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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春季学期本科教学时间节点安排 

本科教学运行工作分四个阶段实施：（1）在线教学准备工作；（2）师生返

校前，在线教学运行阶段；（3）师生返校前、后过渡时期，线上线下教学工作

衔接准备；（4）师生返校后，恢复教学常态，补上各项工作。工作进度安排见

图 1。 

 

图 1  2020年春季学期本科教学工作进度安排 

1.1 线上教学准备阶段 

任课教师要及时参加学校组织的技术培训，熟练操作平台，学习线上教学技

巧，提前做好线上教学准备。 

（1）已建有网络课程的教师，可沿用既有平台和课程。 

（2）尚未建设网络课程的教师，鉴于资源利用和培训的便利，建议老师选

择超星平台建课。若选用其他平台建课，教务处将努力协调平台供应商提供支持

和服务。 

（3）在线教学准备。参加在线教学培训；导入学生名单；酌情选用网络教

学平台，以及微信、电话、电子邮件等各种远程工具。充分利用国内外优质在线

教学资源，选用教育部推荐的慕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开发教学资源，包括 PPT、

案例，检查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的测验、考题、讨论题、学习活动方案等。 

2 月底前，实施在线教学的教师需完成至少 4周的教学方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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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线上教学运行阶段 

教师按时开展在线教学，确保学生进行有指导的自主学习和良好的互动交流；

进一步完善课程资源建设和教学设计。 

1.3 返校前后过渡阶段 

师生错峰返校，从学校规定的师生开始返校日起，至恢复常规教学前为返校

前后过渡阶段，开展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 

1. 课程教学 

任课老师应主动关心帮助未同步返校的学生，为其答疑解惑，帮助其跟上

教学进度，根据课程特点利用网络等渠道提供学习课件、资料等，指导学生同

步学习，待回校后再安排进一步学习指导。这种情况不按缺勤处理。根据师生

返校情况，教师本阶段可利用已有的网络课程与线下课堂相结合组织教学，详

见表1。 

表1 师生返校过渡阶段教学方式 

时期 学生已返校 学生未返校 

教师已返校 
按原课表组织线下课堂

授课 

教师安排网络授课、教师或班长、学习

委员直播课堂授课等多种在线教学手段 

教师未返校 
学院安排代课教师，或

任课教师继续网络授课 
继续网络授课 

2. 关于教师坐班答疑、自习辅导、课表与教材等其他后续工作方案将根据

实际情况另行制订并及时告知全体师生。 

1.4 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阶段 

全体师生返校、学校恢复常规教学秩序后，按原课表组织线下课堂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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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教学技术培训与服务保障 

2.1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在线培训课程 

为帮助广大教师尽快掌握开展在线教学的基本技能和要求，推动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融合，教务处依托超星教师发展中心平台，组织开展“停课不停学”

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活动。自即日起，通过超星“学习通”APP为广大教师

提供线上课程或专家直播课程，所有课程均为公益性优质网络学习资源。课程将

围绕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展开，分为技术先导课、综合提升课、重点突破课、

示范指导课四大主题，采取“线上课程+专家直播”的模式开展。每个主题模块

课程结束前，将在“超星教师发展中心（chaoxingjiaofa）”公众号发布下一主

题课表。在线培训课程网址(已错过课程可点击回看 )： https://mooc1-

2.chaoxing.com/course/205796018.html 

2.2 在线课程平台及操作指南 

为满足课程及教学的多样化需求，教务处引入超星、智慧树、爱课程（中国

大学 MOOC）、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华为、讯飞、腾讯等多个平台，教务处将

组织技术直播培训和提供操作指南。同时，对教育部推出的 22 个平台予以技术

支持服务，为教师多元化的在线教学提供课程平台保障。教务处根据学院教师的

反馈，及时组建各平台的服务团队，提高教师、学生对平台资源的利用，做好线

上教学服务与支撑工作。 

2.2.1 主要平台 

主要课程平台详见表 2，教师可提前熟悉一下各课程平台主要界面和风格，

根据课程特点，结合教学需求，自主选择一个课程平台。 

表 2主要课程平台 

课程平台 网址 

智慧树 http://www.zhihuishu.com/ 

超星学银在线 

超星尔雅慕课 

http://www.xueyinonline.com/ 

http://erya.mooc.chaoxing.com/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205796018.html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205796018.html
http://www.zhihuishu.com/
http://www.xueyinonline.com/
http://erya.mooc.chaox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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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 https://www.xuetangx.com/ 

中国大学 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 

好大学在线 https://www.cnmooc.org/ 

 

2.2.2 平台操作指南 

各平台操作手册与视频已上传至教务处网站，如图 2，持续更新，敬请关注

（网址：http://jwc.shnu.edu.cn/wljxpt/list.htm）。 

各平台使用指南与网址索引见表 3。 

 

图 2 教务处数字资源中心 

表 3 各平台使用指南与网址 

序号 平台名称 平台网址 服务支持内容 查看网址 

1 
上海师范大学

网络教学平台 

http://shn

u.fy.chaox

ing.com/po

rtal 

教师账户开通流程 

(20200202更新) 

http://jwc.shnu.edu.cn/fc/a6/c2278

4a654502/page.htm 

超星平台使用指南 

（短视频版） 

http://jwc.shnu.edu.cn/ec/3a/c2278

4a715834/page.htm 

使用手册（教师版）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

icle/files/33/7b/b37110b14cceaf3fa

59264f45f24/145efe04-8a71-4c2a-

9cc9-49fd06df4a9b.pdf 

https://www.xuetangx.com/
https://www.icourse163.org/
https://www.cnmooc.org/
http://shnu.fy.chaoxing.com/portal
http://shnu.fy.chaoxing.com/portal
http://shnu.fy.chaoxing.com/portal
http://shnu.fy.chaoxing.com/portal
http://jwc.shnu.edu.cn/fc/a6/c22784a654502/page.htm
http://jwc.shnu.edu.cn/fc/a6/c22784a654502/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c/3a/c22784a715834/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c/3a/c22784a715834/page.htm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3/7b/b37110b14cceaf3fa59264f45f24/145efe04-8a71-4c2a-9cc9-49fd06df4a9b.pdf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3/7b/b37110b14cceaf3fa59264f45f24/145efe04-8a71-4c2a-9cc9-49fd06df4a9b.pdf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3/7b/b37110b14cceaf3fa59264f45f24/145efe04-8a71-4c2a-9cc9-49fd06df4a9b.pdf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3/7b/b37110b14cceaf3fa59264f45f24/145efe04-8a71-4c2a-9cc9-49fd06df4a9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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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指南（教师版） 
http://jwc.shnu.edu.cn/eb/0c/c2278

4a715532/page.htm 

学习通速课制作指南 
http://jwc.shnu.edu.cn/eb/10/c2278

4a715536/page.htm 

学习通同步课堂使用指南 
http://jwc.shnu.edu.cn/eb/0f/c2278

4a715535/page.htm 

学习通直播答疑使用指南 
http://jwc.shnu.edu.cn/eb/0e/c2278

4a715534/page.htm 

2 中国大学 MOOC 

https://ww

w.icourse1

63.org/ 

教师账户开通流程 
http://jwc.shnu.edu.cn/a1/4e/c2595

6a696654/page.htm 

开通 MOOC课程教师操作手

册 

http://jwc.shnu.edu.cn/eb/12/c2595

6a715538/page.htm 

校内 SPOC课程教师操作手

册 

http://jwc.shnu.edu.cn/eb/11/c2595

6a715537/page.htm 

3 好大学在线 

http://www

.cnmooc.or

g/ 

教师账户开通流程 
http://jwc.shnu.edu.cn/fc/ad/c2278

5a654509/page.htm 

教师操作手册 
http://jwc.shnu.edu.cn/eb/18/c2278

5a715544/page.htm 

4 
腾讯教育应用

平台 

https://di

ngdang.qq.

com/edu/in

dex.html 

操作指南（教师版）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

icle/files/44/2c/d9bfdeef49ec85052

b35b5f1732d/b99caf02-e2e2-4878-

a259-c9fca9463d64.pdf 

5 
BB教学平台

(校内) 

http://bb.

shnu.edu.c

n 

BB教学平台使用说明 
http://jwc.shnu.edu.cn/37/73/c2150

1a669555/page.htm 

教师账户开通流程 
http://jwc.shnu.edu.cn/fc/b2/c2150

1a654514/page.htm 

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 

教师使用手册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

icle/files/3e/53/e232f996408babb73

41e38db14a0/5df8a5dd-d995-4260-

8f8b-04217ceacd39.pdf 

http://jwc.shnu.edu.cn/eb/0c/c22784a715532/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0c/c22784a715532/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10/c22784a715536/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10/c22784a715536/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0f/c22784a715535/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0f/c22784a715535/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0e/c22784a715534/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0e/c22784a715534/page.htm
https://www.icourse163.org/
https://www.icourse163.org/
https://www.icourse163.org/
http://jwc.shnu.edu.cn/a1/4e/c25956a696654/page.htm
http://jwc.shnu.edu.cn/a1/4e/c25956a696654/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12/c25956a715538/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12/c25956a715538/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11/c25956a715537/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11/c25956a715537/page.htm
http://www.cnmooc.org/
http://www.cnmooc.org/
http://www.cnmooc.org/
http://jwc.shnu.edu.cn/fc/ad/c22785a654509/page.htm
http://jwc.shnu.edu.cn/fc/ad/c22785a654509/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18/c22785a715544/page.htm
http://jwc.shnu.edu.cn/eb/18/c22785a715544/page.htm
https://dingdang.qq.com/edu/index.html
https://dingdang.qq.com/edu/index.html
https://dingdang.qq.com/edu/index.html
https://dingdang.qq.com/edu/index.html
http://bb.shnu.edu.cn/
http://bb.shnu.edu.cn/
http://bb.shnu.edu.cn/
http://jwc.shnu.edu.cn/37/73/c21501a669555/page.htm
http://jwc.shnu.edu.cn/37/73/c21501a669555/page.htm
http://jwc.shnu.edu.cn/fc/b2/c21501a654514/page.htm
http://jwc.shnu.edu.cn/fc/b2/c21501a654514/page.htm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e/53/e232f996408babb7341e38db14a0/5df8a5dd-d995-4260-8f8b-04217ceacd39.pdf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e/53/e232f996408babb7341e38db14a0/5df8a5dd-d995-4260-8f8b-04217ceacd39.pdf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e/53/e232f996408babb7341e38db14a0/5df8a5dd-d995-4260-8f8b-04217ceacd39.pdf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e/53/e232f996408babb7341e38db14a0/5df8a5dd-d995-4260-8f8b-04217ceacd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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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线课程开课准备工作 

3.1 修订大纲和教学进度表 

按照在线教学的要求，重新修订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表，在开学前四周安排

适合线上完成的教学内容。建议：选择适合在线教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作为网络

学习的主要内容。 

3.2 选取在线课程平台 

选择合适的在线课程平台，新建任教课程及教学班，导入班级的学生名单，

熟悉平台的各项功能及其教学应用。使用学习通平台的老师建议大家提前熟悉课

程建设、任务点设置、通知发放、学习监测、作业发布、PBL等常用的功能。 

3.3 上传和完善网络学习资源 

复制并修改已有的网络学习资源（如使用超星学习通里的示范教学包建课、

好大学在线引入资源课程复制建课的课程里资源）或制作完善支持学生自学的教

学 PPT、内容讲解视频等学习资源。建议基础理论可以选择网络上已有的资源，

基础技能操作可以自己录制操作视频或选择 B 站等网络平台上已有的资源（可以

通过超链接的形式分享给学生）。 

3.4 设计考核方式 

基础知识建议以客观题为主（如选择、判断、填空等），减少批阅作业的工

作量，同时能较快地统计出学生的学习效果。更深层次的知识可以设计适合通过

网络学习平台进行互评的作业（同学们匿名评价彼此的作业，在评价中通过其他

同学的作业有助于自己的查缺补漏）等能有效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法。 

3.5 通知学生 

任课教师应做好在线教学的逻辑组织，示意如图 3所示。 

在开课之前，多种途径提前通知学生本课程前期采用网络教学的模式，让学

生提前做好学习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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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线教学逻辑组织 
 

 

特别注意：请各位教师建立微信群、QQ 群等交流平台时，严格落实群主管

理责任，严格核实所有成员身份，严格落实实名制度，严格入群批准验证，杜绝

陌生人随意入群现象，对身份存疑的尽快清除出群。

i=1,2,3… 

前提步：提前通知并确保全体学生加入自己设定的学习

通班级群或其他平台课程群 

第一步：在群内告知学生第 i 次上课时的教学任务 

（例如告知学生授课方式，采取观看视频或直播

授课，时长，作业布置等等） 

第二步：在课表上规定的第 i 次上课时间，在群里再次

提醒同学们上课，布置和开展教学任务 

循
环
第
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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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线课程建设案例 

本文选择好大学在线上的国家级精品课程《电路原理（上）》和超星学习通

上的示范教学包《现代教育技术应用》2 门网络课程，1 门我校教师自建网络课

程，1门引用中国大学 MOOC上的《高等数学》为辅助资源的课程为案例，对这 4

门课程的第一周教学内容安排进行教学设计分析。 

4.1 引入慕课校内开课 

原课程教师：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张峰教授 

使用“好大学在线”平台，引入已有资源开课成功后，在本校课程中点击课

程名称后的开课情况，对课程进行管理。 

 

1．开课属性 

在开课属性里修改开课名称为“2020春”，按照我校校历设置开课时间和选

课时间，完成其他相关设置。 

 

2．课程信息 

按照自己的教学实际情况，修改课程介绍、课程大纲、考核标准、学习目标、

教学团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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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内容 

根据我校课时安排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等，对原有课程安排及资源进行修改

完善，可以修改或删除已有章节安排，设置发布时间； 

 

比如可以新增一个章节，发布一些防疫控疫的知识以及本课程网络学习安排

和要求等。 

 

也可以修改、调整或增加新的讲；可以在某一讲的内容后面设置里替换或删

除原课程资源，也可以新加视频、文档、讨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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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第一章的内容讲解符合我校学生的学习需要，所以没有做调整，但

是原课程中的测试题需要调整，这时我们应该点击题目后面的设置图标，对题目

进行编辑。 

 

4．成员管理 

删除原有课程助教，添加我校教学团队的老师，并用模板导入修读本课程的

我校学生名单。如果老师设置有小组完成的任务，在这里也可以导入分组名单。 

5．教学互动 

教学互动栏目有客观练习、主观练习、分组练习、线上考试等多项功能，

在本课程中，每章都有客观练习题目供老师们直接使用（如需修改题目请查看

课程内容部分的相关讲解），老师们可以在资源库中查看到本课程所有的练习

题：进入课程首页，点击课程名称后的编辑，选择资源库里的练习题目，点击

引用资源，就可以发现本课程中所有的练习题目了。 



 

11 

 

 

电路分析(上)课程中其他功能的相关操作及应用比较简单，老师们根据平台

上的说明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有疑问可以查看平台上的学习指南和常见问题。 

4.2 使用学习通平台课程示范包建课 

原课程教师：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李志河教授 

使用“超星学习通”平台，用示范教学包建课成功后，在我教的课中可以对

该课程进行管理。 

1．章节修改与完善 

 

进入课程之后，点击目录后面的“编辑”，对章节内容进行修改。本课程中

李教授已经根据教育部要求，增加了疫情防疫系列课程。根据老师的个人教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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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对课程内容进行了再设计，设计结果如下图所示，供老师们参考： 

 

说明：因为本学期前几周的课程都需要学生网上学习，所以设计课程是按照

周次进行设计，在修改过程涉及到的技术要点有： 

(1) 取消显示章节序号：管理——课程管理——课程章节设置； 

(2) 调整不同章节内容到同一章节：编辑——选择要移动的内容后，点击移

动到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移动到的章节名称后点击对话框下方的

确定按钮。 

 

 

(3) 测试题：对原有题库中的题目进行修改，作为检验第一周同学们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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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检测题。 

2．管理 

 

班级学生、教师、助教、课程等的管理，操作比较简单。 

4.3 自建慕课开展混合教学 

我校教师自建的混合教学课程 

 

1.课程简介 

介绍课程基本信息，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进度等，最好是上传

完整的教学大纲和进度表（因为本学期的特殊原因，可以暂时上传初稿，等正式

开学时间确定了修改定稿后再上传最新版本的大纲和进度表）。需要重点强调前

期网上教学的相关要求（比如每周网络学习的任务有哪些，作业、测试题、讨论

等需要在什么时间节点前完成）及注意事项（比如教学 PPT、教学视频、作业等

设置为任务点的内容和任务，完成度是计入考核成绩的）。 

2.学习资源 

本课程第一周提供的学习资源主要有两个：课程简介的视频（1.2）和教育

部的相关文件（1.3），均设置为了任务点，视频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本课程的

主要内容，文档有助于同学们理解为什么要对师范生开设本课程以及教育部对师

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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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往面授课堂中使用的第一课 PPT也提供给学生，有助于同学们更系

统全面的了解本课程的内容和要求（如果没有教学视频的老师，可以利用以往面

授时使用的教学 PPT录制速课，配有任课老师讲解声音的 PPT更有利于学习者的

学习）。 

3.评价方式 

平台会记录学生学习任务点的时间长度，除了任务点，每一周都会根据教学

内容，安排测试题（以客观题为主，检验学生观看视频和学习文档的效果），并

设置讨论题检验学生对知识点的深入理解以及知识迁移能力。 

4.4 使用线上课程资源辅助开课 

中国大学 MOOC的《高等数学》国家精品课程 

1.新建空白课程（以超星学习通为例） 

登录超星学习通（手机 APP或网页版均可以），新建空白课程，本案例以

高等数学课程为例。 

 

https://mp.weixin.qq.com/s/HcpzULdnyrdRQBywXIK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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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建课程---输入课程名称---选择或上传课程封面---选择生成课程单

元的方式---建课成功 

2.查找并选择已有国家精品课程资源（以中国大学 MOOC为例） 

登录中国大学 MOOC，在课程搜索框里输入高等数学，选择国家精品课程，

查看搜索结果，进入课程后选择进入学习，浏览课程内容，选择适合自己教学

使用的资料。 

 

可参考多门国家精品课程，选择适用于我校学生和学情的教学资源。 

3.设计完善自己的课程（在学习通里完善课程章节内容） 

根据国家精品课程内容和自己教学经验，修改超星学习通里的课程安排，

超链接大学 MOOC中的学习资源，上传自己已有的教学资料，布置学习任务和课

后作业等。 

 

超链接分享精品课程中学习资源的方式 

（1） 视频：建议使用微信二维码分享 

（2） 文档：可以直接下载，再上传到自己的课程中供学生使用 

https://mp.weixin.qq.com/s/HcpzULdnyrdRQBywXIKGpA
https://mp.weixin.qq.com/s/HcpzULdnyrdRQBywXIK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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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质的网络课程资源 

教务处运行科梳理了春季学期开课的课程数据和各大课程平台的免费网络

课程资源，按照学科门类进行整理，为教师推送相应门类的网络课程资源，帮

助教师快速定位、减少寻找资源的时间。同时，鼓励教师充分用好教育部发布

的线上金课和 2.4万门优质网课课程。截止 2 月 10日，我校采用引用线上优质

课程的教学班比例为 27.63%。 

课程清单已公布至教务处网站，如图 4所示，详情请点击以下网址：

http://jwc.shnu.edu.cn/eb/1e/c17119a715550/page.htm 

 
图 4 课程资源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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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线上教学常见问答 

全面在线教学前所未有，为帮助教师尽快适应、顺利地开展线上教学工作，

我们对相关常见问题进行梳理，结合初期已遇到的问题，特编制本常见问答，供

参考。本线上教学常见问题 Q&A 会持续更新，咨询方式见教务处首页

（jwc.shnu.edu.cn)教师公告或数字资源中心→网络教学问题 Q&A，供教师随时

查看。 

1、线上教学什么时候开始？ 

答：线上教学开始时间：3月 2日。2月底前，各学院完成线上教学准备工作。 

2、学校什么时候正式开学？ 

答：根据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依照学校延期开学的工作安排，3月 1

日前，除特殊情况外，全体师生一律不得返校，具体返校时间及开学时间待学

校另行通知。 

3、线上教学要维持多长时间？ 

答：线上教学运行时间长短取决于学校安排，开学返校后将逐步实现与线下课

堂教学的过度与衔接，补齐教学进度。 

4、哪些课程需要开展线上教学？ 

答：各学院及老师根据课程的特点及教学要求，自主选择线上教学方式与途

径，报教务处备案。对于不适合做线上教学的课程，各学院、教师统筹调整，

在返校后实施教学；实验、实践等需要特定教学条件的课程原则上顺延至返校

后组织实施；对于部分具备远程实验条件的实验，老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虚

拟仿真实验等方式进行；各种校内外实践、实训、实习活动暂停。 

5、线上教学有哪些形式？各自有什么特点？  

答：线上教学主要有五种形式： 

(1)慕课+线上辅导；(2)SPOC+线上辅导；(3)线上录播+线上辅导；(4)线上

直播+线上辅导；(5)线上自学+线上辅导。 

五种主要线上教学形式的特点： 

(1)慕课+线上辅导。慕课是指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通常包含知识点教学视频、随堂测验、线上作业、线上考试等完整

的教学要素。“慕课+线上辅导”是指利用自建慕课在慕课平台开展线上教学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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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或采用他人慕课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在校内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线上教学辅

导。 

(2) 线上 SPOC+线上辅导。SPOC 是指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线上 SPOC+线上辅导”是指采用他人慕课在慕

课平台开设 SPOC班级来开展线上教学辅导，这种方式需要向对应的慕课平台申

请（申请方式见问题 7）。  

(3)线上录播+线上辅导。线上录播是指利用工具提前录制好上课所需内

容，将内容放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供学生线上自学，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

线上集中辅导。 

(4)线上直播+线上辅导。线上直播是指利用直播工具开展音频或视频在线

的实时授课，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线上集中辅导。（因同时在线学生数量

多易导致网络教学平台拥堵、卡顿，影响教学效果，故不推荐采取直播授课方

式，特殊情况除外） 

(5)线上自学+线上辅导。线上自学是指将课程学习资源上传到学校网络教

学平台供学生线上自学，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线上集中辅导。 

6、我应选择哪种教学形式？  

答：老师自主选择适合课程开展的线上教学形式，鼓励充分运用优质慕课和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创新教学形式，设计符合课程特点及学生的网络教学活

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7、开展线上教学，我需要准备什么？  

答：可按照以下步骤做准备：  

(1)参与学校组织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直播和录播视频培训，可通过学习

通 APP，在右上角输入邀请码“jsfz”加入培训课程观看。  

(2)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教师培训，充分发挥教学团队、专业负责人和教学

骨干的优势，相互讨论和交流，设计课程线上教学方案。 

(3)如采用线上 SPOC+线上辅导方式（见问题 5），则需开设 SPOC班级，请

您点击链接（https://www.wjx.top/jq/57275422.aspx），进行登记。 

(4)2月底前，完成至少 4周的线上教学方案。在网络教学平台上的课程门

户页面，注明本课程的教学形式、考核方式及学习要求等，同时将课程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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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学生。如引用校外慕课，则需在课程门户页面说明慕课来源信息，提醒学

生提前在慕课所在平台注册账号，加入所在慕课班或 SPOC 班等，做好学生通

知工作。 

8、在线教学应如何开展？  

答：建议做好线上教学日历，做好教学单元的课前、课中和课后教学设计，并

在开课前 3天左右发布学习任务，通知学生提前学习。建议在上课时间内，登

录网络教学平台或借助教学工具开展线上集中辅导，以及教学结束后布置作业

及课后学习任务。  

9、上课时间应如何教？  

答：建议根据线上教学形式来确定。若采取直播方式，则开展实时授课。若采

取非直播方式，应开展线上集中辅导，包括但不限于在线讨论、在线案例分

析、在线答疑、在线作业、测验等，老师可以灵活选择，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

地掌握课程内容。另外，老师应做好学习任务设计，引导学生进行深度、高阶

的思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0、学生没有教材怎么办？ 

答：建议任课老师提供电子学习资料供学生学习，确保学习效果：(1)如有电子

教材，则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2)如无电子教材，则上传可替代的学习资料。 

11、什么是学习通？  

答：学习通是超星网络教学平台的手机客户端工具，与 PC端的学校网络教学平

台内容保持一致，老师可以选择一种或两种结合起来一起使用。学习通可在学

校网络教学平台或手机平台的应用商店下载。学校已为我校老师统一注册账

户，用户名是工号。 

12、我对网络教学平台和学习通完全不熟悉，怎么办？  

答：学校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具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1）教务处网站发布的“上海师范大学网络教学平台 - 在线教学指南

（教师版）”，提供了网络教学平台的培训课程和教学指南。 

（网址：http://jwc.shnu.edu.cn/eb/0c/c17119a715532/page.htm） 

(2)参与学校组织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直播和录播视频培训，可通过学习

通 APP，在右上角输入邀请码“jsfz”加入培训课程观看。 

http://jwc.shnu.edu.cn/eb/0c/c17119a715532/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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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入超星建课支持微信群“上海师范大学在线教学”，因微信群的限

制，让学院教务老师邀请加入。 

(4)加入网络教学平台答疑 QQ 群(教师群)：1030589350。 

13、我可以自主选择网络教学平台（工具）开展线上教学吗？  

答：可以。鼓励老师拓宽思路，根据教学需求，酌情选用网络教学平台及微

信、电话、QQ、电子邮件等工具，实施线上教学和指导学生。 

14、我想用慕课开展线上教学，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着手？  

答：为您提供以下帮助方式：  

(1)教务处网站发布的“国内主要网络课程资源平台课程清单及操作手

册”，提供了国内高教领域主要在线课程平台的网络课程资源。老师可在其中

选择合适的慕课或登录慕课平台查询课程。（网址：

http://jwc.shnu.edu.cn/eb/1e/c17119a715550/page.htm） 

(2)2月底前，问题 7提供的网址链接中登记您的信息，等待慕课平台工作

人员为您开课。 

(3)扫描右边二维码加入慕课使用服务群，主要

慕课平台工作人员在群内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如二

维码失效请联系教务处黄慧：

huangh@shnu.edu.cn。 

(4)提前熟悉各慕课平台的基本操作，我们准备

了中国大学 MOOC、超星尔雅、学银在线、智慧树等平台的操作手册，见教务处

网站-教学数字资源中心 http://jwc.shnu.edu.cn/wljxpt/list.htm。  

温馨提示：若不是“采用他人慕课在慕课平台开设 SPOC班级”这种方式，

仅希望为学生拓展学习资源，不需要在慕课平台开课，则只需自行选好慕课课

程，将链接发给学生即可，无需登记信息。 

15、我只能从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超星、智慧树选慕课吗？  

答：不是。老师根据教学需求自主选择慕课。关于慕课的来源，因我校与爱课

程（中国大学 MOOC）、学银在线、超星尔雅、智慧树、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

等六家平台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这六家平台上选择慕课，学校将提供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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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开课支持。如要从其他慕课平台选课，请教师自行联系平台咨询开课事

宜。 

16、线上教学如何评定学生成绩？  

答：成绩考核方式建议在第一次上课时告知学生。建议老师将学生的在线教学

活动纳入平时成绩考核范围，包括在线签到、在线视频观看时长、在线讨论次

数、在线测验成绩、在线回答问题数量、在线评论数量等。教师根据课程的特

点，自行决定平时成绩与总成绩的比例。 

17、线上教学算课时工作量吗？  

答：按学院网络教学工作方案的要求，老师要做好线上开课准备、实施线上教

学、进行在线辅导等，由学院认定相应教学工作量。 

18、在线直播和在线辅导时，网络突然卡顿了，怎么办？  

答：建议按以下情况处理： 

(1)若个别学生出现卡顿现象，课后让该学生观看直播回访或进行辅导； 

(2)若教师出现卡顿现象，老师应在事先建立的 QQ群或微信群上进行临时

线上辅导。  

温馨提示：建议开课前以授课班为单位组建微信群或 QQ群，以备不时之

需。 

19、我被隔离了，没有电脑或网络，不能开展线上教学，怎么办？  

答：由于隔离等原因不能开展线上教学的老师，应主动向学院汇报情况，由学

院负责安排其他老师代为上传教学资源及开展线上教学。如确实找不到代课教

师，经学院审核，报教务处备案。所缺课时待恢复开学后再行补课，确保完成

教学任务。 

20、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应如何开展？  

答：各学院结合专业实际，合理安排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进程，确保开

题、中期检查和答辩等各环节有序进行。指导老师可利用电话、网络等方式进

行远程指导，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成。若已开题论文（设计）需要使用学校实

验设施才能完成，导师应与学生讨论评估，可优先开展文献查阅、理论研究等

工作。实验、在外采集数据、调研等无法进行的环节，可待返校后补上后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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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于评估判断不能按时完成的选题，可申请更改选题。毕业论文的答辩工

作，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灵活采取线上或线下答辩的方式。 

21、线上教学过程中出现问题应向何处反映？  

答：按照以下问题，分别向相关部门及网络教学平台反映：  

(1)学校网站不能正常访问或访问速度较慢，请联系信息化办公室，详见

http://xxb.shnu.edu.cn/ec/75/c120a715893/page.htm。 

(2)学校网络教学平台或学习通不能正常登录或不能正常使用，请通过网络

教学平台服务电话 4006999516、学习通在线客服咨询（每日 9:00-17:00）进

行反映；或通过网络教学平台答疑 QQ群(教师群)：1030589350进行反映。 

(3)慕课学习平台或工具不能登录或正常使用，请通过各慕课平台客服在线

反映，也可通过慕课服务微信群反映（见问题 14）或通过网络教学平台答疑 QQ

群(教师群)：1030589350进行反映。 

更多线上教学相关信息将在教务处网站发布，请及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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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线上教学应急预案 

在线教学的开展完全依赖网络，存在可能因平台故障、网络拥堵等情况导致

教学无法顺利进行的风险。对此，教师需有充分的认识，至少准备两套教学方案。

特别是采用直播授课教学模式，教师必须有提前准备好课程教学视频等资源的备

用方案。建议： 

1、课程资料提前多途径发给学生，提前上传资源至课程教学群或其他可供

学生随时下载的网络地址（如百度网盘、QQ邮箱等），以便在出现网络教学平台

故障、视频直播滞后或卡顿等特殊情况下应急使用； 

2、教师需提前熟悉网络教学平台功能，有条件时应在正式开课前进行网络

试讲，提前进行技术故障排查和教学方案切换演练； 

3、授课过程中，若遇网络异常等原因导致教学活动无法顺利进行时，应通

过其他途径（如手机端 QQ 或微信课程群），布置课程研讨主题或课堂作业，安

排学生观看视频自主学习，待网络正常后再以答疑方式对学生学习进行辅导强化； 

4、建议各教学班设置学生联络人，确保教师的教学安排有序传达； 

5、教务处已提供几种即时互动平台网课开播指南，教师可根据学科内容的

呈现需求、自身使用习惯、授课过程中遇到的突发状况，选择具备专业功能的即

时互动平台。具体技术指导，可在教务处网站-数字资源中心查阅（网址：

http://jwc.shnu.edu.cn/ed/17/c27072a716055/page.htm）。 

6、建议教师提前预留学生自学预案并提供自学素材，推荐阅读书目，用好

精品课程资源和学校课程资源。 

http://jwc.shnu.edu.cn/ed/17/c27072a716055/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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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线上教学咨询方式 

1、技术交流群 

为及时解决各位老师建设远程课程时碰到的各类问题，由教务处联合平台专

业技术人员提供支持保障，群策群力，及时和共享在线教学经验，技术支持群相

关信息如表 5。 

表 5 在线教学技术交流群信息 

咨询群名 咨询平台 群 QQ 号/群二维码 

SHNU教师咨询群 腾讯 QQ 1030589350 

慕课开课信息汇总 QQ群 

(教师群） 
腾讯 QQ 1053813261 

慕课服务微信群 微信 

 

上海师范大学在线教学 微信 

备注：群成员超 200人，无法

通过扫码入群，可通过学院教

务老师或专业负责人邀请入群 

 

2、意见或建议反馈 

各位老师，感谢您在特殊时期为学校教学工作做出的贡献，为了给您提供更

好的在线教学支持服务，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意见或建议，若有不足之处，也请您

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及时改进，谢谢！ 

建议表单提交通道： 

（1）网址：https://www.wjx.cn/jq/58697661.aspx 

（2）二维码： 

     

https://www.wjx.cn/jq/5869766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