的通知和微信群中列出每周需要观看的在线视频、学习内容、学习目标、

参与的讨论、完成的作业，并规定完成的时间节点，学生根据课程要求有序开展

在线学习。本课程知识点较为繁杂，因此每次课程结束之前，将主要知识点归纳

出题，进行一次时长 10分钟的随堂测验，了解学生每节课的掌握情况。

课程的相关教学活动、资源及材料等在泛雅平台开展，同时结合微信群进行

互动、答疑辅导，及时在泛雅平台和微信群发放通知，让学生知晓每次课程应学

的任务点、知识点及完成的作业。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7428179.html


9

图 1 课程问卷调查

教学内容紧扣教材，除了常规的作业布置外，在每次课结束前 20 分钟，根

据本次课程的学习重点，以及前后章节相连贯的知识点出 10 道测验题（题型主

要为选择、填空、判断等）。首先给同学们 10-15 分钟去答题，根据同学们的回

答情况，利用微信互动群进行 5-10 分钟的讲解及学生抢答，旨在提高学生对章

节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同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泛雅平台通过前期工作人

员的不断努力调试，在正式开始进行教学活动后，应用起来较为方便，碰到问题

也能及时得到帮助解决，较为顺畅地开展教学，再加上建立的课程微信群，可以

灵活地开展各种教学活动。

图 2 课程门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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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课程资料

图 4 课程随堂测验

通过为期两周的在线教学运行，虽然也出现过个别视频个别学生电脑不能播

放（及时将视频通过 QQ 传给学生），总体来说，在线教学开展比较顺利。根据教

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将年前备课过程中所用到的精品课程拿出来，进一步学

习相关章节的设计，以期获得更多、更全面的知识，使专业课教学变得生动有趣

起来，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懂得将知识应用于实践。虽然在线教学缺

少了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但是通过建立课程微信群，让我感觉到学生比平时

上课更加积极发言，而且在学习过程中碰到问题也能及时通过课程群提出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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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录播只能通过后台查看学生的任务点来得知学生的学习情况，所以要想让学生

真正掌握知识、学到知识，还需要在课后布置章节测验，并针对性地将学生常错、

易错习题进行讲解，课下通过微信群多一些互动，才能做到将每一个学生调动起

来，真正的融入到线上教学当中。

图 5 学习国家精品课程

图 6 课程微信群随堂测验互动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1.网络状况

在试运行教学周，泛雅平台出现拥堵且掉线的现象，经过调整，在正式上课

期间基本未出现上述现象，整体上课顺畅，功能操作相对简单。任课老师采用录

播方式（曾单独找班委聊过，认为录播可以多次回看，不会的知识点可通过回看

进一步巩固掌握），采用微信群进行沟通，做到知识点全程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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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态度

教师在上课之前，将本次课的学习视频、资料、学习任务、学习目标以及进

度安排等通过泛雅平台和微信群通知学生，学生及时登录平台，参加课程的学习。

任课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准时开展课程教学，并全程保持在线状态，学生遇到问题

及时解答。从为期两周的学习情况来看，95%以上的学生能按时上课，进行课堂

互动，完成随堂测验。

图 7 教师及学生上课

3.教学过程

考虑到学生现阶段在家学习没有教材，学校邮寄由于疫情影响可能不能及时

送达，教师在网上购买电子教材，上传到课程资料中，以供学生提前预习和学习

过程中使用。课程视频中结合一些实例和动画，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知识。每次课

结束之前进行随堂测验，合理布置作业，让学生每节课都能回顾自己所学的知识，

在课下复习时，做到有侧重点地进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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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结合实例进行讲解

4.教学效果

学生上课出勤率达 95%以上，课堂互动良好。特别是在随堂测验中，即使在

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在课下也都会尽快完成，并上传到课程群。

图 9 补交随堂测验

四、经验分享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在线教学迫在眉睫。最开始接触在线教学，是有点抵触心

理的，后来下定决心尝试准备第一次课，感觉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只要碰到问题

敢于尝试，多问（在这里也很感谢泛雅平台的老师，即使半夜也会耐心回答我的

每一个问题），多学多实践操作，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要想做好在线教学，首先教师要先行动起来，除了备好课外，还应该思考如

何让我们的网上教学更加生动，学生更愿意学。因此，首先我又将年前看的一些

精品课程的相关章节再一次听讲学习，然后总结成自己的讲课形式，将各个知识

点进行分解录制并标上每个小知识点的标题，让同学们学习的时候可以一目了

然，知道每个视频要学什么，从而减轻学生的负担，让学生能够更快更好地进入

到每个章节的学习中。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每节课还加入了随堂测验、微信群讨论、

章节测试等环节，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通过这些环节的互动，使

学生对知识点能够真正的掌握，提高学习能力和效果，真正做到“停课不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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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品营养学（食品学院 陶宁萍）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陶宁萍 所属学院 食品学院

课程名称
食 品 营 养 学

（Nutrition）
授课班级 17 食科 2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3506911.html

直播或师生见面

互动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泛雅平台、学习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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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采用 2018 年 Mc Graw Hill Education《Wardlaw’s

Contemporary Nutrition》教材；教学内容分为三个层次：基础知识模块○A 以

营养学基本原理为主线；拓展模块○B 包括营养与疾病、不同生理人群营养、各

国膳食指南和功能性食品等；综合性应用模块○C 包括营养评价、平衡食谱编制、

营养标签解读。教学团队包括香港大学著名营养学教授和功能性食品专家，多数

为海归博士;采用“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导向的各种教学手段，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能够应用营养相关基础知识评价各种食物营养价值；了解食物营养特

点，利用营养原则搭配一日平衡食谱以维护健康；读懂营养标签，合理选择食物

和管理体重；了解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懂得防治；掌握优质备孕、合理哺喂下

一代及如何延缓衰老的方法，为培养食品行业高级技术人才和国际人才做准备。



15

授课方案与平台使用：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利用泛雅平台

自主学习及考核包括：视频、章节测试、答疑与讨论、课外阅读材料等；线下学

习包括课堂全英语互动、主题讨论、在线学习难点问题解答、食谱编制软件综合

性实践与报告、擂台赛等，辅助学习通软件时时监控学生学习效果。课堂上邀请

香港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为学生讲授营养与疾病和美国膳食指南等专

题，并与学生进行主题讨论，感受名校氛围，对所学英语进行实践交流。

为便于学生在线自主学习，全英语视频添加了中文字幕，重要知识点英文表

述在视频中，添加了动画设计等增加趣味性，调动学生的英文学习积极性，不枯

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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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主干章节中包括学生必须要完成的相关英文视频学习和英文阅读

文献等，其他学习参考资料在资料拓展库中分档管理，便于学生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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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与教学组织：主要利用泛雅平台辅助学习通软件组织教学，采用鼓

励式、激发式教学模式。相关活动预先出课程通知；对课程运行开展问卷调查，

及时调整；重要知识点设施讨论专区，让学生互相学习，教师监控并评价学习效

果；

作业测试发现错误，利用课程群聊对学生问题进行解答，也便于其他学生学

习；在学生自主完成相应知识点学习后，课堂布置思考题，激发学生思考；学生

自发组织关于所学营养知识如何应用于生活实践讨论以及推荐好的课外中英文

学习参考资料等鼓励加分。



18

课程运行 2周，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性高，自我感觉充实，英语水平高，相应

知识点掌握准确，思维积极活跃，优秀的学生已经完成了 3章的作业。

教学反思：疫情期间，教师需要与时俱进，特别对于我们这些老教师来讲，

除了完成传帮带，也需要不断向年轻老师学习，适应新的教学环境和学生需要。

刚刚向年轻老师学习了利用钉钉软件直播，以满足课堂教学以及学生英语互动的

需要。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从课程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学生对本课程评价很高，甚感欣慰。但也需要不断

调整课程方案，以满足学生学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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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分享

在疫情特殊时期，为全方位保障教学正常开展，需要兼顾各种平台特色和教

学效果做好教学保障，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接受挑战，认真组织和设计教学各环

节，满足学生在线学习的需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增加趣味性，激发学

生积极思维。这次在线教学的推广应用，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最

大程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以及促进师生教学相长等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和条件，师生双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好的方法和技术可以固化

下来，为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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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工程原理（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 邢云青）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邢云青 所属学院 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

课程名称 环境工程原理 授课班级 18环工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
moocId=206374967&clazzid=12789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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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7182

辅助入口——《环境工程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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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程准备与建设思路

《环境工程原理》在线课程建设之初，面临着自建或引用线上教学资源两种

选择。实际上，清华大学 2008年已经获得《环境工程原理》国家级精品课程，

2014年全程录制课程教学视频公开发布。引用现有的清华大学优质课程资源作

为本课程的建设基础，省时省力，何乐不为？然而，全面深入审视清华的教学视

频后，我决定不选用，原因有三：一是教师讲授不够精细；二是课程时长太长；

三是本校学生与清华学生能力差异较大。考虑到本人 12年积累的课程教学经验，

有信心精准把握本课程的在线教学内容、节奏和深度；另一方面，本校学生在现

有综合能力基础上，难以从清华的视频课程中获得最佳学习效果，甚至可能产生

深深的挫败感。对比之下，决定采用自建方式，打造适宜本专业学生的《环境工

程原理》在线课程。建课平台选用学校推荐的泛雅网络教学平台。

2.教学内容设计优化

充分利用平台强大的功能、多样的选择、海量的存储、详实的统计等优势，

将传统线下教学素材（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课件 PPT、作业等）全盘搬至线上

的同时，通过录制课程视频、预设线上测验、组织主题讨论、发放课程目标达成

度问卷、补充工程实践影像资料等，不断丰富在线教学素材，帮助学生把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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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与具象的工程联系起来，清晰识别重点，精准抓住主线、反复吸收消化，深

刻体会知识的获得感。

3.教学组织实施

本课程网络教学平台采用“一主一辅”模式，有备无患。主平台选用泛雅平

台，其学生管理功能强大，存储方式灵活，数据分析功能实用，学习活动类型丰

富，直播功能强大稳定，且支持讨论、投票、白板、分享笔记等多种实时交互，

非常适合作为网络教学的主战场。同时，组建 QQ课程群作为泛雅平台出现故障

时的备选基地。

本课程是专业基础理论课，学习难度非常大，必须加强全过程管理。教学组

织以“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为抓手，每个环节都要抓，每个环节都要硬。

课前提前两天发出通知，告知预习要点；课中要求学生纸笔在手，随时演练例题

或回答测验题；课后布置大量作业，强化课堂知识的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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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首次尝试在线教学，老师学生都面临许多前所未见的困难。主讲教师

无法像线下课堂一样从学生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课堂活跃程度等获得教学效

果的直接反馈；学生居家独立学习时自觉性不强，有疑问得不到老师的及时解答，

各自为战没有团队协作，这些情况很可能给学生带来孤独无助的消极情绪。本课

程教学过程中，通过丰富课程学习资料、调节课堂学习节奏、注重师生高效交流

互动、利用学情统计信息掌握学生参与程度，课下为学生敞开交流渠道，引导学

生主动持续学习、主动交流、主动思考，切实增加学生的知识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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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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以下几方面信息：

1.教学效果问卷反馈。主讲教师在两周课程完成后，请同学们发表对课程的

意见和建议。总结同学们的反馈信息如下：视频长度适当，重点突出，叠加测验、

讨论和作业后，能够满足学习要求，学习效果好。有同学建议增加作业中难题的

解答。没有同学对线上课程学习方式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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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业批阅。本课程每次章节结束后，都有大作业，主要是课程习题。要求

同学手写于作业本上，拍照上传课程平台。3月 16日第一次作业批阅结果显示，

所有同学均按时完成作业上传，平均成绩 96（满分 100），表明学习效果良好。

3.泛雅平台学情统计信息。前两周课程任务点 100%完成，课堂测验参与度

96.7%，讨论参与度约 50%。课程积分显示，本课程 65名同学，有 57人积分大

于 13（完成所有学习环节的基本积分），占比 88%；5人积分介于 7~12（完成

70%的学习环节）；有 3人积分低于 6（注：图中显示 4人，含 1名教学督导），

他们未完成 50%的学习任务。这 3人中，有 2人是重修学生，第二周进入选课环

节，需要补习前段课程；另有 1名同学态度消极，已经联系辅导员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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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分享

运行两周下来，个人感觉在线教学虽然与传统的课堂授课相比差异巨大，有

优势也有不足，但是“以学生为中心、立德树人”的教学主旨是一致的。为维护学

生获得知识、提升技能的权利，利用多个平台保障线上教学平稳有序进行，应为

首要之义；关爱学生，同理疫情背景下学生居家学习的情绪，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运用线上平台灵活多变的技术手段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在获

得知识的同时，深刻体会学校、老师、同学们共克时艰之社会责任和集体温情，

让学生在与困难的斗争过程中学会成长，才是教育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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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用统计学（经济管理学院 徐璞）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徐璞 所属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课程名称 应用统计学 授课班级 2018 食经、2018 会计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5886773.html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平

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暂未开设直播（家中有特殊情况），师生互动利用泛雅平台讨论区，

结合答疑视频录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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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统计学》为课程组共同授课，课程组老师共同录制授课视频，在此基

础上，进行个性化的课程设计。

本课程的教学模式为“授课视频自学+问题留言答疑+章节重点复习+作业练

习讲解”。

授课方案：

1.课前——以周为单位，发布学习任务，对照教学日历中的教学进度安排，提醒

同学们严格依据教学进度进行学习。如有章节作业，会提前通知，提

醒大家复习。

2.课中——观看课程组制作的授课 PPT（带音频）或录播视频。如有问题，可通

过学习通 APP 及企业微信进行提问。

3.课后——以周为单位设置讨论区，每周自学过程中，如有问题，可在讨论区提

问，同学们可以相互解答。周末会集中对同学们的问题进行整理、分

类，并录制讨论区问题答疑视频，每一个问题都会回答讲解。

4.课后——每一章节，会额外录制章节重点复习的视频，对重要的学习内容进行

提炼和二次讲解，帮助学生巩固、强化重要知识点。

5.课后——每章设置作业测试（课题组统一制作），测试成绩计入平时成绩，在

作业结束后录制作业讲解视频，每一题都会讲解，学生可以对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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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课程知识点、学生的学习疑问和章节作业练习。

教学方法：知识点讲授、讨论区互动、疑问集中回答、作业自测学习效果、重点

复习巩固、一对一沟通查漏补缺。

教学组织：充分利用泛雅平台，辅助利用企业微信群。

平台使用：泛雅平台

教学反思：从学生反馈看，希望可以增加更多一些的作业题，希望能对 PPT 与教

材的知识点对应进行讲解。学生参与问题讨论与互动活动比较踊跃，可进一步考

虑见面互动活动的实施。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从学生反馈效果看，对课程的学习模式能基本适应，重点复习和答疑讲解视

频尤其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参与度高，课程在线教学效果值得肯定。

从督导评价来看，教学材料充足，教学日历、教学大纲、授课视频、答疑视

频、作业讲解、讨论互动等，形式丰富，课前准备充分；课堂组织有条不紊，学

生参与度高，教学效果良好。所有学生学习资源、完成作业、参与讨论互动、作

业和问卷调研等活动具有过程性记录，便于导出平时成绩。

四、经验分享

通过混合式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实现“授课视频自学+问题留言答疑+章节重

点复习+作业练习讲解”等模式创新。

根据学生的反馈：知识点讲解多结合一些实际案例会能更加生动、易理解；

章节重点复习对章节重要内容进行二次梳理，形式非常好，加深了对重要知识点

的印象；讨论区问题答疑，相互回答非常有动力。学生实际上都具有较高的学习

积极性，更多的是如何采用恰当的方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学生平时的学习轨迹在平台上都有记录，平时成绩的评定有据可寻。

最后，定期进行一些简单的问卷调研，收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对课程授课

方法的调整也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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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应链设计与管理（工程学院 金淑芳）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金淑芳 所属学院 工程学院

课程名称 供应链设计与管理 授课班级 2017 物工 1,2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邀请码 97731725

直播或师生见

面互动平台

（工具）及进

入方式

https://cernet.zoom.com.cn/j/2146333364

QQ 群：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

本课程紧紧围绕智能制造和智能技术大环境下对传统供应链提出的挑战而

设计，以智慧供应链智能化、网络化和自动化三个特点为出发点，在供应链设计

与管理课程建设中，构建了供应链物流与库存、供应链生产与采购、供应链客户

关系及系统风险控制为主线的涵盖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个层面全方位的课程

改革体系，通过最新案例收集分析和设计，实现了与生产运作管理，设施规划与

物流分析，物流建模与仿真、物流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等 5门核心课程的高度

融合，充分利用络捷斯特供应链建模工程创新研究基地实验平台进行实训，以全

国各类供应链大赛为抓手，实现培养综合应用能力强、知识全面的供应链人才。

1.教学模式特色

项目以现代教学方式 PBL 与传统教学相结合，将传统“以教师为中心”转变

为“以学生为中心”，将“知识灌输”转变为“学生自主获取知识”，将“课堂讲

授”转变为“结构不良问题的小组合作解决”，通过以问题为基础的、小组合作

性的自我成长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帮助学生建构灵活的知识基础，

发展可持续性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高水平的思维能力。

2.教学案例特色

根据已有的与多家企业的协同育人合作项目和学生已经完成的实习项目，编

制最新最有代表意义的企业案例运用到教学中去，践行以教师科研项目为带动的

https://cernet.zoom.com.cn/j/214633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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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式，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促进学生积极参与上海和全国各知名物流

企业举办的供应链挑战大赛的学习氛围。

3.课程建设亮点

基于认知载荷的教学方法研究与应用：智能制造大环境下智慧供应链的复杂

性和艰巨性，学习内容的庞杂性和高新技术应用的不断更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

难度和周期。在课程体系和内容设计中，运用认知载荷基本原理，通过控制内外

认知载荷，进行课程内容重组和梯级设计，使之符合大学生初学者的认知特点，

让学生从浅至深逐步过渡，培养学生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和适应能力，避免

太多太难的东西让学生望而却步，既能达到提升教学效果，又能激发学生学习热

忱，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图 1.线上线下理论学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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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线上线下小组讨论合作式能力训练

图 3.教学体系构建

图 4.课程设计思想及学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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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能更适应新时代本科教育的要求，体现智慧供应

链知识点与体系，所得成果对该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起到标杆作用，也对上海地

区物流企业管理层人员培训有示范和推广作用。

三、 师生评价

1. 学生学习兴趣高，积极互动，参与度高，作业完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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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往学生课程结束时的评价

四、经验分享

1. 以产品开发的视角来进行课程建设；

2. 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客户，从顾客需求出发；

3. 学习内容、习题和测试，要与学生的接受程度和能力匹配，逐批进行，

激发学生兴趣。

4. 学习内容和形式与时俱进，符合现代年轻人的方式；

5. 跟学生拉拉家常，不要老讲干巴巴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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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等数学（二）（信息学院 陈海杰）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陈海杰 所属学院 信息学院

课程名称 高等数学（二） 授课班级 19 空间 1,2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智慧树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3237

1#teachTeam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平

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直播平台：腾讯会议（提前一天预约）

进入方式：泛雅课程群、微信班级群课前一天通知学生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

1. 课程基本信息介绍

高等数学（二）是工科院校的一门极其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2. 课程准备与建设

根据我校学生特点，于 2019 年建设在线课程《工科高等数学（下）》，目

前在智慧树平台。

3. 课程设计

（1）利用在线课程《工科高等数学（下）》;

（2）组织学生线上自学，同时配套精心设计的自学引导（每节布置自学作

业）;

（3）通过课堂讲解、讨论等（线上直播），使得学生掌握高等数学（二）

教学内容.

4. 资源设计

（1）上传《学习数学最重要的三大点》，通过此文让学生了解数学学习方

法；

（2）上传《高等数学（上）》《高等数学（下）》教材，便于学生随时自

学；

（3）上传《视频自学指导》，用于引导学生自学，培养自学习惯.

5. 授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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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实施先学（自学）后教（与老师梳理讨论巩固自学内容）

-混合式教学线上版。

6. 教学内容

多元函数微积分，重积分，曲线曲面积分，无穷级数，微分方程。

7. 教学设计

明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效果，根据学生具体情况组织教学。

8. 线上教学组织

（1）先学（自学）

在智慧树翻转课程平台布置观看视频自学任务，任务中有一项内容是培养学

生看视频记笔记、归纳重点的习惯，布置作业（自学检测），通过作业了解学生

学习情况，学生学习反馈良好，仅个别同学因网络原因无法及时交作业（他们微

信/qq 告诉老师）。

（2）后教（与老师梳理讨论巩固自学内容，拓展知识点）腾讯会议/qq 直

播等方式组织线上课堂教学。

线上教学组织（以第一周上课为例）

教学内容 微分方程概念、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教学目标 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会求解一阶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通

解、特解，掌握求解齐次方程 







x
yf

dx
dy

的通解、特解的方法，理解一些可以通

过变量代换化为一阶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思路、方法，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教学效果 通过学习学生会求解一阶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通解、特解，

掌握求解齐次方程 







x
yf

dx
dy

的通解、特解的方法，能建立简单的微分方程数学

模型。

学生情况 （1）有些同学没有带书回家，课程中涉及到高数（一）的内容

可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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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材上传）

9. 教学方法：混合式教学模式

10.使用平台：智慧树 腾讯会议 微信 QQ

11.教学组织

（1）课前自学--授之以渔，让学生学会自学

设计课前自学任务，在智慧树翻转课程平台布置自学任务，其一是培养学生

看视频记笔记、归纳重点的习惯，布置作业（自学检测），通过作业了解学生情

况。

（2）课堂直播--在腾讯会议上上直播课

首先教师提问引导学生梳理自学内容的知识点，过程穿插练习题（有 7题），

每题先让学生做 3～5 分钟，再请一位同学说出解题的思路与过程

此题学生讨论图

整个过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两节课中请 10 位同学讲解或回答问题（仅一

位同学没有预习回答不畅，其余几位都能流畅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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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发兴趣--保持学习热情

1 激发兴趣

疫情期间，针对部分学生在家没有心情学习的情况，利用与当前疫情相关的

应用题《求游船上传染病人数》，与同学们一起分析，建立微分方程数学模型，

应用当堂课所掌握的内容求解，引起学生好奇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结论：一人生病，虽然 12 小时后仅有 3人发病，但 60 小时有 188 人感染，

72 小时也就是 3天后有 385 感染，是 60 小时感染人数的 2倍。所以疫情期间，

采取隔离措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大家呆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

②激励学生保持学习热情

布置讨论题：课后大家到网上查找相关钻石公主号游轮的信息，利用上面方

法讨论钻石公主号游轮新冠肺炎传染情况。

“最幸福的人，就是能够把今天和明天结合的人；最成功的人，是今天做的

事情满心喜欢，又同时为明天储备资源的人”在疫情期间待在家里，大家要满心

喜欢学习，为明天储备资源，为将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做好准备。

12.教学反思

整堂课出乎我意料，100%出勤，学生都在线认真讨论，课后也有同学问问题。

课堂中偶尔学生反映有时声音有点杂，整体还好。遗憾是没有写字板，回答学生

问题不能很快写出来（有些数学表达式需要书写），目前学院已在帮助老师们解

决这一问题，用上写字板，上课与学生沟通会更流畅。

三、师生评价

根据第一周的学生问卷反馈，陈老师的在线教学课程深受学生喜欢，有 85

位同学认为陈老师的课是他们最喜欢的课程。

四、经验分享

近几年来，陈老师积极投身于在线课程建设，已建成了在线教学资源，并积

累了较丰富的在线教学经验，这些资源和经验在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发挥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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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会研究方法（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郑久华）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郑久华 所属学院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课程名称 社会研究方法 授课班级 19 行管 3班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https://mooc1-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

se?moocId=206074519&clazzid=12130018&edit=true&v=0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

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泛雅平台、微信群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

1．教学设计及方案

《社会研究方法》课程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后续专业学习的基础。线

上课程保证课程内容全面性的同时，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采用“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理论和方法。为了更有效地提升学习效能，本课程教学归纳为备课、

录课、讨论、作业、答疑、评价六个环节。教学视频主要介绍研究理论与方法，

学生提前观看；课上根据设计的讨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加深理论内容掌握，讨

论问题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增加学生学习兴趣；课后进行小测试检验学生学习效

果，并通过布置课下作业为下一次课程内容做准备。通过完成作业让学生课下思

考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讨论结果在课上再进行总结。循环的过程使理论与实践

相互交融，学习效果更好，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教学设计理念

2.教学内容及方法

本门课程包括社会研究基础和社会研究四类基本方式，教学内容多，时间较

课后测试

课上总结

小组讨论

实践理论

视频讲解
讨论问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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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紧张。课程第一周的教学内容包含两部分：课程介绍和第一章第一节社会研究

的概念与特征。课程介绍部分包括导入、社会研究方法课程的作用、所用教材、

课程目的、课程内容、考核方法、注意事项、授课平台及进入二维码。第一节课

程内容包括知识的来源、相关概念和特质、社会研究的困难。以上内容基于教材

框架增加了部分内容，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课程整体内容和增加学习兴趣。

在教学方法上，在线课程与课堂学习不同，要更加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所以

本课程重新设计 PPT 和教学方法。在授课视频中采用讲授和案例相结合的方式，

让学生了解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不是阳春白雪，是和生活非常贴近的学科，在内容

讲解时把理论知识和生活实践，尤其是此次疫情相结合，让大家感受更深。在课

堂中，通过微信群从刚过去的春节入手，讨论不同地区春节的习俗，进而明确社

会研究中的研究对象是谁，什么是社会研究等。课下小测试巩固学生的相关知识，

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印象，掌握程度更高。

3.教学组织与平台使用

我校 2 月 24 日进行了第一次线上教学测试，在测试中学习通发生拥堵。本

课程第一时间就建立了学生微信群，学习通加微信群的方式避免因拥堵影响学生

学习的情况。

在学习过程中，本课程采用分步骤组织学生学习。首先，运用学习通上传教

学视频和相关学习资料，提前 2天解锁教学视频，并通知学生在课程前选择网络

空闲时间观看。其次，在课堂上，每堂课开始会通知学生本堂课的任务。在签到、

观看视频后，针对该堂课所学习内容选择 1-2 个与生活相结合的题目或案例在泛

雅平台上与学生展开讨论。学生的讨论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与生活相关的问题

和案例讨论弥补了课堂中无人发言的尴尬，也对所学内容加深印象，进一步拓展

课程知识与自身生活的连接。在泛雅平台留言后，师生在微信中进一步即时讨论

学生的疑问，回答学生的问题。很多学生在讨论中发表观点，并进行了深入思考，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掌握。最后，在课程结束后，每节课都会有一个课后

小测试，对所学内容进行考核，及时把握学生学习情况的同时，针对出现的问题

在下一堂课中进行点评和解答。同时，督促了学生线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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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反思

以往虽然了解过线上课程，但是并没有实际建设的经验，此次线上课程也是

摸索建设的过程，在上线一周中也有了一些思考。首先，平时课件、资料的积累

很重要。因为疫情突发，突然进行在线课程建设，并且时间紧任务重，平时多积

累，会极大节省在线课程建设的时间和精力。其次，向同行多学习多交流，在与

同行交流中可以拓展思维，尤其是线上已有相关的在线课程，观看他人视频能够

让自己的思路和课程结构更加清晰。第三，及时了解学生需求，根据学生需求来

设计教学内容，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师生评价

《社会研究方法》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开设在大一下学期，因为

此次疫情教师和同学还没有见过面，但同学们在课堂教学中表现非常活跃，在讨

论区积极发言，在微信群里回答问题积极主动，师生互动频繁，达到了教学的目

标。

学院教学督导进入课程系统内检查，也对本课程的内容建设和教学设计给予

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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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验分享

1. 除了教学视频，要提前准备好教学中的讨论问题，并结构化讨论内容。

2. 与同行及时沟通，学习合适的教学方法。

3. 了解学生状态，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

4. 课后作业及时反馈，让学生有效强化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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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学与人生（外国语学院 朱骅）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朱骅 所属学院 外国语学院

课程名称 文学与人生 授课班级 全校公选

建课平台

及网址

超星泛雅平台：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

course?moocId=207778597&clazzid=15621655&edit=true&v=0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

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Zoom 用于讨论；

班级微信群用于发即时通知，处理学习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和

临时的教务问题

二、课程建设基本情况

1.课程设计

采用对分课堂模式，融合翻转课堂的部分形式。每一个录屏课分为如下几部

分：（1）解答上一次课留下的讨论题，给学生解答提示；

（2）导入新课中的主题；

（4）导读代表性文学作品；

（5）布置课后阅读课堂中导读过的经典文本；

（6）布置课后的阅读思考题；

（7）介绍并提供扩展阅读的资料。

2.授课方案

要求在原先课程表的上课时间的 24 小时内完成观看录播课；从第 2周开始，

在课程表的上课时间利用 zoom 平台讨论问题。

3.教学内容

按照原先的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进行，但对知识点做更清晰的划分，便于制

作有吸引力的视频。

4.教学方法

对分课堂和翻转课堂融合。

5.教学组织

线上讨论与线下观看视频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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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台使用

超星泛雅（包括手机端的“学习通”）提供授课视频、PPT、教材电子版、

视频等与每一节课有关的多媒体资料，分门别类存放，在云盘和课程的“资料”

中都予以保存。

7.教学反思

一定要向学生提供每周的学习要求，列出知识点和重点难点，还要提供参考

资料清单与保存位置。

三、师生评价

1. 资料丰富，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

2. 授课视频内容丰富，长短适宜，知识点明确，主题明确；

3. 纪律要求明确，评分标准明确；

4. 每周学习要求一目了然。

四、经验分享

1. 一定要提供每周“学习要求”；

2. 纪律一定要明确；

3. 评价标准一定要明确；

4. 授课视频不等于平时上课，一定要以知识点为核心，越短越好；

5. 授课视频和在线讨论相结合，将对分课堂和翻转课堂的模式搬到网上，

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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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数据库管理系统（爱恩学院 陈文渊）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陈文渊 所属学院 爱恩学院

课程名称 数据库管理系统（澳） 授课班级 2017 级信管 1-8 班

建课平台

及网址
泛雅平台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858510.html

直播或师生

见面互动

平台（工具）

及进入方式

腾讯会议(607 569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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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管理系统（澳）》是爱恩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专业核心

课，需要一定 IT 理论基础和编程技术，有一定的难度，学生会有畏惧心理。因

此该门课程教学以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操作为主，以解决问题能力为学习目标的

核心,注重课前、课中、课后的完整教学过程。

该门课程线下教学模式为“大课+小课”。大课以实际命令语法的演示讲解为

主，先易后难，小课安排学生实验。该门课程经过教学团队历年建设，教学方法

日臻成熟和完善，获得学生、学院和塔大的好评。

切换到在线教学方式后，基于课程性质和教学要求，对教学平台选用、教学

过程设计、实践环节的实施以及师生沟通互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在线教学平台的选择

①超星学习通：教学录播视频和教学资源共享、班级管理、学生学习进度及

状态统计；

选择原因：学校推荐，老牌在线教育平台，教学功能比较完善，国内外优质

教育资源较齐全，教务处安排了“泛雅技术支持群”，在线技术实时支持；

②腾讯会议：在线答疑实时互动；

选择原因：腾讯公司成熟的商业软件，目前免费开放，功能强大，学生可以

选择安装腾讯会议软件（电脑/手机）、网页端、电话拨入等方式加入会议；

③QQ 学习群：学生管理、互动答疑、远程电脑共享、资源共享、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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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等功能；

选择原因：学生熟悉，使用方便，功能较多，有一定教学管理功能；

④塔大 MyLO 平台：学生作业通知、正式作业提交、在线测试、作业批复、

学习资源共享；

选择原因：塔大官方网站，长期合作伙伴，各种教学功能稳定可靠，教师学

生熟悉；

这些平台或软件的选择也是学院老师的一个基本共识，可以减少学生安装各

种不同软件，疲于学习软件的使用；便于教学团队交流使用心得，总结经验教训。

2.教学设计思路

积极配合政府共克时艰，做好学生自主学习，舒缓学生可能的焦虑情绪，引

导学生提高学习兴趣，主动学习，短期内做好在线教学的准备。

（1）课程录播

开课前曾考虑过直播，教学方式类似课堂教学，对教师来说教学方法熟悉，

压力小。在测试期，因为全国学校都采用在线教学，网络资源紧张，技术上不能

保证直播顺利、顺畅进行。

因此选择录播课程。教师需要学习适应各种软件和编辑等，费时也费力，但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作息灵活安排学习，可以反复观看。

（2）在线答疑互动

辅导答疑作为非正式上课形式，时间固定。可以通过腾讯会议等工具，和学

生在线实时互动，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及时反馈；可根据学生情况，线上讲解；

学生和教师实时交流，增加师生感情，舒缓可能的焦虑情绪。

（3）其他资源结合

考虑到学生在不同地区可能的技术保障或者网络资源不同，提供多种学习资

源的共享，第三方学习资源，保障学生在家持续学习。

3.教学组织

根据学校安排，以学习周为单位，每周提供学生学习指导，安排学生学习内

容，学习要求，实验安排，在线测试，答疑。

4.教学内容安排

以第一教学周为例，先易后难，提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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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

（1）建立了 2017 级学生 QQ 群，所有选课的学生 100%加入；

（2）开课前 2星期发布公告，通知学生学习事项；

（3）开课前 2星期准备好课程所需软件资源和第三方学习资源，上传到群

里资源共享；

（4）录制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软件安装视频，便于学生学习安装；

（5）在线实时解决，通过远程控制帮助学生。

课中：

（1）认真录制好视频；

（2）第一周的难点，在于数据库软件的安装熟悉。学生的电脑状况、系统

不一，不安装好系统，就不能开展以后的教学活动和实验。录好视频的同时，也

准备好课件和安装手册指导。

（3）安排实验内容，包括安装登录设置，学生可以检查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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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

（1）在线答疑互动，回答收集学生问题；

（2）QQ 在线回答学生、安装指导；

（3）QQ 远程电脑控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4）在线测试，帮助学生检查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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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体会反思及建议

（1）在线教学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综合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疫情突如其来，很多教师仓促上阵，一开始可能不知所措。但课程平时的教

学积累和资源是上好网课的基础。教师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新的技术、

技能和知识，这样才能处惊不乱，遇事不慌。

（2）以学生为中心，鼓励主动学习

网课是一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自由主动的教学方式，跨越地区和时

区，所以应该鼓励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网课应该成为学生一种辅助学习方

式和自我检查方式。

（3）课程思政建设

结合战“役”，引导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舒缓焦虑不安情绪，建立必胜信心；

教师和学生怀着平常心，开展平等交流。

（4）不足之处

因为仓促上阵，经验不足，设备简陋，视频的录制质量不高，学生也反映网

络不稳定，声音轻，有噪音，视频卡，需要装不同软件平台等情况；本身对音视

频软件的使用录制编辑能力弱，没有后期制作，其实达不到标准网课的质量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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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些建议

这段时期，教师作为一线教学人员，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也需要学习新技

术方法和学生学习管理、沟通，任务繁重，教师本身压力大，会有不少焦虑情绪，

建议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减轻教师心理负担；

在线教学是未来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建议能给教师配备电子手写板/笔、

比较专业的声卡、话筒、音箱等网课设备。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第一周学生在线学习情况反馈中，《数据库管理系统（澳）》被评选为该年

级专业认可度最高的一门课程。学生认为陈老师的这门课“有难度，有压力，自

己安装数据库软件心里没底，但老师讲的很仔细，好有趣”。

教研室老师评价：这门课程对实践环节要求高，Oracle 数据库软件安装过

程比较复杂。陈老师通过有效的教学设计，课外提供大量的辅导答疑，学生居家

顺利地安装操作了软件，非常值得学习！

四、经验分享

1. 团队合作

爱恩学院教学团队提前准备，未雨绸缪，准备网课时教师互相交流、鼓励。

2. 集腋成裘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课程的建设长抓不懈，平时教学经验和资源的积

累是上好课的基础，同样也是上好网课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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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统体育养生功法（体育部 崔亚运）

一、课程基本信息

任课教师 崔亚运 所属学院 体育部

课程名称
传统体育养生

功法
授课班级 全校任选

建课平台

及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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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oocId=206439497&clazzid=12979948&edit=true&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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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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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响应国家号召共抗疫情，本课程将传统的八段锦功法教学方式与现代信息

技术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激发学生能动性，努力创建新颖有效的

远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网络教学形式，使学生理解八段锦功法的传统健身

特点，并能够独立演练八段锦功法一至八式。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泛雅平台提供清晰易学的教学演示视频供学生操练，并

从多角度单独拍摄部分重点难点动作。相较传统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从多角度

反复观察学习。同时，活用平台的社区学习功能，鼓励学生提出问题互相交流，

弥补了传统课堂上交流时间不足的缺陷，同时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教学过程中为及时获得学习反馈信息，更有针对性地指导，根据学生在泛雅

平台初步演练的效果，利用微信直播功能面对面纠正学生错误动作，指导动作要

领。发现问题并及时对泛雅平台的教学演示视频做出改进。

学生学习完本课程所有内容后，通过泛雅平台对学生独立演练视频一一做出

评价，同时反省本课程教学目标的完成度，发现不足之处并做出改进。

2.授课方案

（1）设计在线互动交流规则，严格教学纪律，确保教学过程安全可控。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06439497&clazzid=12979948&edit=true&v=0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06439497&clazzid=12979948&edit=true&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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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全校不同年级、学科、专业及性别特点，主动关爱帮助学生，督

促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制作视频过程中充分考虑易学性及科学认知规律。使学生了解每个动

作的运动轨迹、动作方向、动作节奏等，建立学生对动作的整体概念。

（4）结合学生当前疫情居家的身心发展特点，从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

组织形式上区别开实际形式，灵活调整大学生对网课的负荷度，督促学生建立良

好的居家作息规律。

（5）遵循健康第一的原则，教学中运动负荷由小到大逐渐提高，在学习技

术的同时注意其他相应的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基础的练习。

（6）及时处理学生作业、重难点的掌握情况，并采用录播等多种形式给予

学生反馈。

（7）利用网络资源，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内容，树立科学的健身养生观。

3.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专项理论（4学时）+专项技术（12 学时），内容涵盖：八段锦、

六字诀、易筋经、五禽戏、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大舞、马王堆等传统练习方法。

本学期内容为：八段锦

4.教学方法

以视频教材为主，练习的过程中重点强调动作的方法以及自身的练习状态。

采用视频录像法、图解法、练习法、展示法、讨论法以及反馈法。

5.教学组织

（1）结合教学材料引入录像完整示范，鼓励学生摸索动作要领，初步掌握

动作的运动轨迹，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潜能。

（2）引导学生自主学练，通过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及时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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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视频录像法示范讲解动作要领和重难点解决方法，让学生树立动

作正确的动作表象，激发学习欲望。由分解动作从下到上再到完整动作，循序渐

进。培养学生独立观察思考能力，掌握八段锦学习要领，推动学生积极自主练习。

（4）学生自主练习时，并要求与每式动作的功理作用相结合，使学生体会

动作的健身功效。帮助学生理解动作，增强对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激发学练

兴趣。

（5）根据学生对网课压力的耐受度，微信群平台交流中以建设性指导为主，

妥善疏导学生学业压力和学习情绪，并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适时进行单独指导。

6.平台使用

本课程在线教学中，采用泛雅平台和微信群两种形式。

7.教学反思

积极响应教育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号召，结合自身专业和研究领域

发挥特长，梳理传统居家健身锻炼方法，制作国家卫健委推荐居家锻炼的传统体

育养生“八段锦、五禽戏等”课件材料，并进行整理、剪辑，将传统功法教学与

现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对远程教学方法做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今后应从运动

科学，认知科学角度不断改进现有教材及教学方法，为我校体育健康工作做出扎

实的努力。

三、师生评价（学生学习成效反馈、督导同行评价等）

四、经验分享

疫情当前，作为体育部的一员，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号召，努力尝试线

上教学方式。虽然传统体育项目课程受场地制约因素较少，但也存在各种不利于

教学指导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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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线上指导对学生肢体动作的掌控力不足。其次，无法确定学生在身体

锻炼课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安全性。锻炼虽然重在参与，但正确的锻炼方式和方法

非常重要。为便于开展线上教学，在体育部的领导下结合本课程需要，积极录制

课件教材，将动作轨迹、方向、动作要领和特征以图片或动图形式制定，指导学

生从基础的动作开始自主学练。

结合泛雅平台，建立课程微信群聊，要求课程作业在泛雅平台讨论区答复，

共同学习与讨论居家期间的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健康锻炼养生知识，要求实践作业

以视频模式提交，一一答复，通过视频作业和本课程的反馈建议，得到了学生对

本课程居家锻炼的肯定。

对于学生自主学练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采用自我示范讲解的录播形式展

示在微信群中，便于学生课下参与和讨论，从课上走入课下，居家锻炼融入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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