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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教学简报 
2020 年 第 1 期 总第 1 期 

教学与科研处  2020 年 3 月 6 日 

停课不停学，我校第一周线上教学工作运行平稳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教学与科研处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

要求，以“停教不停学”、“停课不停学”为指导思想，精心谋划，

提前动手，为疫情防控期间学校的线上教学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根据

开学第一周运行情况看，学校线上教学工作总体运行平稳，为我校新

学期的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开端。 

一、总体工作安排 

1.2月 4日，下发《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2019-2020学年春季学期

教学组织实施预案》，启动线上教学准备工作。 

2.2 月 1 日-2 月 20 日，组织全校教师观摩学习超星集团举办的

“停课不停学”信息化能力培训，掌握线上课程建设及授课方法。 

3.2月 10日，在学校教务处官网上开通在线教学栏目。 

4.2 月 21 日，下发《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春季学期教学工

作的通知》，具体部署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运行、学籍管理、考试、教

材管理等工作安排。 

5.3月 1日，下发《关于做好学期初网络教学工作的通知》，具

体部署开学第一周工作安排，确保第一周线上教学工作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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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月 4日，开展《烟台黄金职业学院网络教学情况调查》，了

解学生对我校线上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二、总体运行情况 

开学第一周，我校 120 名教师应开设的 110 门课程全部开出。3

月 2日开课首日，平台运行课程 180门，上线教师 117人，上线学生

4250 人，平台访问量 6182070 次，总体运行情况良好。教学服务平

台超星泛雅和智慧职教总体运行稳定，未出现因上线学生过多引起网

络大面积堵塞和功能受限的情况，绝大部分教师都能够按照既定方案

开展线上教学。 

表 1  开课首日线上教学运行情况统计表 

三、教师教学情况 

根据各系首周线上教学工作总结及教学平台数据监控，所有教师

全校整体数据 

运行课程（门） 上线教师（人） 上线学生（人） 平台访问量 

180 117 4250 6182070 

课程数据 

自建课程运行

（门） 
新建课程（门） 资源上传（个） 运行班级（个） 课堂活动（次） 师生讨论（次） 

136 3 1237 426 12782 178 

教师数据 

教师访问量 发布活动（个） 教师发帖（个） 发布作业（个） 批阅作业（次） 

108700 586 121 17 362 

学生数据 

学生访问量 
完成任务点（人

次） 
活动参与（人次） 回帖（人次） 完成作业（人次） 

6073370 82360 12196 57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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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按照学校总体工作安排完成线上教学任务，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

出了“学习通+QQ群课堂”相结合的线上教学授课方法，建议在全校

全面推广，提高学校线上教学的整体水平。 

1.课前通知 

利用 QQ 群公告或者学习通通知功能，课前通知学生学习流程、

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预习内容等。 

2.登录学习平台并组织签到 

实行错峰登录，要求学生提前 15-20分钟登录学习平台并完成签

到工作，如大部分学生无法完成签到，则组织学生在 QQ 群完成签到

工作。为避免部分学生只签到不听课，在授课过程中随机抽取时间进

行签退。 

3.观看教学视频 

组织学生在指定时间观看已建设的教学视频或者其他教学材料，

教学视频设置为防拖拽，章节视频中插入测验题，通过章节练习检验

学习效果并发现存在的不足，为下一步利用 QQ群课堂讲解做好准备。 

4.课堂讨论与答疑 

教学视频与章节测试完成后，组织学生进入讨论区进行课堂讨

论，同时辅以点名提问、抢答等方式活跃课堂气氛，监督和检验学生

是否在线学习。 

5.课堂总结与知识点串讲 

根据学生章节测验结果和课堂讨论时学生普遍反映有困难的知

识点，利用 QQ 群课堂有针对性的进行重点讲解，对授课内容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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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漏补缺，补齐短板。 

此外各个系部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在线上教学上进行了很多的有

益的尝试，进一步丰富了线上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了线上教学的教

学质量。 

地质测量与工程系、珠宝系教师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开展课本以

外的扩展性问题研究，把线上教学时间和内容延展到 45 分钟课堂以

外，进一步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选冶工程系组织全部老师授课结束后学习通上的问卷调查功能

和电话随机抽取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线上教学的学习情况，并根据

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制定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针对当节课知识点讨论时

学生因为问题思考不透彻，讨论时参与人员少且不深入的问题，将课

堂讨论环节放到下一节课开始时，给学生充分的思考问题的时间，也

加深了教学内容的学习。 

黄金经济与管理系组织教师在每节课结束后发表教学组织情况

及突发问题的解决办法，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线上教学经验。 

基础教学部教师选取部分优秀学生的学习视频和课堂作业，展示

学生的学习成果，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学生学习情况 

3月 4日-5日，教务处组织相关系部开展《烟台黄金职业学院网

络教学情况调查》，截止 3 月 5 日 12：00，共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

2840 份。从问卷调查结果看，学生对我校疫情防控期间的线上教学

工作基本满意，对教师的课堂准备情况、授课方式、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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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没有因为教学环境和教学模式的变化而出

现明显的波动，但在部分细节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Q1:你的在线学习设备是否满足上课条件？（有电脑或手机，能正常上网） 

选项 回复情况 

满足 2670 

不满足 170 

Q2:你对学院的在线教学现状满意吗？ 

选项 回复情况 

满意 2569 

不满意 271 

Q3:你更倾向于哪种授课方式？ 

选项 回复情况 

录播（请简述理由） 1874 

直播（请简述理由） 966 

Q4:你觉得线上教学的老师课程准备是否充分？ 

选项 回复情况 

充分 2331 

一般 504 

不充分（请指出具体课程） 5 

Q5:线上教学的老师是否按时上下课？ 

选项 回复情况 

按时 2512 

基本按时 326 

迟到或拖堂次数多（请指出具体课程） 2 

Q6:老师未按时上下课的原因？ 

选项 回复情况 

老师自身原因 191 

学习平台问题 2328 

其他 321 

Q7:老师在线上教学中让学生参不学习的情况 

选项 回复情况 

老师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 2471 

老师与学生偶尔进行教学互动 322 

基本上没有互动 47 

Q8:你觉得在线上学习中 

选项 回复情况 

能听懂，掌握内容 80%-100% 1078 

能听懂，掌握内容 60%-80% 1430 

听懂的内容较少，50%以下 332 

Q9:线上教学过程中老师采用什么样的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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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回复情况 

随堂考核 1779 

预留作业 941 

只讲课不考核 102 

其他 18 

 Q10:你认为影响在线学习效果的因素有哪些？如果可以请指出具体课程 

选项 回复情况 

对网络环境要求较高 2330 

课程相关资料不足 331 

课程方案设置不当 70 

不能及时得到老师答疑 202 

其他 266 

Q11:通过此次线上学习，同不传统在校上课是否主动掌握了更多的知识？ 

选项 回复情况 

是 2007 

否 833 

Q12:你觉得通过线上学习是否能够更加调动学习积极性？ 

选项 回复情况 

能 2046 

不能 794 

Q13:是否希望正式开学后任课老师仍然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来丰富课堂教学？ 

选项 回复情况 

是 2076 

否 764 

Q14:在线上学习过程中你还有什么问题未解决？(部分） 

答案 

使用平台比较麻烦  遇到的困难可能是自身原因 

平台丌稳定 卡顿 

有的平台高峰期打丌开视频，与业课没有课本，理解起来有一点困难，丌过还好 

太花流量 

部分题目丌能通过实地讲解清晰 

网速慢无法签到 

 Q15:关于在线教学或学习，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部分） 

答案 

在线教育，没有效果没有意义 

网丌好其他挺好的 

老师尽量多互动 

老师说话语速太快了，理解跟丌上 

更透彻的解释题目 

可以更丰富一点 

时间丌要太长 

学习氛围比较重要，在家没有那种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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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线上学习尚未形成全覆盖。根据学生调查结果，尚有 5.99%的

学生反映现有网络及设备无法满足线上学习。建议任课教师根据教学

平台数据监测情况（签到、章节测验等），对数据异常的学生会同辅

导员精准摸排，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习条件有限制的学生适时

改变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2.学生学习状态难以精准把握，部分学生存在刷课、不参与学习

等情况。建议授课过程中增加随机签退、提问等环节，适时展示优秀

学生的学习成果，激发群体中的鲶鱼效应，对表现较差的学生，与辅

导员及家长做好沟通，共同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 

3.部分教师线上教学操作流程不熟练，影响教学效果。建议认真

学习超星集团定期开设的各高校线上教学讲座，学习和借鉴同类高校

有效的教学方法。系部内建立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制，年轻教师要发

挥学习能力强、信息接收快的优点，共同提高学校线上教学的整体水

平。要加强学生学习情况调研，了解学生的诉求，并根据学生的意见

和建议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