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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3 月 26 日

2020 年春季学期第一周在线教学情况简报

（2020 年 3 月 2-6 日）

根据《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开学工作方案》（仲字〔2020〕03

号）的要求，3 月 2 日，学校正式开启在线教学方式，如期开展

2020 年春季本科教学工作。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宗旨、以学生为

中心，严格落实教育厅要求，依托各级各类在线教学平台，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在线教学活动，实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一、开展在线教学总体情况

1.第一周在线教学运行总体平稳

在全校师生近一个月的精心准备下，3 月 2 日我校在线课程

正式开课，经过一周的运行，教学工作总体平稳。第一周，共有

555 名教师开设在线课程 632 门，共计 1780 门次，参加在线学

习的学生人次数超过 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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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春季课程在各教学平台的建课情况

截止 2 月 27 日，2020 年春季共 962 门课开展了网络教学平台

建课工作。网络教学平台以“超星”和“腾讯”为主，其中使用

“腾讯”网络教学平台的为 42%，使用“超星”平台的为 30%，

使用“易班优课”平台的为 10%，使用“智慧树”平台的为 6%，

使用“雨课堂”平台的为 4%，使用学校网络课程中心平台的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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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3 月 6 日，全校在超星上建设教学资源数达 52052 个，

网络课程数 1756 门，网络教学班 2904 个；智慧树后台管理系统

显示我校已建设教学资源数 1429 个，翻转课 186 门，教学班级

335 个，学累计入班 11941 人次。

3.2020 年春季课程在线授课方式情况

根据各学院（部）提交的网络教学准备落实情况表来看，所

有网络课程均显示实行在线授课与在线辅导，授课形式多样，有

直播、慕课、SPOC、录播等多种方式。

二、在线教学质量保障工作开展情况

1.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确保良好教学秩序

学校成立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学工作领导小组，以及网络教

学质量监控、教学运行保障、疫情防控信息等三个工作组，对相

关工作进行部署，制定了《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应急

教学组织总体方案》、《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关于 2020 年春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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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展网络教学的通知》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关于切实做好开

学前后教学工作的通知》。

应急教学组织总体方案明确了学校 2020 年春季开学时间，所

有理论课程从 3 月 2 日开始开展网络教学，直至疫情解除恢复课

堂教学。疫情防控期间，实践类教学包括全体学生的实习实训、

竞赛集训及实验教学一律暂停。学生的休学、复学、转专业等采

用在线方式进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关于 2020 年春季开展网

络教学的通知》从网络教学的形式、准备工作及实施措施等方面

提出了新要求，强调各学院要将网络教学准备工作落实到每一位

老师，每一门课程。《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关于切实做好开学前后

教学工作的通知》明确网络教学各部门、教学单位和教师职责，

强化在线教学的管理、保障和督查等工作，确保在线学习与线下

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

2.开展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搭建信息技术服务平台

2 月 1 日-20 日，教务处组织全体教师参加“停课不停学”

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计划，制作内容完整、形式多样的操作指南，

提供平台操作技术培训与咨询，做好学校“课程中心”的运营与

维护作，提供“课程中心”平台的技术咨询与支持服务。为网络

直播提供硬件与技术支持，确保网络教学正常开展。

教务处联系超星、智慧树等大型网络教学平台，开展“停课

不停学”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力争短时间内提升老师们的

信息化教学能力。“停课不停学”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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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期内容，均为国内外高校的知名专家在线传授网络教学的方

法、课程设计、教学实践等内容。教务处还为老师和网络教学平

台之间搭建技术咨询群。

教务处还为老师们整理了超星、智慧树、粤港澳大湾区高校

在线开放课程联盟平台、中国大学慕课、雨课堂、云班课等大型

网络教学平台的操作手册，供老师们自由选择与学习。

三、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开展情况

建立二级学院(部）—学校两级教学督查联动机制，强化教

学督导，加大在线教学督查力度，及时掌握在线教学开展情况，

确保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的质量实质等效。

1.开课准备督查（2 月 17-3 月 1 日）

在线课程开课前，各二级学院(部）成立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

作的监督检查工作小组，通过各网络教学平台查看每一门课程的

教学资源建设情况，研判课程是否具备开课要求，对不符合开课

要求的课程及时反馈并限期整改，确保所有课程能保质保量按时

开课。各监督检查工作小组还逐一收集任课教师的课程网址、课

群邀请码、课程号等信息，保证在教师授课时能够进入课堂进行

相关检查。

教务处在开课前对各二级学院（部）在线教学方案和在线教

学准备情况进行专项督查，通过收集院（部）班子成员分工落实

检查网络教学准备情况、各教学单位学期初（网络）教学准备情

况自查报告和平台监控等方式全面了解在线教学准备情况，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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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话联系检查本学期有开课任务的每一位教师，落实到每一门

课程，掌握课程准备情况和应急预案，确保学生学习“不断线”、

教师教学“守时间”、教学质量“有保障”。

2.按时开课督查（3 月 2 日-6 日）

3 月 2 日，在线课堂开课第一天，校领导带头落实教学检查

制度，深入网络课堂听课巡课。校领导在线重点听取了熊平原老

师的《农业机械学》、贺铁山老师的《高等数学 III》、刘洁老

师的《投资项目评估》、梁日深老师的《鱼类学》等课程。这 4

门课程均通过腾讯课堂进行直播，课程 PPT 制作良好，直播效果

基本流畅、语音播放清晰，课堂气氛活跃。

教务处为及时掌握在线教学最新情况，为学校决策提供服

务，及时向各教学单位了解在线教学基本情况。据了解，第一周

教师使用超星（39.44%）、腾讯课堂（35.62%）作为主要教学平

台，通过在线直播、录播、SPOC 教学等形式开展网络教学，其

中采用直播教学的课堂 740 个，占比 41.57%；采用录播教学的

课堂 762 个，占比 42.81%。由于全国多地集中在线开学，部分

教学平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网络拥堵现象，在教师及时采取教学

后备方案和工作人员的协调努力下，随着课程展开情况有所改

善，未发现因网络问题停课的现象。

四、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开学第一周，教务处分别面向学生和教师发放了《第一周教

学情况调查问卷》，截止 3 月 7 日，共回收学生有效问卷 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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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教师有效问卷 563 份。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对在线教

学效果统计分析如下：

（一）网络教学平台使用情况

在网络教平台使用方面，绝大部分教师表示网络教学平台使

用顺畅，教学能够顺利进行。14.56%的教师表示在网络教学的过

程中会受到网络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但是能够基本完成教学任

务。还有一部分教师出现无法正常使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教学的

情况，其中 9.95%的教师采用备用方案，通过录播或者微信在线

讲解等方式进行授课；0.53%的教师则要求学生自学。

在网络平台教学使用方面，调查显示 97.86%的学生具备网

络学习条件，196 名学生不具备网络学习条件。对因条件限制或

其它原因在线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学校要求各学院逐一了解掌握

学生情况，并尽力协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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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学生主要通过电脑和手机开展网络教学，使用电

脑的比例最高，占 40%。

在回答关于如何进行在线学习，您是否已经获得过相关指导

上，有 82%的学生回复通过学校培训、自学指导手册等方式掌握

了在线学习方法，有 18%的学生声称没有获得过相关指导，其中

有 3.18%的学生声称不熟悉学习平台的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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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教学方式

调查显示，腾讯课堂是学生最期望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达

75.51%，其他依次是智慧树、超星、雨课堂、学校课程中心。

在在线学习形式方面，60.61%的学生希望采用直播和录播的

在线学习的形式；在学习过程中与教师互动的方式上，最受欢迎

的是直播过程中的实时互动，其次是微信和 QQ 等在线交流工具

和在线平台留言反馈。

在教学资源获取方面，学生更期待使用的教学资源依次是教

师的教学讲义、教师的课程视频、名校的课程视频、师生交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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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74.75%的学生能够提前获取学习资源，满足学习需要，22.67%

因缺乏资源和渠道仅能获取部分，2.58%没有资源和渠道，不能

提前获得学习资源。在学生学习计划制定方面，有 67.95%的学

生会制定短期学习计划，13.08%的学生会制定长期学习计划。

（三）教学效果

1.学生出勤情况

在网络教学出勤率方面，79.75%的教师表示实现了 100%的

出勤率，20.25%的教师表示网络教学出现学生缺勤的情况。

2.网络教学效果

在教学效果方面，20.78 %的教师认为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

果， 网络教学效果优秀；75.67%的教师则认为本次网络教学效

果良好，只有少数教师认为网络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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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疫情环境下，学生对于在线教学的接受度较高，其中

90%的学生愿意接受在线教学方式，10%的学生则更喜欢线下课堂

教学方式。

在教师在线课程的教学进度安排方面，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

学生认为教师在线课程的教学进度安排基本符合或完全符合期

待，占比 92.9%，1.95%的学生认为教师教学进度安排较慢，2.32%

的学生认为教师教学进度安排较快，有 2.82%的学生不知道教师

的教学进度安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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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期待收到作业或答疑反馈的频率来看，88.52%的学生

希望获得教师反馈，其中 36.73%的学生希望每周获得教师反馈，

26.42%的学生希望每节课获得反馈，25.73%的学生希望每单元学

习后反馈。

从在线课程的课后学习任务量安排来看，大多数学生认为任

务量适中，占比 77.42%，但 18.83%的学生认为任务较多，3.75%

的学生认为任务较少。

3.师生遇到的问题和建议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师生反馈网络教学的主要问题是网络

不稳定，网络是影响直播教学重要因素。其次是网络教学平台功

能不完善，例如学生互动环节难以开展，互动效果不明显；签到、

答题、资料上传等模块功能不够人性化，有待进一步改进。还有

教师自身条件限制的问题，教师信息化教育能力、网络教学硬件

条件不足、家庭环境因素等均会影响教师网络教学效果。除了实

施网络教学的主客观条件以外，网络教学的最大问题是教学效果

评价机制问题，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形式，网络教学效果需要更加

科学的评价机制。

对此，师生的主观建议包括：定期进行网络教学检查，利用

科学评估手段，严抓考核；建设学校统一网络教学平台，开展与

腾讯等公司的合作，提升网络教学的软件和硬件；优化网络教学

平台建设，增加学生互动功能，完善辅助功能板块；加强对教师

信息化教育能力的培训，提升教师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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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师生对网络教学持肯定态度，认为网络教学形式

值得推广，建议推进网络教学常态化，鼓励与课堂教学共同开展。

六、下一步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措施

1.提升教学质量监控信息化水平

学校将借此“非常态”教学的机会，大力推进我校网络课程

资源建设，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以学

生为中心”的翻转式、混合式教学模式等将成为课堂教学的新常

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建立统一的教学质量管理平台，提升

教学质量监控信息化的水平和大数据的分析能力，通过教学质量

管理平台同步各网络教学平台，运用信息化大数据，对教学运行

情况从整体上监控，通过平台教学信息反馈和学生学习信息数据

及时了解和掌握教学中的动态问题，还可以通过网络系统进行教

学评价反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监控的信息化水平。

2.加强在线课程教学过程监督，开展帮扶指导

网络课程开课第 2周，各教学单位继续加强对课程的监督，

组织全方位在线听课，及时将意见反馈给任课教师，另一方面班

主任、辅导员协同合作，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状态，通过组织培训、

汇编在线学习平台使用手册等方式指导学生掌握在线学习平台

的使用方法，帮助学生解决在线学习困难，引导和督促学生认真

参与网络学习。学校教学督导委员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抽查课程资

源、教学组织、学生在线学习、作业布置和批改、辅导答疑、教

学直播和教师在线时长等情况，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至主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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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网络教学帮扶和指导。

3.加强在线课程过程性考核，关注学生学习效果

网络课程运行一周后，教师应充分利用教学平台，加强课前

课后的学生学习指导工作，跟踪学生学习状况，预判学生学习趋

势，督促学生自主学习，及时了解掌握学生学习效果。教师可采

用在线课程即时反馈小调查或第三方教学质量管理平台问卷调

查等方法，实时了解本次课程或答疑交流活动的效果，重点关注

学习内容、课堂组织、互动环节、课后任务、学习收获等，及时

调整下次在线教学的方法和内容，提升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