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河南省关于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工作的部署安排，遵循“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的原则，学院教务部下发了《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2020 年春季学期关于延

迟开学实施网上教学实施方案》和《关于开展 2020 年春季学期网上授课的通知》，开启了

新学期网络教学新模式。2 月 17 日起，学院全体教师充分利用智慧树、微信、QQ、钉钉等

各类网络教学平台组织在线教学，全方位保证网络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一、学院网络教学特点 

1.坚持全覆盖原则，保障教学工作有序开展 

为保证新学期网络教学有序开展，学院成立了网上教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线

上教学工作，为网络教学提供技术支持和协调服务；组建了教学督导组，负责对各个课程教

学质量进行监控，收集整理数据，开展调研，及时反馈相关教学信息，确保线上教学质量；

建立了学生工作组，由辅导员和教学秘书负责协调组织学生建立课程教学群，并做好学生网

上学习过程管理，学生体育锻炼监督及心理辅导工作。 

2.构建三级联防监控机制，确保网络教学质量 

成立了“学院——系部——教研室”三级督导工作小组，各级教学督导根据《嵩山少林

武术职业学院网络教学督导方案》开展网上督导、督学和教学检查工作。督导组建立了学生

信息员群，及时获取课堂教学信息，反馈课堂教学意见，确保教学效果。 

二、网络教学运行基本情况 

1.课程基本情况 

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本学期 30个专业，应开设 188门，除去部分实践类课程外，

所有课程均实现了线上授课，开设网络课程 176门，开课率 94%。其中公共基础课 22门占

12.5%，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 154 门，占比 87.5%，保证延迟开学情况下，教学计划的

正常执行。 

 

 

 

 

 

 

 

 图 1-各院（系）部网络课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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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授课主要使用智慧树平台，课程类型分为在线共享课、混合式翻转课以及见面直播

课三种形式，其中在线共享课 123门，见面直播课 28门，混合式翻转课 25门。（见图 1） 

 

                                   

 

 

 

 

 

 

 

2.课程运行情况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混合式教学模式将逐步成为未来课程建设的发展趋势，我院

以此为契机，改变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扎实推进学院教学改革。据智慧树后台日报数据显

示：我院上周共进行 170余门次网络课程教学，在线教学教师人数最高 382人次，在线学生

最高达 8702人次。校内翻转课、资源上传总数、作业完成数、互动次数等教学活动开展较

上周有所提升（具体本周运行情况见图 3），大部分教师采用多平台、互动化进行网络教学，

上周学生平均学习进度 25.59%，已逐步实现教学稳定运行。 

 

             

 

 

 

 

 

                         

 

 

 

图 2-网络课程开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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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教学质量监控开展情况 

1.建立三级教学督导体制

建立三级教学督导体制。学院督导组成员由质量部、教务部工作人员组成，院（系）督

导由院（系）主任或教学秘书组成，教研室督导组组长由教研室主任担任。 

2.优化教学质量监控流程

为全面了解疫情防控时期我院网络教学情况，及时解决网络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稳

定当前教学秩序，推进“三教”及信息化教学改革，提升学院教学质量。教学督导组制定了

网络教学督导实施计划，明确教学质量监控流程，开展网上教学督导、督学和检查工作，确

保“停课不停学”。 

图 3-智慧树平台上周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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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 

（1）督导专家组成员在课前或课后与授课教师联系，获准进入平台巡查。巡查内容包

括教学资源准备、电子课件、在线讨论记录、网络答疑记录、学生学习记录等。巡查时间和

频次由督导专家自行把握。 

（2）督导组成员根据巡查情况填写巡查记录，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

时记录。 

（3）院（系）督导每天进行一次教学情况小结，并将意见及时反馈至各任课教师，确

保在线教学质量和效果，学院督导组督促检查。 

（4）依据院（系）部每日督导情况，学院教学督导组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各教学平台

数据和教学状态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组织教师、学生填写调查问卷，撰写分析报告，坚持

每周汇报教学督导情况，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方法，为学院网络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四、网络教学质量评价 

为更好地了解网络教学运行情况，不断改进网络教学方式方法，提升网络教学质量，教

务部和质量部以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网络教学进行调研，具体情况如下: 

1.教师调研情况 

我们针对教师教学情况开展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调查问卷 101 份。从调查结果来看，

目前学院各项教学工作趋于稳定，师生已基本适应和掌握网络教学的形式和方法，教师授课

积极，与学生互动良好，学生出勤情况较好。 

我院教师在网络教学平台选择上主要以智慧树为主，其他平台为辅，综合运用中国大学

MOOC、腾讯会议、微信、钉钉等多种网络教学工具，上传作业、电子课件等教学资源。（见

图 3）。此外，教学方法具有多元化特性，采用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手段，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到课率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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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小计 比例 

A.智慧树 101 100% 

B.钉钉 9 8.91% 

C.中国大学生 MOOC 16 15.84% 

D.腾讯课堂 4 3.96% 

E.腾讯会议 17 16.83% 

F.微信 72 71.29% 

G.其他（请注明） [详细] 11 10.8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1  

 

                

 

 

2.学生调研情况 

全院六个院（系）共计 2089人次参与网络教学学习情况调查。本科管理部 37.96%，武

术学院 25.66%，旅游管理系 15.84%，信息技术系 8.57%，文化传播系 7.85%，应用外语系

4.12%。 

调查结果显示： 

（1）我院学生对网络教学积极性比较高， 最喜欢的网络教学平台是智慧树翻转课堂，

最喜欢的网络教学方式为直播教学和智慧树点播教学，学生最喜欢的网络教学活动是讨论、

答疑与案例分析，整体上与当前网络教学情况保持一致。 

图 6-网络授课教师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 

 

图 5-网络授课教学平台教师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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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院学生对当前网络教学满意度较高，对大部分学科满意的比例占 93.01%，对教

师各项教学活动的满意度也均在 65%以上，教学效果较好，但对于前三周学生的学习效果，

还有 31.16%同学处于一知半解，不是很懂的状态，需要更深入层次的学习。 

（3）我院学生对任课教师的线上课堂满意度和前三周网上学习效果分别与教师提前上

传教学学习资源、及时解答学生问题，课堂讲授重难点突出、熟练、清晰以及提前预习与完

成课后作业有相关性关系，因此，为促进学生的满意度与学习效果提升，教师应积极改进课

堂教学方式与方法，增加学习资源，及时与学生互动交流，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4）我院同学认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的主要因素是自我控制能力不够强（48.64%）、

比较枯燥乏味、影响学习兴趣（38.58%）、缺少交互性（37.19%）、网络学习能力、操作水

平不高（36%），需要教师及时督促学生，增强自主学习能力与自主学习意识，按照学生主

要自主学习方式进行网络授课。 

（5）同学们最喜欢的课程（前 10名）依次为：大学英语、中医基础理论、现代汉语、

中国古代文学、基础英语、医学统计学、传统文化、近代史纲要、音乐鉴赏、市场营销。 

 

 

 

 

图 7-学生最喜欢的网络教学平台 

图 8-学生最喜欢的网络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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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学生最喜欢的网络教学活动 

图 10-学生对于网络教学满意度 

图 11-学生对于教师各项教学活动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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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学生对于前三周网络教学学习效果 

图 14-学生网络教学注意力不集中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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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问题及建议 

经对学生问卷分析后发现，学生的主观建议集中在：平台不统一、部分平台故障多，希

望能有稳定的校内直播平台，教师尽可能使用直播交流，互动形式更加的多样化，增加头脑

风暴、随机提问、答疑、讨论等。提前发布作业资源，提升自主学习能力（见学生建议词频

云图）。具体问题汇总如下： 

                             

1.平台问题 

问题：部分课程出现学生无法成功签到、不显示学习进度、平台卡顿、教学资源刷新缓

慢、学习任务无法显示等现象。  

建议：积极拓展多种渠道保障网络教学顺利进行。老师们结合教学需要调整教学方法，

如使用学习通签到，用 QQ直播、腾讯会议进行上课，微信群进行互动答疑等，保证在智慧

树平台使用不稳定的情况下，基础教学工作正常运转。同时，鼓励老师们针对所教课程特点，

寻找适合自己课程的教学平台；各院（系）部可建立网络教学经验分享群，互通有无。 

2.学生问题 

问题：有较少部分学生出勤不及时，不能按时进入课堂上课，部分学生课堂互动不够积

极。  

建议：实施辅导员与教师协同推进教学的双责任制，增加过程性管理，做好网络教学与

图 16-学生建议词频云图 

图 15-学生最喜欢的网络课程名称词频统计 

网络教学质量报告 

第 10 页，共 50 页



开学后实地教学有效衔接，重视网络互动效果，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积极参与课堂。 

3.课程问题 

问题：部分学生反映教师所选平台课难度大、教学进度快、无法保证学习效果。 

建议：授课教师应及时关注和询问学生的学习状态，将章节重难点分条罗列，清晰展示，

记录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网络课程教学计划重新规划本课程教学进度，形成

符合我院学生学情的校本教学计划，实现线上线下的衔接和融合；根据我院学生学情适度调

整授课内容，主动掌握课程教学组织和实施环节，寻找适合我校学生的教学模式。 

4.教学问题 

问题 1：由于平台课授课，无法及时洞察课堂开展情况，为教学督导带来一定困难。 

建议：多手段、多方式开展教学督导，除了每日后台数据监控，要随时开展班级学习情

况摸底，督导组随机抽取学生了解班级教学情况，及时反馈教学信息。 

问题 2：部分教师未将线上教学纳入整个学期教学安排中，难以实现网络教学和返校后

线下教学有效衔接。 

建议：本学期，学院将以此次疫情期间网络教学为契机，推动“互联网+教学”改革，

鼓励教师采用“翻转课堂”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加强

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建设，制定网络课程质量建设与评价标准，打造一批优质的网络课程。 

问题 3：教师对网络教学特点把握不足，教学互动效果欠佳。 

建议：网络课程不是简单得将线下课程搬到网络上，教师要充分了解网络教学的特点，

发挥线上教学优势，给学生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源，授课过程中增加在线讨论、答疑环节，增

加网络互动效果，及时收集教学过程性数据并加以分析。同时，各院（系）部要做好优秀网

络教学案例征集工作并及时进行学习与推广。 

六、下一步线上教学督导安排 

1.加强教师在线课程教学全过程性管理 

指导督促教师做好在线课堂考勤、互动讨论、在线答疑等环节设计，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学习参与度。指导教师保存整个教学的在线组织、实施、结果等过程

性材料，学生学习的过程性数据，为学生在线课程考核提供依据。 

2.强化在线课程教学评价和学生学习督导机制 

教师要动态督查学生学习情况，通过不定期提醒、动态发布过程考核评价结果等方式，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与平台的熟练操作程度。 

3.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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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师对网络教学平台的技术的掌握能力，不断开展网络教学技能培训，积极探索网

络教学新形式，促进教学形式的多元化。 

4.推动教学模式改革

以研讨会平台为依托，加深教师之间交流，探讨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深度融合方法与策

略，推动教学模式改革与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建立在线课程质量评价体系，督导组随机听课，

进行评价，开展线上示范课程评选和观摩教学活动。 

附录 1：智慧树平台近一周教学日报（3.2-3.6） 

附录 2：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网上上课前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学生） 

附录 3：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网络教学情况调查报告（学生） 

附录 4：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教学调查问卷分析（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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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智慧树平台教学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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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网上上课前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第 1题：你所在院（系）部是[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武术学院 371 
17.14% 

文化传播系 153 
7.07% 

信息技术系 185 
8.55% 

旅游管理系 491 
22.69% 

应用外语系 128 
5.91% 

本科部 836 
38.6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64  

第 2题：网上学习你所使用设备是[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手机 1999 
92.38% 

电脑 165 
7.6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64  

第 3题：你是否已注册智慧树帐号[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2135 
98.66% 

否 29 
1.3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64  

第 4题：你是否知道 2月 17日在智慧树平台上课[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2154 
99.54% 

否 10 
0.4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64  

第 5题：你是否已进入本班课程讨论微信群[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2148 
99.26% 

否 16 
0.7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164  

 

第 6题：注册登录智慧树或选课时遇到哪些问题？ 

第 19 页，共 50 页



1.无问题（占 85.4%） 

2.注册时填错信息、不太会用、网络反映慢等（占 14.6%） 

第 7题：目前你关注的问题有哪些？ 

1.开学时间（占 10%） 

2.关注疫情（占 6%） 

3.网上上课（占 84%） 

（1）网上上课效果 

（2）网上上课时间 

（3）上课形式 

（4）网上上课卡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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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网络教学情况调查

为及时了解我院网络教学情况，改进教学方式与方法，促进我院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提升，本周五至周六面向全校学生开

展了网络教学问卷调查，本次问卷共收集有效问卷 2089 份，有效答卷 2089 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问卷整体情况 

调查分布地区：2089 名学生分别位于全国 11 个省（市）等，其中省内学生数占 68.26%。 

二、问卷详细内容 

（1）个人基本信息

1. 性别（      ） *   [单选题] 

2. 您所处的地区（      ） *   [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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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所在的系部（      ）  *   [单选题] 

4. 您所处的年级是（      ）  *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大一 1349 64.58% 

○大二 728 34.85% 

○大三 12 0.5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89 

5. 您的专业是  *   [填空题]

（2）在线学习情况

6.您用来网络学习的主要工具（    ）  *   [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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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您课堂中使用最多的教学平台有那些?（       ） *   [多选题] 

 

 
8. 您认为当前网络课程使用的平台课程操作方便吗?（       ）  *   [单选题] 

 

 
9.您比较喜欢并且熟练应用的平台有那些（        ）  *   [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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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课堂上使用的教学方式有那些(     )  *   [单选题] 

 

 
 

11．您最喜欢的教学方式是（      ） *   [单选题] 

 

 
12. 您课堂中主要的网络教学活动主要有那些?(     )  *   [多选题] 

 

 
 

 

13.您最喜欢的网络教学活动主要有那些?( ) *   [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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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满意度 

14.教师有没有提前上传相关教学、学习资源，并与您及时沟通（    ）   [单选题] 

 

 
 

 

15.您向任课教师提问或求助能否及时解决吗？（ ）   [单选题] 

 

 
16. 您认为任课老师网络授课，能否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做到突出重难点，讲授熟练，清晰透彻?（ ）  *   [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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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对当前各任课老师的线上课堂教学满意吗?（ ）  *   [单选题] 

 

 
18.您觉得三周来网上学习的效果如何？（ ）   [单选题] 

 

 
 

 

 

19.您对网络教学资源、课堂互动、在线答疑、课程作业、教师信息技术使用能力的评价是（ ）   [矩阵单选题] 

 

题目\选项 很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教学资源 1441(68.98%) 588(28.15%) 60(2.87%) 

课堂互动 1435(68.69%) 596(28.53%) 58(2.78%) 

在线答疑 1480(70.85%) 555(26.57%) 54(2.58%) 

课程作业 1418(67.88%) 604(28.91%) 67(3.21%) 

教师信息技术使用能力 1480(70.85%) 557(26.66%) 52(2.49%) 

 

 

（4）学习效果 

 

20. 您觉得当前教学安排是否合理，智慧树平台中的视频课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吗?（       ）  *   [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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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您认为课堂观看视频与教师讲授的时间比例多少合适? ( ）  *   [单选题] 

 

 
22.如果平台资源较难理解，会及时向任课教师提问或者求助吗？( )   [单选题] 

 

 
23.您能否按照老师的要求及时预习并完成课后作业？（ ）  *   [单选题] 

 

 
24.在学习过程中，您关注和参与课堂讨论区话题吗？（ ）   [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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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学习过程中，您更多的精力用在哪些方面？（ ）   [多选题] 

 

 
26.如果您在网络学习过程中，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的情况，您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是：( )   [多选题] 

 

 
27.与传统教学相比，在线学习对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   [多选题] 

 

 
28.您会在课下自主学习吗?主要采取何种方式? *   [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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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频统计 

 
29.您最喜欢的在线课程名称是（请填写 1-2 门）*   [填空题] 

 

 
                                                                                             词条及词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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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您认为目前线上教学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建议有那些?谈一下您的看法。  *   [填空题] 

 

 
 

 
词条及词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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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卷内容分析（仅供参考） 

（1）整体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 

1.问卷分布情况 

本科管理部 37.96%，武术学院 25.66%，旅游管理系 15.84%，信息技术系 8.57%，文化传播系 7.85%，应用外语系

4.12%。 

2.网络教学平台 

①我院学生主要是通过智能手机开展网络学习，占 90.62%。 

②我院主要使用的网络教学平台为微信和智慧树翻转课堂，分别占 66.06%和 86.84%。其中认为平台操作方便的占

47.39%，还在探索中的占 42.99%。大部分同学喜欢智慧树翻转课堂，占 40.16%。 

③我院教师在课堂使用的教学方式目前以智慧树点播为主，占 54.48%，其次为直播 25.51%，学生最喜欢的方式是点播教

学和直播教学，分别占 33.46%和 31.35%。 

④我院教师在课堂上开展的网络教学活动排序前三依次为：讨论、答疑与案例分析。学生最喜欢开展的教学活动与此保持

一致。 

总体上，我院学生对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喜欢偏好与当前网络教学情况保持一致。 

3.网络学习满意度 

①我院学生对于当前网络教学，大部分学科满意占 93.01%，不满意的学科占 1.24%。 

②对于前三周的网络学习效果，63.19%同学认为学到了很多知识，31.16%同学处于一知半解，不是很懂，5.65%同学仅仅

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 

③认为当前教学安排合理，智慧树共享课可以满足基本学习需求的占 60.17%，教师讲课重难点突出、清晰透彻占

63.19%，教师上传教学资源及时、丰富、全面占 71.23%，提问问题教师可以及时解决的占 88.56%。整体上，对于教师在教学

资源、课堂互动、在线答疑、课程作业、教师信息化技术使用能力的评价很满意，占比依次为 68.98%、68.69%、70.85%、

67.88%、70.85%。 

4.网络学习效果与建议 

①57.97%同学能非常好的按照老师要求及时预习并完成课后作业。 

②83.77%同学把主要精力用于观看智慧树平台上的教学视频。 

③72.47%同学会关注和参与课堂上的教学活动（讨论）。 

④51.99%同学发现问题会第一时间向任课教师提问。 

⑤75.54%和 60.79%的同学认为网络在线教学最大挑战来自于自主学习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⑥39.06%同学认为视频播放与教师讲授比例为 5：5 最合适。 

⑦同学们认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的主要因素是自我控制能力不够强（48.64%）、比较枯燥乏味、影响学习兴趣

（38.58%）、缺少交互性（37.19%）、网络学习能力、操作水平不高（36%） 

⑧同学们自主学习的主要方式有看视频、上网查资料、看书。 

⑨同学们最喜欢的课程（排名前 10）依次为：大学英语、中医基础理论、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基础英语、医学统

计学、传统文化、近代史纲要、音乐鉴赏、市场营销。 

⑩同学们建议最多的为网络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希望能有稳定的校内直播平台，教师尽可能使用直播交流，互动形式更加

的多样化，师生可以进行深层次互动交流，适当增加电子教材，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最后希望能尽快开学。 

（2）相关性分析 

调查显示： 

学生对任课教师的线上课堂满意度和前三周网上学习效果分别与教师提前上传教学学习资源、及时解答学生问题、课堂讲

授重难点突出、熟练、清晰以及提前预习与完成课后作业有相关性关系，Pearson 相关系数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经逐步

分析，教师提前上传教学学习资源与任课教师的线上课堂满意度和前三周网上学习效果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0.397 和

0.418，及时解答学生问题与任课教师的线上课堂满意度和前三周网上学习效果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0.524 和 0.315，堂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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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重难点突出、熟练、清晰与任课教师的线上课堂满意度和前三周网上学习效果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0.642 和 0.414，提

前预习与完成课后作业与任课教师的线上课堂满意度和前三周网上学习效果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0.522 和 0.550，出现

0.01 水平与 0.05 水平的显著性，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为促进学生的满意度与学习效果提升，教师应积极改进课堂

教学方式与方法，增加学习资源，及时与学生互动交流，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3）各系部对比分析 

1.您比较喜欢并且熟练应用的平台有那些（        ）  *   [单选题] 

 

第 32 页，共 50 页



 
 

2．您最喜欢的教学方式是（      ） *   [单选题] 

 

 
 

3.您最喜欢的网络教学活动主要有那些?( ) *   [多选题] 

 

 
 

4.教师有没有提前上传相关教学、学习资源，并与您及时沟通（    ）   [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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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认为任课老师网络授课，能否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做到突出重难点，讲授熟练，清晰透彻?（   ）  *   [单选题] 

 

 
 

6. 您对当前各任课老师的线上课堂教学满意吗?（  ）  *   [单选题] 

 

 
 

7.您觉得三周来网上学习的效果如何？（  ）   [单选题] 

 

 
 

8.您能否按照老师的要求及时预习并完成课后作业？（   ）  *   [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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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学习过程中，您关注和参与课堂讨论区话题吗？（   ）   [单选题] 

 

 
 

10.与传统教学相比，在线学习对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   [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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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网络教学两周教师网络调查问卷结果统计分析 

开学两周来，各项教学工作趋于稳定，师生已基本适应和掌握

网络教学的形式和方法，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开展了教师教学情

况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调查问卷 101份，结合调查问卷情况和日

常教学监控分析显示，教学中老师们以智慧树平台为主，在网络上

不稳定的情况下，采用其他平台为辅，积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

段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学可以按照预定的教学进度完成，老师

们也展示出了很多有效的教学方法、经验，供大家相互交流学习，

但也暴露一些问题，比如出现网络平台卡顿、学生出勤管理、如何

调动学生积极性、丰富教学资源、如何加强相互交流学习等等将是

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解决的问题，问卷详细情况如下。 

第 1题：您所在院（系）部[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武术学院 28 27.72% 

文化传播系 15 14.85% 

信息技术系 15 14.85% 

旅游管理系 18 17.82% 

应用外语系 15 14.85% 

本科管理部 3 2.97% 

思想政治教学部 7 6.9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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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您在教学中都使用了哪些平台？[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智慧树 101 100% 

B.钉钉 9 8.91% 

C.中国大学生 MOOC 16 15.84% 

D.腾讯课堂 4 3.96% 

E.腾讯会议 17 16.83% 

F.微信 72 71.29% 

G.其他（请注明） [详细] 11 10.8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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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题：教学中学生参与课堂情况？[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积极参与 58 57.43% 

B.一般 42 41.58% 

C.不积极 1 0.99% 

D.不参与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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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题：课堂学生出勤情况[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全勤 29 28.71% 

B.1-5 人旷课 44 43.56% 

C.6-10人旷课 21 20.79% 

D.11 人以上旷课 7 6.9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1  

 

第 5题：授课能否按照教学进度顺利实施?[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100 99.01% 

B.否 1 0.9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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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您在网络教学中遇到哪些问题？[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平台登录不上 55 54.46% 

B.网站打不开 40 39.6% 

C.网络中断 57 56.44% 

D.视频无法播放 24 23.76% 

E.教学资源无法上传 17 16.83% 

F.其他（请注明） [详细] 20 19.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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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题：您在教学中用到了哪些教学方法？[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项目教学法 38 37.62% 

B.案例教学法 59 58.42% 

C.讲授法 62 61.39% 

D.混合式教学法 84 83.17% 

E.游戏教学法 12 11.88% 

F.其他（请注明） [详细] 6 
5.94% 

课堂讨论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1  

 

第 8题：您认为现有教学设计是否合理？[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合理 95 94.06% 

B.不合理，改进建议 [详细] 6 
5.94% 

改进考核方法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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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题：您在教学互动环节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如何？结果汇总

如下。 

1.采用发帖回帖、随机点名、互动讨论、设置情景问答、头脑风

暴、用微信小程序抢答、观点接龙等算作平时成绩，多鼓励，多表扬

学生能积极参与其中。 

2.翻转课直播随时点名，能够引起学生重视。考勤，回答问题，

视频笔记相结合，大多数学生能够做到。 

3.话题探索导入激发学生参与课堂讨论，效果显著。 

4.课堂问答，随机问答，小组讨论并讲解案例。 

5.师生互动，小组教学，共同学习，效果良好，学生学习积极性

很高 

6.提出问题，分组讨论，集中讲解、纠错。教学效果良好 

7.提前发布教学设计、任务，学生清楚做什么。 

8.学生将项目训练成果晒图在网上，老师点评与大家相互点评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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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以现有资源设计小游戏、用脑筋急转弯等来吸引学生的注意，

趁热打铁，来讲授内容。 

10.在微信和翻转课堂里随堂提问一些与讲课内容有关的问题，

趣味性强的话学生的课堂反应就好些，偏理论时反应一般。 

11.作业任务竞赛评比，作业展示互评加教师点评，效果良好。 

第 10题：请分享您在网络教学过程中好的经验和做法。 

1.每节课，课前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环节、时间安排等

做好统筹安排，让学生自己梳理本节课的知识框架并总结重要知识

点。 

2.安抚学生情绪，淡定应对客观因素造成平台问题；随机应变，

使用语音直播功能，合理安排设计教学，增加互动及时互动。 

3案例讲解时带领学生从易到难一步步来完成，自己亲自示范引

领，慢慢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4.布置好任务，课中抽查，课后督促检查 

5.充分利用腾讯课堂，群接龙，作业，群签到等等。另外，线上

课程每次课根据学生掌握程度适当调整上课进度。每次课前提供一些

问题，让同学们有目的的去听课，课后在 QQ 群里讨论，检查同学们

掌握情况。线上课程中的出现的对话和课文尽可能的整理出来，供学

生们课后做作业和复习使用。 

6.多用案例，生动形象，和同学们一起讨论 

7.加强考勤，回答问题，课堂参与，课堂笔记等相结合进行考核。 

8.目前来讲随机点名最有用，课后对旷课学生做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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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签到后学生打开视频会离开，无法看到学生是否真正在学习，

课前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再去看视频，做笔记，约定时间大概

40 分钟的视频后回到群聊区，我会根据之前的问题提问，讲解一些

不明白的问题，然后再补充一些视频中没有的需要大家了解和扩充的

知识内容。 

10.分组讨论查漏补缺；课堂作业，进行巩固。 

11.提前 30分钟利用群聊通知签到时间，初步让学生做个简单的

小游戏，让他们思维和手都动起来，从而放松心情，能够使其更好进

入状态。 

12.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任务导向法，动静结合。 

13.重新结合平台课进行每个教学环节设计；抓住学生感兴趣项

目提出问题讨论；做好学生学习心理工作很重要。 

第 11题：您对学院网络教学安排有哪些好的建议？ 

1.院系加强对学生的线上管理，督促学生、动员学生坚持网络学

习。 

2.多开放可以共享资源的平台。 

3.多提供后台支持，系统很容易中断。 

4.加强优秀教学经验交流。 

5.教师必须做好教学设计，要符合线上线下相统一的教学方案。 

6.希望平台增加查看学生在讨论时的一个活跃度功能。 

7.可以把课程相关学习资料提前上传到网络，尽可能详细的布置

好学习任务及要求，加强任务完成度考核（例如：学习进度、章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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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答讨论参与情况、作业情况等）；学生把不懂的，有疑问的问

题可以上传网络，教师错开高峰期专门组织现场交流答疑或网络留言

答疑；形式可以多样，目的保证学习效果。 

8.针对线上教学制定更好的奖惩机制。 

第 12题：您现在在教学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需要学校力所能

及的为你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 

1.上课网络拥堵，平台不稳定。 

2.需要加强学生管理，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学管人员、教师管理

作用。 

3.个别课程急需教材（理论性较强课程、indesign 课） 

4.网上教学技术有待提升，希望学院加强这方面的培训与指导。 

5.家里网络不太稳定，很多时候都是使用购买流量包上课，增加

很大的经济负担。希望工资及时发放，同步发工资条。 

6.教学设备欠缺。家庭孩子上课需要电子需要电子设备，夫妻上

课需要电子设备，需要错时。 

7.教学资源不足。 

8.计算机课课程，操作课学生几乎都没电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教学的效率，学生不操作理解也相对困难些。 

附件 1问卷第 9 题至 12题详细情况 

第 9 题：您在教学互动环节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如何？ 

调查结果 

课堂讨论，案例教学 

课堂讨论，问题抢答 

课堂问答，随机问答，小组讨论并讲解案例，课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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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问答，效果一般。积极的同学能踊跃参加，不积极的，鼓励了也不参加。 

课堂游戏互动，分组问题答疑。 

留作业 

论坛话题，学生讨论；QQ群应用群接龙签到、在线提交作业；效果还可以 

每十分钟提问一次，效果甚好 

签到，问答，抢答，效果一般。 

抢答，随机点名等，效果不错 

抢答，头脑风暴    效果一般 

抢答措施，随机点名提问，效果特别好，增加了出勤率，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抢答环节，微信小程序 

任务教学，问题抢答，观点接龙，效果不错 

任务设题问答。效果不错。 

上课的氛围要轻松愉悦一些，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入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设置讨论话题，学生在平台发言 

设置问题，让学生回答 

设置问题，讨论。效果可以。 

师生互动，小组教学，共同学习，效果良好，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 

师生互动，效果很好 

随机点名、抢答，计入成绩，效果不错 

随机点名回答问题，拍自己学习的照片或者本节课笔记，效果还不错 

讨论，知识点测试，解答学生疑问，提问等；效果较好。 

讨论法，效果良好 

提出问题，分组讨论，集中讲解、纠错。教学效果良好 

提出问题，同学们回答。效果还可以。 

提前发布教学设计、任务，学生清楚做什么。挺好。 

提问  抽查  讨论 

提问，讨论，答疑 

头脑风暴，抢答，答疑，随机点名 

头脑风暴，抢答，提问等效果不错 

头脑风暴，随机点名，计时，主题讨论，投票等，同学们很积极 

头脑风暴，讨论，随机提问 

头脑风暴，问题讨论与答疑 

投票，头脑风暴，答疑，还可以， 

微信答疑，腾讯会议提问题学生打字回答，效果不过 

微信交流督促学习，回答问题 

微信群互动，效果还可以 

问答，学生讨论，学生参与不积极，应适当提高学生兴趣 

问题导入，引导学生积极回答，课堂讨论，让学生积极发表观点 

问题讨论，效果不错 

线上答疑，课堂互动，现场答疑。 

小组讨论、头脑风暴、大众点评等，效果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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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项目训练成果晒图在网上，老师点评与大家相互点评结合 

以现有资源设计小游戏，可以与家人互动，不光学习，还能增进与家人感情。 

用脑筋急转弯来吸引学生的注意，趁热打铁，来讲授内容。 

用自己的答案来结合同学们的答案得出最佳答案 

与学生互动，抽查 

在微信和翻转课堂里随堂提问一些与讲课内容有关的问题，趣味性强的话学生的课堂反应就好

些，偏理论时反应一般。 

在微信群发互动，效率更高 

知到 APP 上发起讨论，微信群中设置提问环节 

重难点知识梳理讲解，有针对的提问，解决学生不理解或有疑问的问题。 

作业批改 签到 

作业任务竞赛评比 

作业展示互评加教师点评，效果良好。 

第 10题：请分享您在网络教学过程中好的经验和做法。 

调查结果 

1.每节课做好考勤情况，督促学生按时上课学习。2.每节课，让学生自己梳理本节课的知识框架

并总结重要知识点。 

安抚学生情绪，淡定应对客观因素造成平台问题；随机应变，使用语音直播功能，合理安排设计

教学，增加互动及时互动。 

案例讲解时带领学生从易到难一步步来完成，自己亲自示范引领，慢慢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把网络视频和自己的直播课相结合，线上线下布置作业，提供案例学生自主分析。 

保持好的网络环境和网络设备 

布置好任务，课中抽查，课后督促检查 

参与互动，回答问题加分 

充分利用腾讯课堂，群接龙，作业，群签到等等。另外，线上课程每次课根据学生掌握程度适当

调整上课进度。每次课前提供一些问题，让同学们有目的的去听课，课后在 QQ群里讨论，检查

同学们掌握情况。线上课程中的出现的对话和课文尽可能的整理出来，供学生们课后做作业和复

习使用。 

创建课程群，在课程群内互相讨论。 

对于旷课学生及时联系学生参与课堂学习 

多向学生推荐课下阅读材料 

多做案例  生动形象 

多做笔记 

发挥学生自主性，积极讨论课程内容，找出疑惑 

给学生布置易操作，可检验的作业 

鼓励学生多加参与课堂 

还是要多和学生互动 

合理安排时间 

和同学们一起讨论 

绘图引入教学，引导学生思考，手写作业 

加强考勤，回答问题，课堂参与，课堂笔记等相结合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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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课，运用腾讯会议，可以共享桌面，把案例演示给学生看。 

讲案例比讲理论效果好 

结合 QQ群微信群督促学生 

借用网络资源结合学生实际 

经验就是对学生对课堂走心一点，就好 

看视频前，给同学们提出思考题，让同学们在视频中找出思考题的答案。 

看视频时作笔记 

可以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利用匿名答疑效果也很好 

课前把微信文本准备好 

课前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环节、时间安排等做好统筹安排。 

利用平台打卡考勤，线上直播讲课，通过弹幕以及连麦与学生互动，并答疑。 

利用网络便利多多分享资源 

利用知到群聊签到功能，比在微信上签到好用 

两个平台，一个备用 

每节课坚持课堂答疑，据学生反馈教学相应合理微调整。 

每天观看半小时，并讨论问题 

目前来讲随机点名最有用，课后对旷课学生做回访 

签到比较节约时间 

签到后学生打开视频会离开，无法看到学生是否真正在学习，我采用让学生边学习视频变记录课

堂笔记，在讲解一些不明白的问题。 

让学生参与其中 

让学生分享作业 

让学生提前预习，上课任务提前发布 

任务引领教学，项目驱动教学。 

事先给出学习任务，提出要求，注意事项，课后检查。提供课外学习补充材料 

视频，互动，共享 

首先得增加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视频课件相结合，有助于学生掌握学习内容 

熟练掌握线上教学技能才能更好地开展网络教学，学生的配合也很关键。 

提出问题，带着问题去学习课件；提出问题，检验学习情况；分组讨论查漏补缺；课堂作业，进

行巩固。 

提前 30分钟利用群聊通知签到时间，初步让学生做个简单的小游戏，让他们思维和手都动起来，

从而放松心情，能够使其更好进入状态。 

提前把问题抛给学生，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视频，课上多与学生进行互动，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课下及时布置作业，让学生复习掌握。 

提前备好材料，备一个授课平台，以备意外情况 

提前备课，安排好每一部分的时间分配 

提前备课，感知学生状态并及时做出内容调整以及讲解方法 

提前布置好学习任务，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视频，然后通过提问，答疑等方式，帮助学生掌握知

识点。 

提前布置学习任务并录制自己参与任务的视频，分小组分班干部督促任务执行，提高了学习兴趣

和课堂互动。 

提前发布学习通知和学习安排，督促学生预习课程，课后通过练习题，及时复习所学内容。 

第 48 页，共 50 页



提前学习网络上的平台课，在教学中一上课先给学生讲我们这一节学什么，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带着问题再去看视频，约定时间大概 40 分钟的视频后回到群聊区，我会根据之前的问题提问，

然后再补充一些视频中没有的需要大家了解和扩充的知识内容。 

网络卡顿，提前准备 

先互动，再授课。 

限时答题，多人分话题讨论 

线上线下互相结合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任务导向法，动静结合。 

信息丰富 

选择好的平台 

学生不太喜欢枯燥的理论讲解，喜欢趣味性强的故事性材料。 

学生互帮互助，有问题集思广益。 

严格要求，扩展知识面。 

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下要布置适量的作业，这样学生下去也会学习，不会说学过就忘记了。 

以组为单位讲解对案例的理解，将课堂主导权给学生 

引入学生感兴趣的和与当前形势结合紧密的话题，多让学生参与课堂 

英语授课可以利用微信小程序，可以吸引学生兴趣 

用生活中贴近学生的例子去解释书本学生难懂的知识点，效果很好。 

用腾讯会议教学，学生参与感强 

针对下次课学习内容，布置任务，让同学们下次课发言。 

直播教学可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直播可以调动一部分学生积极性 

指引学生有效预习，了解课堂知识框架，从整体把握部分，更加透彻，并要求学生及时复习。 

重新结合平台课进行每个教学环节设计 

抓住学生感兴趣项目提出问题讨论 

做好学生学习心理工作很重要 

第 11题：您对学院网络教学安排有哪些好的建议？ 

调查结果 

部分学生签到完去干其它事情 

错开教学高峰期进行教学 

督促学生、动员学生坚持网络学习 

多备 2套预案，防止超卡，无法完成教学任务。 

多讲实用性较强的知识 

多开放可以共享资源的平台 

多提供后台支持，系统很容易中断。 

多提供教学资源 

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 

个人认为网络教学不符合本校实际情况 

集中授课 

技术上需学校层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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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优秀教学经验交流 

检查学生的课堂笔记 

建议个别不配合老师的学生学校多加约束 

教师必须做好教学设计，要符合线上线下相统一的教学方案。 

可以上两个课程，有选择性的让学生进行学习。 

可以通过多个平台教学 

理论课可以，实践课网络教学有局限 

那时可以，嗯开直播，更好的来解决学生所想了解的问题 

能不能找个直播平台，让老师们开直播试一试 

任课教师提高课堂管理能力，加强学生学习沟通。 

视频教学提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因为今年的特殊情况加速了教学上的转变，我认为这种模式是未来我们不需

要掌握的，但是平台现在有一些功能还是实现不了，比如查看学生在讨论时的一个活跃度，看不

到活跃度的话对于所带班级公共课的老师来说很难去掌握学生的情况。因此这个方面希望能有所

改进。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提前准备丰富充足的教学资料 

同样课程可以集中上课 

网络教学监控比较困难，建议随机应变，根据师生实际情况鼓励多元化管理课堂，尊重学生的意

愿，忌生硬死板。 

希望不要固定形式或者平台，对老师进行考核。外在因素较多，希望可以让老师自主选择教学平

台，保证教学质量。 

希望学校能提供更多的资源平台 

一门课俩班，能一起上吗 

有一些具体操作步骤不大熟悉，最好设一咨询处，有专门老师解惑指导。 

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院系加强对学生的线上管理 

增加平台可用课程资源 

针对现在网络学习人员较多，固定上课时间点，登录系统、交流答疑等相对困难，我建议：1.

可以把课程相关学习资料提前上传到网络，尽可能详细的布置好学习任务及要求，加强任务完成

度考核（例如：学习进度、章节测试、问答讨论参与情况、作业情况等）；2,学生把不懂的，有

疑问的问题可以上传网络，教师错开高峰期专门组织现场交流答疑或网络留言答疑；形式可以多

样，目的保证学习效果。 

针对线上教学制定更好的奖惩机制 

智慧树再稳定一些， 

重复性填写表格太多 

最好能有统一的平台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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