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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7日，我院如期开启线上教学。全院教职工用积极的行动

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目标，

做到疫情防控和教学工作两不误。开展线上教学一周来, 据线上教学

平台监控数据及汇总统计，共开展线上课堂教学 2479次，线上教学

参与教师 445人（不包括 1门课程多名教师上课、行政兼课及外聘兼

职教师）。线上平台共发布各类教学资源 101478条，开展各类教学

活动 10416次，建设课程试题 33073个，线上平台学生签到 123810

人次（不计直播平台参与学生人次），学生出勤率（到课率）88%以

上（不含直播工具教学数据）。 

从平台教师行为数据、学生行为数据、班级活跃指数、教学活动

参与度等大数据统计分析，线上教学一周总体上，教师积极性高，教

学资源准备充分，教学活动设计丰富多样；学生线上学习热情高，教

学活动参与积极；线上教学过程监控到位，教与学信息反馈及时，教

学评价实时，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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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蓝墨云教学平台  
2 月 17日－21 日教学周蓝墨云平

台监控教据显示本周基本情况： 

1.共开设云班课 699个 

2.线上教学参与教师 470人次。 

3.线上教学参与学生 28509人次。 

4.发布教学资源 6060条。 

5.建设课程试题题目 10081个。 

6.开展教学活动 2353次。 

7.学生线上出勤率（到课率）

88.89% 

 本周发布各类教学资源 6060条 

视频类 1003条，音频类 630条，图片类

1466条，文档类 1848条，图文页面类 31

条，网页链接类 1048条，其他 34条。 

 开展教学活动 2353 次。 

作业／小组任务 488次，投票／问卷 232

次，头脑风暴 395次，轻直播／讨论 906

次，测试 251次，课堂表现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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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7日－21日教学周职教云平台监

控教据显示本周基本情况： 

1.共开展线上课堂教学 1780次。 

2.线上教学参与教师 348人。 

（不包括一班多名教师上课） 

3.发布各类教学资源 95418条. 

4.开展各类教学活动 8063次。 

5.建设课程试题题目 22992个。 

6.线上教学签到学生 95301人次。 

7.学生线上出勤率（到课率）82%以上 

 开展各类教学活动 8063 次。 

其中：课前要求 901次， 

课前安排 641次， 

教学互动签到 2082次， 

问卷调查 334次， 

脑风暴 756次， 

讨论 1659次， 

提问 1077次， 

测验 492次投票 113次/小组 PK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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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商贸学院马莉萍老师，利用蓝墨云平台借助轻直播功能，实现《财务会计》

课程的线上教学。蓝墨云班课平台能很轻松实现学生线上签到、课程教学资源的推

送，有效组织课堂提问、讨论、头脑风暴、答疑等各种教学活动。平台实时监控随

时在线跟踪和掌握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情况，能及时应对教与学过程的出现问题。

从而不断改进，提高教学效果。但目前平台优质课程教学资源还不够丰富。  

 

  

  
医学院李学玲老师，利用职教云教学平台借助腾讯课堂直播工具实现《内科护

理》课程线上教学。职教云教学平台有着丰富的优质课程教学资源，能方便利用平

台提供功能完成课程建设、课件导入、课堂教学设计、题库建立、作业设计及课程

测试考核。平台提供学生签到、提问、头脑风暴、问卷调查、讨论、测验、投票、

小组 PK 等丰富课堂教学组织方式。平台监控功能提高对每名学生完成教学任务的

管控，同时要求学生在课后进行评价与反馈，确保“教师真在教、学生真在学”，

保证教学进度和效果。教学直播互动还不够丰富，特别是教师提问时，学生无法直

接实现线上问答，需要借助其他网络直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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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信息学院刘召华老师，利用优慕课在线教育综合平台借助直播工具，实现《医

学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课程的线上教学。优慕课在线教育综合平台能有序发布

在线教学内容，支持师生、生生之间随时开展网络交流互动，支持即时反馈的在线测

试，支持基于学习分析技术自动跟踪学生在线学习行为，支持移动 APP 端移动学习，

支持教师对学生在线学习效果进行评价与评测等丰富功能。通过平台可进行专业建设

展示、网络课程建设、资源共享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精品课程建设，建设学院

校本资源库，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但目前平台可利用优质课程教学资源较少，

APP 端签到等功能需要进行优化。 

 

  

  
凤翔师范学院梁圆老师，利用职教云教学平台借助腾讯课堂直播工具实现《动画

运动规律》课程线上教学。依靠职教云教学平台丰富的优质课程教学资源，方便快捷

完成课程建设、课件导入、课堂教学设计、题库建立、作业设计及课程测试考核。利

用平台提供的学生签到、提问、头脑风暴、问卷调查、讨论、测验、投票、小组 PK

等教学互动方式有效组织课堂教学。平台监控功能能随时掌握每名学生学习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及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和，并及时进行评价与反馈，保证教学进度和效果。教

学直播互动还不够丰富，需要借助其他网络直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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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类专业使用云上家教学平台。“云上家”APP平台，集自主学习、

创新教学、实践管理、人才培养和精准就业为一体的线上教学、实践及就业平台。依托大数据记录，

基于培养目标的现代学徒制学生成长全记录系统，指的是对学生成长不同阶段的学与做，工作能力，

创新能力，综合素养进行全面系统记录。目的在于实时掌控学生的成长轨迹，分析学生的当前状态，

判断学生培养目标的达成程度。其中教学模块具备考勤记录，教学互动记录，日志记录，作业记录，

任务记录，企业评价和师傅评价七大功能，旨在保障线上教学的质量控制。 

 

  

  
中医药学院张维杰老师，利用腾讯课堂直播加智慧职教课程资源，进行康复治疗技术

专业《康复评定技术》专业核心课教学，实现课程资源实时传送，多种教学手段使用，与

学生课堂互动，受到学生欢迎。同时在准备网上授课期间，为了帮助广大老师迅速掌握平

台使用知识，他加班加点录制了智慧职教操作指南，腾讯课堂与智慧职教结合操作指南，

在中医药学院培训学习，并发至学院工作群，供广大老师参考学习，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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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公共课教学部综合英语教研室教师，经过了前期的学习摸索、测试研究，学习平台+

直播的线上教学已能熟练掌握，经过一周的授课教学发现，同学们的线上学习热情极高，从课

前预习到课堂活动再到课后任务都能积极参与，并及时总结当堂学习收获和不足，课堂效果反

馈不错，课后作业完成质量高，期待我们师生都能够带着这股热情继续前进，用自己工作和学

习的热情为祖国加油！ 

 

  

  
陈琳，公共课教学部 专业英语教研室教师，承担凤翔师范学院英语教育专业，小学教育专业三

门专业基础课程。主要利用两个教学平台，“腾讯直播”和“云班课”，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讲授法与任务型教学相结合的授课模式。1.腾讯直播有回放功能，有利于学生复习，尤其对于

直播课信号不稳定的学生非常方便。2. 云班课完成学生签到，课前发布资源利于预习，课后完

成任务，答疑解惑。3.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拓宽学生知识面，并结合学生专业和当下的疫情进

行“课堂思政”，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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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类专业使用云上家教学平台。“云上家”APP 平台，集自主

学习、创新教学、实践管理、人才培养和精准就业为一体的线上教学、实践及就业平台。依托

大数据记录，基于培养目标的现代学徒制学生成长全记录系统，指的是对学生成长不同阶段的

学与做，工作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养进行全面系统记录。目的在于实时掌控学生的成长轨

迹，分析学生的当前状态，判断学生培养目标的达成程度。其中教学模块具备考勤记录，教学

互动记录，日志记录，作业记录，任务记录，企业评价和师傅评价七大功能，旨在保障线上教

学的质量控制。 

 

  

  
中医药学院张维杰老师，利用腾讯课堂直播加智慧职教课程资源，进行康复治疗

技术专业《康复评定技术》专业核心课教学，实现课程资源实时传送，多种教学手段

使用，与学生课堂互动，受到学生欢迎。同时在准备网上授课期间，为了帮助广大老

师迅速掌握平台使用知识，他加班加点录制了智慧职教操作指南，腾讯课堂与智慧职

教结合操作指南，在中医药学院培训学习，并发至学院工作群，供广大老师参考学习，

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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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公共课教学部 专业英语教研室教师，网上开课到了第二周，我来总结一下试播和第

一周的上课情况。 

课程：基础英语（周课时 2）；英语口语（周课时 2） 

学生：基础英语针对学前教育五年制一年级学生，刚刚接手的班，还不认识学生，学生也

不会使用云教学平台。英语口语课程是面向英语教育 19 级学生开设的，在上学期的教学过程中

已经习惯使用云教学平台。 

平台：蓝墨云班课平台/腾讯课堂直播平台/QQ群 

设备：教师使用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和手机/学生基本使用手机 

网络：在使用平台过程中，腾讯课堂基本通畅，声音延迟很正常，也会出现网络断开提示，

但不影响直播，学生反映声音清楚、屏幕字迹清晰、直播效果尚好。 

蓝墨云班课错峰开展活动，批改作业，还可以正常使用。 

直播效果：教师认为英语课直播讲解学生需要理解类型的文字和语音素材效果良好，训练

和互动欠佳。就需要在腾讯课堂和云班课或者 QQ之间转换，教师在电脑端转换还算方便。 

学生在问卷调查和头脑风暴的反馈中显示：喜欢直播课，听起来容易懂，和老师拉近了距

离，就像一对一在教学。但是在参与活动的时候，要转换平台很麻烦，有些学生反映转换平台

很难二次登陆。因此，我直播的时候就不要求学生参与云班课活动，活动和签到时间尽量调整

在网络平台不拥堵的时段，平时的作业任务会定时分散进行。 

个人感悟： 

1.网上授课，直播是相对轻松的环节，最忙的是备课、答疑、制作多媒体学习资源、在线

作业批改和与所有学生进行联系或沟通。 

2.课前自学音频、视频、电子书以及相应的学习活动要准备，课后要总结、反馈、巩固拓

展和批改作业，整个过程中都会有很多学生发私信问很多平台使用的问题、作业的问题，甚至

给你展示他们的作业、笔记，让你提前批改。还有作业评语的再次回复。所有来自云班课的私

聊、作业评语回复、QQ 消息私信的及时回复才能给学生及时解决问题，给于更多的学习帮助，

这是值得的。 

3.但是，有一部分学生不参与学习或是应付学习，这种现象还不能有效解决。 

4.所以要保证参与率，只是签到还不够，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存在的问题，及时答复，

开展有效的预习和复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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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院针灸 01801 班文佳茜   

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我们不能及时返校，但是我们能够通过网络学习新学期的知识。老师

课前就将知识点都传到了教学平台上，让我们提前做了预习的工作。课堂上用语音讲的非常详细，

我们边听边记笔记。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可以让我们汲取新的知识。 

 

财 经 商 贸 学 院 2018 级 会 计 01802 班 陶 宜 静  

在这两天线上学习过程中，

我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学习，网上

学习体现了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可以随时学习，网络环境下有利

于协作学习。全体学生可通过在

线交流，探讨问题，一方面指导

老师通过班级公告的管理功能

快速传送最新问题.同学们把自

己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观点、见解

发布到网络中，通过参与讨论，

将获得愉悦感和成就感，进一步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了

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意识。  

 

财经商贸学院会计 51801 班邢凯峰   

 

刚开始还有些不习惯，后来慢

慢适应了，感觉网课能够与老

师同学进行互动，也可以保存

老师给的学习材料，但有时候

网络会堵会卡，但停课不停

学，必须克服困难，一起加油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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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信息学院机制 51601 班 赵泽康  

  

网络教学增加了师生之

间的互动，是一个新的上

课方式，虽然受这次疫情

的影响，我们不能正常回

归课堂，但利于网络这个

平台也照样能学到知识。

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 

 

中医药学院中医 01801 班 李春博  

 

老师先进行了网络签

到等一系列课前准备，之

后老师在直播平台给我们

上课，还和老师连麦，课

堂气氛活跃，大家都能积

极的参与到其中。但是还

是希望疫情能早点过去让

大家早日回到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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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师范学院小学教育 0190 班杨茜  

  

我在职教云平台上上

课，老师先让我们签到，

然后看课件，在微信群

里面给我们讲授内容，

感觉这样氛围挺好，也

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一周线上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由于疫情影响，全国范围内采用线上教学的学校骤增，各大线

上教学平台及网络直播平台，在登录高峰期出现严重拥堵和卡顿现象。 

[改进措施]按教学预案和平台方的错峰方案，对教师家庭网络免

费宽带升速，实施错峰登录线上教学，在错峰实施阶段，建议老师们

提前备课，发布推送各线上课程教学资源，减少高峰期资源发布和教

学互动，提高教学互动质量，引导学生提前预习。 

2.在线教学过程中，学生端视频、音频存在时延，教学互动响应

不及时，平台与直播工具间切换不太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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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措施]可采灵活借助多种网络直播工具，鼓励有条件、有技

术能力老师采用直播平台教学，其他不要求进行直播教学，老师通过

加强课程内容和课堂教学设计，能通过网络平台完成课程教学目标任

务就行。 

3.在线教学过程中，师生遇到的平台使用问题、网络技术问题及

其他问题。如平台（职教云）教师提问时，学生能看到但不能通过文

语音问答。 

[改进措施]加强教师和学生网络线上教学平台使用培训和技术

服务。平台技术人员、各级平台管理人员做好在线技术指导与服务，

实时解决教师线上教师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4.少部分偏远山区学生，网络信号不好无法实施线上实时学习。 

[改进措施]针对偏远地区学生网络问题无法登录课程平台实时

在线学习，只能发送课程学习资料及布置作业，让学生自主学习，完

成学习任务。 

建议线上教学不是把传统的课堂搬到线上，一定要在正确的理念

指导下，开发课程内容，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教学条件，确定适合的课

程教学资源，创新教学设计，选择适合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此来

确保教学效果。要以改革理念推进在线教学，不断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加强在线教学指导和服务，全力保障在线教学顺利进行。同时

要以此为契机，聚焦我院教育改革发展，着力打造优质专业教学资源

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大力推进我院教学信息化建设步伐。 

2020 年 2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