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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教学督导工作简报
2019-2020 学年 第 9 期

（第 2 学期第 1—2 周）

2020年春季学期我校原定于 2月 24日（周一）正式开学上课，但

由于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我校响应上级“停课不停教、停课不

停学”的号召，及时安排、组织了“线上教学（网上授课）”形式进行

教学运行，为掌握“线上教学”整体情况，保证教学秩序稳定运行，教

学督导办公室及时跟进，通过无线网络、移动通讯等手段及时与各教学

单位沟通、参与“网上授课”活动、收集部分教师的教学体会和意见等，

据此，现将本学期第 1—2周线上教学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线上教学活动情况

1.线上开课整体情况

经各教学单位统计汇总，目前全校“线上教学”开课共 612 门，承

担授课的教师共约 438 人（其中极少数教师因在不同的院系授课可能有

重复计算）。所有已经开讲的课程教学进度“正常”，学生到课率达到

“优秀（90%以上）”，教学运行情况绝大部分“良好”，极少数几门

课“基本正常”。详见附表 1。
本学期尚未开课的共 5 门（远景学院），其中 4 门是外教承担，1

门是《口译》课，不适宜“线上教学”。

2.线上教学平台与运行

授课平台各单位稍有差异，但主要以“超星学习通”或“学习通+QQ
群+微信群等”平台为主，共 606 门，占到开课总数的 99%。利用其他

平台（“QQ 群+腾讯会议”和“微信群+微信会议”和“QQ群”）的共

7门，约占开课总数的 1%。
据了解，不少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和网上资源，下载了不少网上优质

视频课程资料，有的教师不仅修改充实“PPT 课件”而且还自己制作了

小视频，部分软件操作或实验课的理论部分采取了“QQ 群内直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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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腾讯会议直播课”等手段，除了内容的教师讲解，还注重师生互动

交流，利用“平台群聊”和“班级 QQ 群”等，每学完规定的任务点，

老师都会在群里提问，学生回答或讨论。当遇到网络拥堵时，及时调整

内容或者错峰教学。

经督导进入网上课程听课后反映，总体感觉老师们都在尽自己的努

力开展课堂教学组织和管理。有的微信群中的交流每天都有上百条信

息，说明老师们都在线上课程的建设和管理上在不断进步和完善。据了

解，学生对网课学习，整体上学习热情较高，主动要求下载小视频，记

笔记、提问题的学生很多。

在教材方面，有的老师下载了电子版教材，有的老师是纸质版拍照

后上传，还有的老师从平台中找到了相关的电子书籍，即便没有合适的

教材，也会在课件中多进行解释说明。

3.线上学生上课情况

由于教师都认真负责，注重课堂组织管理，也由于学生们都抗击疫

情在家中不能外出，所以学生们都在线上听课学习，据教师们反馈，学

生基本上都能跟随上课，到课率高达 90%以上，不少班级的学生到课率

达到 100%。大多数同学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学习活动，及时给

予老师反馈。尽管有时候平台不是很稳定，但由于教师在课堂上有签到、

抢答、有问卷、有测试、有讨论等方法，同时在平台上不断丰富各类教

学资料，老师们及时根据学生的反馈来调整授课的进度，所以教学效果

良好。

线上教学活动，教师强化学生作业环节，所以学生有的上传听课笔

记，有的在群里提交计算过程，有的完成平台里面的习题测验，还有的

是提交实物制作的照片等。从学生提交的作业图片来看，线上教学记的

笔记比传统课堂记的还要详细，基本能跟上老师的讲课节奏。平台上的

作业基本能按时完成，平台以外的作业提交有少数同学有拖延的情况。

线上教学在答疑方面，有的老师是每小节结束前有答疑，有的老师

是第 2 小节结束前答疑，答疑时间在 10—20 分钟左右。对于软件操作

和实践性强的课程，答疑利用“QQ 群”等在课余时间进行。这样，可

以说线上教学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占用了更多的课余时间，但老

师们都能基本做到了有问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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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上教学特色亮点

1.利用网上教学资源，充实课程内容。

据了解，有不少课程在原来自备课件的基础上，大量查阅网上资料，

利用网上“精品课”和“慕课”等教学资源，充实课程内容，调整授课

方式方法，使线上教学效果大力提升。例如淬炼商学院不少课程引进了

“中国大学慕课”资源；智能工程学院部分课程下载了有关小视频补充

所授课程。

2.院系领导重视、教研室积极组织研讨，线上交流分享教学经验

例如智工院智能系统与设计教研室主任刘静老师主讲《计算机辅助

二维设计与应用》课程，不仅自己备课充分，线上教学效果很好，而且

这两周里听取了本教研室全部教师的线上课程，同时也听了院里 3位老

师的网课，并和同教研室的老师们在网上交流授课经验与体会等。

经管院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张帆老师，抽查了 6个教研室的 6门课

程（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经济合作、网络金融、物流工程、经济学原理、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外语系郭乃照教授和葛晓晶副主任调研总结了武金红、刘帅、孙艳

波、白玲玲等几位老师在线上教学方面各有特色进行交流分享。例如刘

帅老师所授的《高级英语 II》采用云端授课，先通过 QQ 群发布教学公

告，然后督促学生在“学习通”完成签到、作业、录课学习，同时借助

腾讯会议直播答疑、重难点详解，直播环节声情并茂，详略得当，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武金红的《英语写作 2》, 特别重视学习任务的设

计；孙艳波的《综合英语 3》，采用录播与直播相结合的方式；白玲玲

的《大学英语 2》，在每节课前撰写详尽的教学计划，包括互动问题、

活动时长、预设困难及应急方案等。

3.教师及时总结线上教学感悟和体会，积极改进教学方法

这次“线上教学”是对教师授课的一次挑战，教师们不仅投入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认真备课，而且不少人积极探索网络教学的特点和体会与

同事们分享。例如：

智工院智能制造教研室刘洁老师的《工程图学》课程，虽然网课教

学软件上也有笔记环节，为防止学生边听网课边做其他事情走神，就强

调、督促学生做好笔记，并让把笔记上传检查。



4

智能制造教研室王嘉伟老师的《机械工程测试》专业课，在网课中

感到学生对网课的积极性和热情高，就充分利用学习通平台里的各种活

动，通过“选人”和“抢答”让学生回答问题，并对其分别设置不同分

数，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

通识部赵云老师依据通识课特点，防止线上教学过度�碎片化”，对

教学内容做了适度的“切分”与“整合”，把通常的一节课 45分钟或

一个小时（利用腾讯会议、企业微信、QQ等平台）的网上课程，分解

为 10—15分钟几个小节段进行，这样更符合学生观看视频规律，而且

把宝贵的 45分钟时间多用来互动、答疑和强调重点内容，把易于理解

的课程内容作为课前预习处理。

公共部卢丑丽老师的《高等数学》课，开启了腾讯会议直播配套学

习通，再加 QQ群的模式，把比较抽象高等数学课分解为几个部分进行，

一是列出本节内容、课程重点难点及其学习技能；二是播放教学视频，

并按知识点排列清楚，方便单独观看；三是附加学习资料，有课件、公

式等；最后附有随堂测验。

信工院刘鹏老师的《Python程序设计》课程，不仅合理巧妙地利用

平台工具，把常识性、易懂的知识使用学习通来完成；把操作性强的、

难以理解的知识使用腾讯会议，共享屏幕讲授。而且，十分注重学生学

习效果，紧盯“学习通签到数据、学习通课堂讨论数据和腾讯会议消息

框学生反馈数据”这三组数据，有效提升了学生到课学习的效果。

信工院李月香老教授，在网上远程授课，针对师生时空分离的课堂

模式，课中课余时间通过 QQ群互动捕捉学生动态，发现不够积极表现

的学生就及时沟通，拉近和学生的心理距离，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和困

惑，并给予鼓励和督促。并且，教导学生借助疫情期间这段特殊的时期

有意识的培养自己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认识到自主学

习、自觉学习才是伴随自己一生的好习惯，学校学习只是人生中宝贵但

短暂的一段时光。这样不仅促进了学生线上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让学生

感受到老师既是严师更是益友。

此外，其他院系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线上教学方法，这里不再一一赘

述。总之，大家都在积极应对“线上教学”这一新挑战，边探索、边改

进、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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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上教学问题和建议

1. 教学平台的合理利用与维护

目前我校构建的线上教学平台是“超星学习通”，也是大家运用的

主要平台，该平台对我校线上教学起到了很重要作用，但据了解，大家

上课中经常出现某些功能运行不良和卡顿不畅通的问题，这可能是软件

或硬件维护和使用者操作技术两方面的问题，鉴于此，建议有关单位加

强软件和硬件维护力度，并对共性问题进行对症性指导和规范性操作说

明，另一方面，使用者要加强操作技术的学习和熟悉，并且合理安排或

调整上网时间，错峰利用平台，防止网络拥挤堵塞。

2. 线上教学的经验总结与分享

“线上教学”与“面对面教室教学”不同，不同学科或不同课程之

间课程性质及其授课特点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同一学科、同类课程的

任课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很有必要。据此，建议各个学院（系、部）

要加强教学组织和研究，尤其是教研室要发挥作用，积极研讨和主动沟

通，总结教师们的好做法、好案例，在教师群里分享本单位和其他高校

同类课程的网课经验，积极探索、及时总结，人人进步、共同提高。

3. 线上教学方法探索与创新

“线上教学”，师生时空隔离、环境不同，加之课程性质不同，教

师需要加倍努力重新备课，学生没有教室学习氛围等，因此“线上教学”

的授课方法急需探索与创新。例如，课堂教学环节的设计和时间分配，

45分钟一堂课，究竟是连续讲完好还是分割成 10 多分钟直播讲述与互

动讨论好？学习资料视频等是提前发放好还是开课之前发放好？掌握

学生的学习情况，究竟是签到好还是通过检查笔记、作业好？授课内容

的重点难点，究竟是课前直接罗列出来好还是通过互动、讨论或课后总

结提炼效果好？等等问题，需要大家敢于摆问题、勇于探索与创新、及

时总结交流、积极分享推广，可能不同性质的课程有不同的答案。但目

标只有一个就是使我校的“线上教学”授课效果快速提高，教学质量不

打折扣。

4. 线上教学课程考查与考核

本学期“线上教学”至少需要四、五周，甚至更长。课程考核是检

验教学效果的必需手段。为保证“线上教学”效果，建议“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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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适当加大课堂互动、章节测验等平时成绩的比重，并做好与疫情

结束后“面对面教室教学”的衔接，做好与期末结课考核、成绩评定的

预案，以确保教学秩序的平稳过渡。

5. 实践性、操作性强的课程线上教学的探索

实践类课程保证教学质量是我校的一个特点，“线上教学”可能对

此类课程增加了一定难度，但也要开动脑筋，勇于探索。据有关老师反

映，艺术类某些课程主要采用腾讯会议和微信来指导和点评作品作业，

学生在远程指导下完成版画、插画等作业，效果比原来在教室作业完成

的还好，这可能是居家隔离增强了学生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也可能是在

家长的监督下学生更认真对待作业。因此。需要希望教师们对实践性、

操作性强的课程“线上教学”进行积极地探索。

6.毕业论文（设计）进展与线上指导

本学期又是毕业季，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进展和质量关系到

学生能否正常毕业，所以指导教师要重视和积极指导。据了解，部分学

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已经完成了论文的初稿，希望各单位负责人要强

化管理，指导教师要积极联系并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课题预期完

成，以确保学生顺利毕业。

总之，面对“线上教学”新挑战，全校上下要在打赢疫情防控战的

同时，一定要确保教学质量不滑坡，确保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

督导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1 日

报送：林副校长

抄送：黄副校长、姬常务副校长、傅副校长、彭人力总监、杨院长助理、

苏院长助理、刘院长助理、常院长助理；

尹邦满副校长；

吕春成教务处长、栗艳玲副处长、郭利斌学生处长、董小强校办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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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全校 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第 1-2 周“线上开课”统计表

教学单位
线上平台

种类数
开课门数

任课教师

人数
教学进度

学生到课

情况
教学运行情况 备注

创写院 1 5 11 正常 优 基本正常

经管院 6 154 36 正常 优 良好

商学院 12 46 49 正常 优 良好

食品院 6 78 39 正常 优 良好

双体系 2 3 8 正常 优 良好

思政部 4 6 13 正常 优 良好

体育部 1 43 22 正常 优 良好

通识部 6 16 28 正常 优 良好

外语系 4 26 35 正常 优 良好

信工院 7 50 59 正常 优 良好

艺术院 4 34 32 正常 优 良好或基本正常

远景院 4 42 24 正常 优 良好

智工院 4 64 53 正常 优 良好

公共部 10 45 29 正常 优 良好或基本正常

合计 12 612 438 正常 优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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