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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2 疫情防控期间 

研究生在线教学工作周报（第十二周） 

1. 开课情况 

第 12 周开设在线研究生课程 156 门，共计 532 学时，开课率为

100%。相比于第 11周，新开课程 6门，结课 21 门。 

 

图 1 第 12周研究生授课每日开课情况（5月 3日-5日为假期） 

 

  

图 2 各院（部）第 12周研究生授课开课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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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课情况 

从任课教师和学生反馈来看，师生对在线教学认可程度进

一步提升，认为线上课程教学对于改变研究生被动学习、惰性

学习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培养研究生自主学习、探究性学习

的良好学习习惯和方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例如，研究生公

共外语网络课程教学内容丰富，许多内容紧密结合，很多同学

表现出较传统授课还要高的积极性和认真度，不仅高标准地完

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而且积极与同学分享学习经验。 

然而，在线授课依然存一些“老”问题，有待继续研究完

善。反馈最多的是任课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不能观察学生的学习

状态，不能确定学生真实的学习效果。对此任课教师做了教学改

进：采用更加灵活的教学策略，针对选课硕、博士研究方向，

进行课程内容定制，针对即将开展的开题实验开展独自研讨。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多进行授课内容的讨论与交流，适当增加

学生的报告分析，适当邀请校外的专家进行授课，拓宽学生的

视野。 

3. 下一步举措 

（1） 加强线上教学数据统计和诊断。 

（2） 加强课程考核工作的监督。 

（3） 进一步重视优秀在线教学案例的总结与宣传工作。 

 

                                             研究生院 

                                           2020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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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各院（部）2019-2020-2 学期第十二周在线授课情况总结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课程：6013105 地球介质力学 

授课教师：杜启振；授课方式：QQ群，群号 1054298197；上课时间：5-

12周，周五 5-8节 

课堂出勤：本周上课两次，出勤率 100%。顺延一周进行补课。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腾讯会议上课，网上发布课程学校教材和音频一

次，与学生互动较多。 

2.课程：SZ01014/6011028  油气勘探综合技术实训 

授课教师：冯建伟、孟祥梅；授课方式：QQ群视频共享，腾讯会议，QQ

群：874495149；上课时间：10-17 周: 12-16周：周一 1-4节、周三 7-8

节。 

课堂出勤：本周五一放假，本周上课 1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通过腾讯视频讲解了软件的安装和资料中过程，

学生互动较多，与学生沟通积极。 

3.课程：6013108/S01055  定量地震学 

授课教师：吴国忱；授课方式：QQ群，QQ群:810647040；上课时间：6-

13周:周三 3-4 节、周四 3-4节 

课堂出勤：本周采用腾讯会议上课 2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通过纸上板书结合腾讯会议形式上课，课堂讨论

较多，学生反映较积极。 

4.课程：6014005 定量测井声学 

授课教师：唐晓明；授课方式：QQ群及 QQ会议，QQ群:709634113；上

课时间：6-13 周：周三晚上 21:00-23:00；周五晚上 21:00-23:00 

课堂出勤：本周上课两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使用 QQ腾讯会议上课，课程与学生互动较好。 

5．课程：SZ01028/6013125 地震波动力学 

http://geori.upc.edu.cn/


 4 / 67 

 

授课教师：孙成禹；授课方式：QQ群+微助教平台，QQ群（1087464604）；

上课时间：9-16周:周一 7-8节、周五 5-6节 

课堂出勤：本周上课 1次，五一放假停课 1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采用 QQ 屏幕共享，与学生互动较多，布置作业一

次。 

6．课程：6011053 应用层序地层学 

授课教师：张世奇；授课方式：微信群，腾讯会议，群号：Sequence 

Stratigraphy；上课时间：6-13周:周二 9-10 节、周四 9-10节 

课堂出勤：本周上课两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通过腾讯会议模式授课，学生讨论比较积极，布

置作业 1次。 

7.课程：6011005 岩矿测试技术 

授课教师：董春梅、陈勇；授课方式：QQ群屏幕分享， QQ群：

768557157；上课时间：9-16周:周一 3、节，周四 5、6节 

课堂出勤：五一放假停课 1次，本周上课 1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通过腾讯群共享模式讲课，与学生沟通积极，安

排专家讲课一次。 

8.课程：SZ01040 油气资源评价 

授课教师：金强；授课方式：腾讯会议， QQ群：664241163；上课时

间：9-16周:周二 7、8节，周四 5、6节 

课堂出勤：五一放假停课 1次，本周上课 1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安排学生自学与讨论。与学生沟通积极。 

9.课程：SZ01027/6013018 地球物理软件分析与应用 

授课教师：王保丽；授课方式：腾讯会议， QQ群：1084865873；上课

时间：9-16周:周三 9、10节，周五 1、2节 

课堂出勤：本周上课 2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通过腾讯会议讲课，与学生沟通积极。 

10.课程：6011022 微体古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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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杨景林；授课方式：腾讯会议， QQ群：547929255；上课时

间：9-16周:周二 9、10节，周六 3、4节 

课堂出勤：五一放假停课 1次，本周上课 1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通过腾讯群，安排学生自学及讨论，发布 PPT相

关教材。 

11.课程：SZ01025/6011004 成岩作用与储层评价 

授课教师：王艳忠；授课方式：QQ群屏幕分享，QQ 群：662948562；上

课时间：9-17 周:周五 3、4节，12-18周 周二 5、6节。 

课堂出勤：本周五一放假，停课 1次，安排后续补课。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通过腾讯群，安排学生自学及讨论，发布 PPT相

关教材。 

12.课程：6011023/6011024  沉积地球化学/岩石地球化学 

授课教师：周瑶琪；授课方式：QQ群视频共享，腾讯会议，微信群：岩

石地球化学；上课时间：10-17周:周一 1、2节，周三 5、6节。 

课堂出勤：本周五一放假，本周上课 1次，出勤率 100%。 

课堂作业和讨论情况：通过微信电子签到，课堂提问检查学生签到情

况，与学生沟通积极。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本周运行平稳，无问题。 

 

三、建议和意见 

无。 

 

 



 6 / 67 

 

石油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开设网上课程上课情况统计： 

1.课程名称《非常规油气钻完井工程》 

授课人数：8 

授课方式：直播 

课堂运行情况：良好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  

本周学生云课堂自学参与情况：0  % 

本周录制并上传云课堂视频和 PPT：0 个 

本周组织讨论:1  次 

2.课程名称《海洋工程水动力学》 

授课人数：16 

授课方式：qq直播 

课堂运行情况：良好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 全到 

本周学生云课堂自学参与情况：无 

本周录制并上传云课堂视频和 PPT：无 

本周组织讨论：1次 

3.课程名称《油田化学工程与应用课程》 

授课人数：85 

授课方式：网络授课（腾讯课堂） 

课堂运行情况：良好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平均） 

本周组织讨论：2次 

4.课程名称《计算流体力学》 

授课人数：26 

授课方式：钉钉 

课堂运行情况：良好 

http://cj.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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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 实到 25人 

其他总结：已在钉钉群上传上课 PPT，并布置作业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学生存在网络延迟或者断网的问题。 

 

 

三、意见和建议 

    建议学生尽快返校参加上机、实训环节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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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化院第 12 周共有 6门课程线上授课。具体授课情况如下： 

1、《催化原理》    授课教师：柳云骐 

本周继续采用 QQ群+腾讯会议模式得线上教学。为保证不出差错，提前

录制了教学课件以备教学过程的应急。另外，面对教学过程中常有的如学生

忘记关麦、视觉/听觉疲劳等开小差等问题，强化了过程监控。随着软件使用

熟练和线上教学过程的经验积累，教学中存在的紧张和互动不够等问题得到

明显改善，教学效果逐渐向好。 

2、《环境污染修复技术》   授课教师：赵朝成 

按照第 12 周课表时间完成网上教学，应上课人数 20 人,出勤率

100%。采用腾讯会议系统正常完成课程网络授课,教学过程顺利。讲授、交流

学习内容为环境保护形势、法律法规现状及趋势、生态环境标准及应用等,学

生反应声音清楚、图像清晰,课后将课程相关文档发送到本课程 QQ交流群,供

学生课后学习。 

3、《绿色化工技术》   授课教师：刘晨光 

已经按照第 12周课表时间，采用腾讯网络会议系统正常完成课程网络授

课。学生上线比较踊跃，80%以上同学在线，缺课人数较少。与学生网上咨

询，授课效果比较好，学生反应声音清楚、图像清晰。 

4、《能源化工技术进展》    授课教师：刘晨光 

已经按照课表时间，采用腾讯网络会议系统完成第 12周课程网络授课。

学生上线很踊跃，基本全勤在线，有时 1-2人缺课。与学生网上咨询，授课

效果比较好，学生反应声音清楚、图像清晰。 

5、《仪器分析技术与应用（专硕）》   授课教师：李彦鹏 

系统选课人数 110人，本周实际听课人数 95-99人，出勤率 85%以上。

缺勤原因主要为有几位学生反映是家中有事。 

课程通过腾讯会议客户端，以屏幕共享模式分享课件内容，授课老师通

过麦克风现场讲解。总体教学形式与普通课堂授课保持一致。使用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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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可以有效保证网络稳定，以屏幕共享模式授课保证了课件中所有内容

（特别是视频、动画、幻灯片播放效果等）均可与课堂授课效果一致。 

课前、课中教师均与学生沟通网络是否稳定、声音是否清晰，学生反馈

均好。 

另，教师开课前已将所有课件电子版上传公共邮箱以及百度网盘。授课

之后课件如有修改的，新版本随时更新至公共邮箱。方便学生提前下载预习

或课后复习用。 

6、《水处理工程》   授课教师：赵朝成 

已经按照第 12周课表时间完成网上教学，应上课人数 64人,85%以上同

学在线学习，缺勤原因主要为有几位学生工作值班(在职同学)。采用腾讯会

议系统正常完成课程网络授课,教学过程顺利。讲授、交流学习内容为水处理

混凝技术原理及进展、沉淀及澄清技术原理及进展,学生反应声音清楚、图像

清晰,课后将课程相关文档通过本课程 QQ交流群发送给学生课后学习。 

 

 

二、 存在主要问题 

    无。 

三、 意见和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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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机械振动》刘健  

本周讲解上周布置任务的重点、难点，学生汇报学习心得，所有选课同

学都参加，进行了开放性的分享，老师进行补充点评，大部分同学除完成要

求的自学外，针对布置的问题都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准备都很充分，提出的

问题高度也很高。 

2：《安全人机工程》庞罕  

本周是第四周的教学，学生出勤率百分百。本周利用腾讯 qq，结合教学

PPT，对《安全人机工程学》第六章控制台、办公台的设计要点、脊柱结构、腰

曲弧线、腰椎后突和前突，以及坐姿生物力学内容中的肌肉活动度、体压分布、

股骨受力分析、椎间盘受力分析的相关理论和应用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3：《机器人技术》 王新庆   

本周完成机器人传感系统以及机器人轨迹规划的学习，学生出勤率百分

百，主要学习内容包括机器人位置传感器，机器人的力传感器，机器人的视

觉传感器，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及机器人的轨迹规划方法等，学生反应较好。

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对常见的机器人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有深入了解，结合机器

人 MATLAB Robotics 工具箱，可以在运动学分析的基础上编程计算其工作空

间，可以设计其运动轨迹。通过云课堂布置了作业，学生进行了针对性练习 

4：《安全仿真与模拟》朱渊 王彦富 

主要讲解了课程使用的主要工具情况，包括基本构成、理论基础、主要 

特点、适用情况等等，同时结合已有的科研工作，向学生教授了完成安全仿

真与模拟需要的基本步骤，以及工程支持作用的体现等方面。 

5：《现代工业设计》闫成新   

本周《现代工业设计》通过 QQ 群向学生布置下一章的教学任务，并就上

一周的教学内容进行检查与讨论。学生按照要求通过中国大学慕课在线学习平

台《设计的力量》（湖南大学，何人可）继续进行学习，以及汇雅电子书《现代

工业设计技术与艺术》（王继成编著，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作为参考

教材，加上和老师的讨论与督促，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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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洋油气工程与装备》 徐兴平  

本周是“海洋石油工程与装备”上课的第 3、4 周。第 3 周一次课，讲解

spar 平台，第 4 周周三给同学讲解顺应塔平台和张力腿平台；周五讲水上水

下器具中的隔水管及布置任务。所有选课同学都参加，进行了开放性的分享，

大家都很积极，可以看出很多同学对布置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7：《应急技术及管理》张新梅   

利用腾讯 QQ群屏幕分享，结合教学 PPT，对《应急技术及管理》课程内

容以及要点、课程参考资料、课程考核方式进行介绍；着重讲解了应急管理

的概念、起源、发展历程及实施动因。 

本周第二次课，结合今年遭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形势，结合应急管理课程

的教学内容，学习了直面重大风险危机挑战的策略与方法、重特大灾害应急

响应与救援处置能力建设、应急管理的社会化参与相关的内容 

8：《车辆设计理论与方法》于蕾艳   

《车辆设计理论与方法》一共 32学时，本周是该课程第三周课堂教学，

学生出勤率百分之百。本周课程利用 QQ群视频+分享屏幕、教学 PPT，进行

了汽车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结构、工作原理、设计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性教学

等。学生通过知识建构，对于汽车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结构、工作原理、设计

方法有了深入认识。通过课前与学生的交流、课堂上学生积极回答问题等环

节，师生之间建立了比较好的信任，课堂教学效果较好。学生反映，网络通

话效果好，教师备课充分、上课认真负责、思路清晰，取得了高效的教学效

果。 

9：《智能控制系统》赵永瑞  

1、《智能控制系统》32学时，本周是第二周的教学，学生出勤率百分

百。 

2、本周第一次课，利用腾讯会议软件，结合教学 PPT，对智能控制系统

发展与特点和模糊控制的理论基础等内容进行了讲解。把腾讯会议的信息提

前发送到微信群、QQ群，并把微信群、QQ群等作为备用和交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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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无 

三、意见和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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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 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原定开课门数：12门 

实际开课门数：12门 

开课率：100% 

1、（储运 何利民  多相流理论与相分离技术） 

课程名称：多相流理论与相分离技术（专硕）和多相分离理论与技术

（学硕）合堂 

授课教师：何利民 

总计学时：32 

授课平台及方式：星期二采用雨课堂，星期五采用腾讯课堂 

选课人数：19 

实际上课人数 19 

2、（储运 李玉星 油气水多相管流） 

课程名称：油气水多相管流 

授课教师：李玉星 

总计学时：48 

授课平台及方式：腾讯会议及 QQ群 

选课人数：28 

实际上课人数：28 

3、（储运 李玉星 流体相平衡） 

课程名称：流体相平衡 

授课教师：李玉星 

总计学时：32 

授课平台及方式：腾讯会议及 QQ群 

选课人数：29 

实际上课人数：29 

4、（储运 刘刚 油气储运系统分析） 

课程名称：油气储运系统分析 

http://cj.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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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刘刚 

总计学时：4 

授课平台及方式：腾讯会议 

选课人数：7 

实际上课人数：7 

5、（储运 梁法春 流动参数测试技术） 

课程名称：流动参数测试技术 

授课教师：梁法春 

总计学时：4 

授课平台及方式：QQ课堂，课堂讲授+课后答疑 

选课人数：5 

实际上课人数：5 

6、（力学 薛世峰 力学与工程专题） 

课程名称：力学与工程专题 

授课教师：薛世峰 

总计学时：32 学时 

授课平台及方式： 

707724086@qq.com 平台（硕士 19 级力学与工程专题） 

选课人数：17 

实际上课人数：17 

7、(赵德敏 力学 工程中的非线性振动) 

课程名称：工程中的非线性振动 

授课教师：赵德敏 

总计学时：32 

授课平台及方式：腾讯课堂，直播课 

选课人数：5 

实际上课人数：5 

8、（土木 高福聚 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 

课程名称：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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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高福聚、张如林 

总计学时：32 

授课平台及方式：腾讯会议+QQ 直播 

选课人数：21 

实际上课人数：周二 19  

9、（燃气 贺天彪 低温热力过程与传热技术） 

课程名称：低温热力过程与传热技术 

授课教师：贺天彪 

总计学时：3 

授课平台及方式：钉钉，直播授课 

选课人数：5 

实际上课人数： 

10、（燃气 唐建峰 天然气储存及利用） 

课程名称：天然气储存及利用 

授课教师：唐建峰 

总计学时：32 

授课平台及方式：云课堂、雨课堂、QQ群 

选课人数：16 

实际上课人数：16人  

11、(建筑学 邓庆尧 建筑工程设计 ) 

课程名称：建筑工程设计 

授课教师：邓庆尧 

总计学时：48学时 

授课平台及方式：qq在线  

选课人数：2 

实际上课人数：2 

12、(土木 颜庆智 结构可靠性理论) 

课程名称：结构可靠性理论 

授课教师：颜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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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学时：32学时 

授课平台及方式：QQ群语音通话上课，正常上课，效果不错。 

选课人数：26人 

实际上课人数：26人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1、选课人数只有 5人，人数过少，难以建立课堂氛围。 

2、所涉及的流动参数实验无法操作演示。 

 

三、意见和建议 

1、改变按课表教学模式，采用更加灵活的教学策略，针对选课硕、博士

研究方向，进行课程内容定制，针对即将开展的开题实验开展独自研讨。 

2、提前发放课件，提前布置作业，进行课堂反转，将专题汇报作为成绩

评价之一，激发学习热情； 

3、利用 COMSOL软件开展数值仿真实验，提高对流动规律和基本测量理

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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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 材料失效分析新技术  石志强 

课程采用了 QQ群分享屏幕，拥有完备的学习资源（包括授课视频录像、

PPT课件、教学案例等）。本周开课前提早在云课堂发布了本周的学习计划

和需要完成的作业。课程的网络直播授课采用腾讯课堂进行，全部学生都上

线进行了听课学习，没有缺勤现象。 

2. 材料多尺度模拟  张 军 

上课采用 QQ分享屏幕的方法进行，教学秩序稳定，按教学计划顺利完成

本周教学任务，教学效果良好。利用网络课堂优势，扩大受众规模。 

3. 计算材料学  燕友果 

共有 8名博士生参与了课程学习；课程采用了 QQ群分享屏幕+雨课堂形

式进行；采用课堂随机提问+雨课堂问题的方式进行互动教学，教学效果良

好。 

4. 纳米材料合成及应用   张军 

授课时间为星期三和星期四的上午第一二节，授课形式为 QQ授课群屏幕

共享，文献阅读及讨论。全部学生都上线进行了听课学习，没有缺勤现象。 

5. 纳米材料前沿研究进展  张军 

授课时间为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上午第一至四节课，授课形式为 QQ授课群

屏幕共享，文献阅读及讨论。全部学生都上线进行了听课学习，没有缺勤现

象。 

6. 功能多孔及高分子材料   张晓云 

在课表规定时间内，经过校园网，在腾讯会议平台授课。网络信号稳

定，交流和授课顺畅，没有缺勤现象。 

7. 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   孙海翔  

按照教学大纲要求通过 QQ 群在线直播进行网络授课，网络流畅，5 名

选课学生都积极参与课堂互动，顺利完成了本周教学任务，同学们积极讨

论，课堂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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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无。 

 

三、意见和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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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承压设备完整性评估技术 

授课人数：5人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 

通过教师授课+专题讲座+学生案例分析的形式进行授课，最后就授课内

容和学生的案例分析进行讨论。本周课的第一节学生就自己的课题方向进行

了失效案例分析，并进行了讨论；第二节就结构中的残余应力问题进行了讲

解；第三-四节邀请课题组高年级研究生就焊接结构的残余应力问题进行了专

题报告与讨论，讨论过程中，整体来说，学生比较活跃，效果良好。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2.环保技术及设备 

授课情况 

听课人数：5人 

授课方式：QQ群屏幕共享、直播授课(答疑、讨论、总结)。 

引导学生自学；上课时间通过 QQ直播，实施答疑、讨论、知识点梳理 

等。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学生 QQ课堂参与提问情况：100%；平均每名学生回答交流问题 6次

以上。 

本周组织讨论：2次 

效果分析： 

学生都能准时进入课堂，并积极通过 QQ交流区进行课堂问题回答； 

基于课程 Q群实现学生线上提问、教师线上回答，促进了师生交流，效

果良好； 

学生反映声音清晰，无滞后现象； 

3.流固两相流 

为第 10 周开课，授课形式：腾讯课堂直播，穿插师生互动讨论、实时腾

讯课堂问答。学生到课率 100%，上课秩序良好。 

http://cj.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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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相流基础 

授课形式：腾讯课堂直播，穿插师生互动讨论、实时腾讯课堂问答。学

生到课率 100%，上课秩序良好。 

5.计算传热学近代进展 

授课老师：徐明海 

授课人数：4人 

授课方式：PPT+直播(答疑、讨论)  

6.过程用能分析 

授课老师：王照亮 

授课人数：5人选课，2人旁听 

授课方式：QQ在线直播 

授课方法：PPT讲解  

7.工程热物理近代进展 

授课老师：巩亮 

授课人数：4人选课 

授课方式：QQ在线直播 

授课方法：翻转课程 

8.承压设备完整性理论 

授课人数：11人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 

通过教师授课+专题讲座+学生讨论分析的形式进行授课。本周课的主要

内容为长输管线用钢的性能及挑战。大部分同学对课程可以有较好的认识和

理解，少量同学仍然回答不上课程相关的基础知识问题。整体授课效果相比

以前有较大改善。 

9.金属材料失效分析 

授课人数：5人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 

通过教师授课+专题讲座+学生案例分析的形式进行授课，最后就授课内

容和学生的案例分析进行讨论。本周课的第 1-3节课讲授了化工设备失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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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式及特点，当前结构的失效形式，第 4节课学生就自己的课题方向进

行了失效案例分析，并进行了讨论，讨论过程中，整体来说，学生比较活

跃，效果良好。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10.环保技术及设备进展 

授课情况 

听课人数：11人 

授课方式：QQ群屏幕共享、直播授课(答疑、讨论、总结)；部分课堂录

屏回放 

引导学生自学；上课时间通过 QQ直播，实施答疑、讨论、知识点梳理 

等。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学生 QQ课堂参与提问情况：100%；每名学生交流、回答问题 4次以 

上。 

本周组织讨论：1次 

效果分析： 

学生都能准时进入课堂，并积极通过 QQ交流区进行课堂问题回答； 

基于课程 Q群实现学生线上提问、教师线上回答，促进了师生交流，效

果良好； 

未发生断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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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尽管实现了学生线上提问、教师线上回答，但受限于网络授课形式，课

堂互动还不够理想。 

线上授课方式，学生的学习状态难以实时掌控，个别同学网络信号不稳

定，影响正常的听课，不过可以通过课后回看腾讯课堂回放自学。 

 

三、意见和建议 

加强学生的参与，多进行授课内容的讨论与交流，适当增加学生的报告

分析，适当邀请校外的专家进行授课，拓宽学生的视野。 

研究生课程教学应采取教师引导、学生主导式学习方式，强化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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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空间信息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控制 王延江 现代信号处理（全英语）) 

授课人数：52人（2019级 47 人，2020推免生 5人） 

本周教学内容为第七章时频分析和小波变换理论中的第 7.4.4节重建核

和重建核方程；7.4.5节小波的分类包括传统小波、正交小波和双正交小

波；7.4.6节连续小波变换的计算及应用实例。 

授课方式：钉钉直播； 

提前告知学生预习内容，并共享中文版电子教材和课件，课堂要求学生

记笔记。 

2.(测绘 宋冬梅 遥感地学分析) 

授课人数：20人 

本周教学内容为专题；海洋目标提取；城市绿地遥感信息提取；森林蓄

积量遥感估算 

授课时间：星期二 5-6节；星期四 3-4节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分享屏幕），本周主要以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

授课方式。 

授课效果：教学过程较为顺利，直播教学效果较好。 

3.(测绘系 万剑华 数字地球与智慧城市) 

授课人数：17人；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实到 17人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雨课堂，QQ群和微信群交流； 

教学内容：数字地球的重要数据源: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字中国地理空

间框架部分内容 

授课效果：教学过程顺利，直播效果好。 

课前准备：提前告知学生预习内容，在 QQ群文件夹里共享了课件。 

4. (测绘 黄丙湖 WebGIS 原理及应用)  

授课人数：32人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4+17）/（14+18）=97% 

授课时间：星期五 3-4节 

http://cj.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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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方式：腾讯会议直播（分享屏幕） 

本周 PPT 讲解、在线视频学习，并在线操作、交流和讨论，主要内容如 

下： 

第四章 栅格瓦块和矢量瓦块地图服务：（1）地图缓存技术的概念和瓦 

块类别；（2）栅格瓦块和矢量瓦块的优缺点；（3）栅格瓦块和矢量瓦块的切

片方案（4）通过 ArcMap和 ArcGIS Pro发布瓦块地图服务等。 

    授课效果：教学过程顺利，交流效果较好。 

5.(测绘系 张爱竹 新型遥感信息处理与应用技术) 

授课人数：14人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 100% 

授课时间：星期五 1-2节；  

授课方式：QQ直播（分享屏幕），本周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 

授课内容：高分辨率遥感特征提取，包括 GLCM、Gabor、分形纹理等。 

授课效果：教学过程顺利，直播教学效果较好。 

6.(控制 刘宝弟 现代数字图像处理) 

授课人数：9 人（2019 级 9 人） 

本周教学内容为字典学习专题，包括：字典学习文献查询和总结、卷积

神经网络理论讲解；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 

本周学生上课情况：100% 

授课时间：周三 5-6 节、周五 5-6 节 

授课效果：过程顺利，与学生有一定的互动。 

7.(测绘系 范士杰 海洋测绘技术与应用) 

授课人数：28人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28/28=100% 

授课时间：星期四 7-8节 

教学内容：本周安排学生按照学术论文的要求，撰写课程论文。论文题

目汇总如下： 

（1） 夏令辉，基于 Sentinel-1对北极航道的海冰分类研究 

（2） 逯中香，基于深度学习的海表温度遥感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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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琪，基于遥感的海岸线提取方法 

（4） 董丽，海洋遥感技术与应用研究进展 

（5） 孙立衡 台风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 

（6） 王欣 基于遥感技术的海岸线提取方法综述 

（7） 王慧 基于卫星测高技术反演海洋重力场 

（8） 张迪娅 基于卫星重力的阿留申弧岩浆增生速率计算及影响机理

研究 

（9） 郭晓非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国邻海海域海雾探测方法 

（10） 吕震 IGS分析中心实时产品融合研究 

（11） 闫凤池 基于多浮标的无源水下导航定位方法 

（12） 卞艺潼 Android GNSS 观测值的获取及质量分析 

（13） 张曦元 基于 Sentinel-2卫星影像及现场实测水质数据的珠海近

岸海域氮磷定量反演研究 

（14） 蔡丽华 多源海洋重力数据融合方法研究 

（15） 叶传龙 基于中国临海领域的海平面变化预测方法研究 

（16） 李伟嘉-水下声学定位中声速改正方法研究 

（17） 刘兆健 利用探空资料建立青岛地区加权平均温度模型 

（18） 顾宇翔 GNSS海洋水汽反演方法研究 

（19） 蔡瑞阳 基于 EEMD-LSTM 组合模型的区域海平面变化多尺度预测 

（20） 徐洋峰 面向过程的海表温度异常追踪方法研究 

（21） 李凌昊 星载海洋激光雷达测深回波分类方法 

（22） 陈岩 垂直不均匀分层的 GNSS水汽层析方法研究 

（23） 焦月 基于卫星测高数据的中国南海海平面变化周期分析 

（24） 王秋如 海岸带环境遥感监测典型应用研究 

（25） 武钰林 基于珠海一号高光谱数据的内陆水质参数反演 

（26） 李华玉 基于 MODIS数据的黄海绿潮监测分析 

（27） 万献慈 基于深度学习的水产养殖区提取 

（28） ZARINA 海洋遥感 

8.(测绘 王振杰 测量数据处理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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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人数：35人(课堂出勤：出勤率 100%) 

本周教学内容为；1次课第三章 第 3节,五一假期放掉 1次课 

授课方式：QQ群分享屏幕直播（包括 PPT讲解、答疑、讨论、总结) 

教师提前发布了教学任务，让学生观看课程 PPT的教学内容，完成课程

预习；上课时通过 QQ分享屏幕直播课程 PPT；就学生们的问题展开答疑、讨

论和总结。 

9.（计通  黄庭培  通信网协议分析） 

授课人数：20人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 

教学内容：课程总体情况介绍、文献资料检索方法、科技论文阅读方

法、通信网协议概述、无线传感器网络概述、csma/ca 协议分析，s-mac协议

分析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授课效果：较好，准备了很多问题、人数较少，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被提

问，督促学生认真听课，积极讨论 

课前准备：论文、ppt、讨论的问题 

本周提交作业：无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1.在线教学无法监控学生的学习状态。 

2.在课堂教学中，分组讨论是一个常见学习模式，在网络教学情况下，

组织分组讨论效果不好。 

3．课堂气氛一般，学生问题不太多，不好把握学生的掌握程度。 

4.有个别在上班的同学无法保证每次都能准时上课，今天有位同学在加

班，上课肯定会受影响。 

5.上课学生能作业上交率不高，缺少交流机会。 

6.课程难度大，需要课后加强复习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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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见和建议 

开展课堂交流和讨论，加强线上互动，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提高在

线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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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 （控制 张晓东 最优控制） 

总体情况：良好。 

时间：周三上午 1-4节、周五下午 5-8节。 

主要教学内容：针对线性定常系统，研究性能指标为线性二次型时的最

优控制问题，即 LQR最优控制问题。基于最优控制最优性必要条件，推导了

LQR问题的必要条件。 

教学方式：采用混合式 SPOCC 教学模式，以智慧树为主，教学视频、教

材、课件等发布在智慧树平台。通过智慧树平台布置学习任务和作业，通过

视频、讲义等英文资料进行学习。教师通过 QQ群进行重点内容讲解，指导学

生学习。每次课布置在线或离线作业，学生通过智慧树平台提交。 

教学效果分析：将前面课程所学习的内容，直接应用与 LQR最优控制问

题可获得该问题的必要条件。学生在最优性必要条件的学习上较容易接受。

本周学习的难点在于对 Riccati方程的理解。当终端时刻有限时，Riccati

方程为微分方程，而当终端时刻无限时，方程变为代数方程。这一内容需要

学生根据讲授内容仔细推敲。 

2. （控制 王宇红 高级过程控制专题） 

总体情况：良好。 

时间：周日：1-4，周二：5-8 

由于放假，安排学生自学，并布置综述。 

内容： 

（1） 统计过程控制与故障诊断自学，过程优化。 

（2） 综述报告：软测量综述报告，预测控制研究现状综述报告，基于数

据驱动的控制综述，过程优化研究综述，计划优化和调度优化。 

3. （控制 王宇红 自适应控制） 

总体情况：良好。 

时间：周六：9-1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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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义预测控制算法。 

（2） 布置广义最小方差控制仿真和极点配置自校正控制作业。 

教学方式：腾讯课堂，以教师讲授，腾讯课堂讨论互动为主要模式，同

时针对学生以博士为主，布置自学。教师利用 QQ与学生随时交流，并在 QQ

群中进行答疑。 

教学效果分析：出勤情况良好，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学生自主学习

的积极性较高。 

4. （控制 盛立 控制理论专题） 

总体情况：良好。 

时间：本周共上课一次，为周四下午 5-8节。 

主要教学内容：介绍了数值积分法、时域离散相似法、频域离散相似法

等控制系统仿真方法，并结合实际例题给出不同方法的联系与区别。 

教学方式：采用腾讯会议直播并结合 QQ群进行授课。教师通过直播讲授

教学计划中的学习内容，并就控制系统的仿真方法等知识点进行了详细的讨

论，通过腾讯会议讨论重点与难点问题，并通过在线直播交流和 QQ群进行答

疑，进行作业提交和在线小测试。 

教学效果分析：出勤情况良好，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讨论。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无。 

三、意见和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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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 12 周原定安排的课程门数 5门、总计学时 19 学

时；在线开课的课程门数 5门、总计 19学时，开课率 100%。 

张俊三老师：《网络信息检索与搜索引擎》，本周授课内容：查询反馈与查

询扩展、概率检索模型。学生均按时到课，视频直播流畅，课程中交互效果良

好。 

张国平老师：在周四下午对研究生 19 级学生 （17 人）完成了 4 个学时

的《软件体系结构》的钉钉视频教学，有 17 人在线学习。教学内容和进度与

物理课堂教学一致（第五章 应用架构设计），教学工程正常。 

石乐义老师：《信息安全》课程第 12周周四上午继续开课，本周的进度

安排是：信息安全第三篇  网络防御手段  中的  3.1 防火墙技术、3.2 入

侵检测技术、3.3 入侵容忍技术、3.4 蜜罐技术、3.5 入侵躲避技术、3.6 

网络防御实战。 

本次课程没有安排在线实验。 

裴振奎老师：《人工神经网络》课程第 12周直播 1次。 

周四讲授：径向基神经网络。主要包括:径向基网络的模型；径向基网络

的学习算法；径向基网络的特性分析；其它类型径向基网络；径向基网络的

MATLAB仿真实例。要求学生用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设计完成一个函数逼近

器。 

李克文老师：《智能算法理论及应用》课程采用 QQ 平台视频教学，本周

讲述了标准遗传算法、遗传算法优势与缺点，并讨论了遗传算法改进、融合

的思路。教学情况正常，所有学生均按时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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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张国平老师：直播教学教师对学生的课堂反馈信息较难把握，往往对难点

问题进行细致解释，但仍然不清楚学生是否已理解。 

石乐义老师：学生学习状况不如面授更直接。 

李克文老师：线上教学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设计更多细节内容及研

讨内容，以便于提高网上教学效果。 

三、意见和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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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 （经管 郝增亮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授课人数：周二 49人，周四 48人 

授课方式：QQ腾讯课堂直播 

课程本周开课，教师通过 QQ 腾讯课堂直播进行直播。EAN编码进行了课 

堂练习，学生通过 QQ群展示编码结果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课表上人数为 48人） 

本周组织课堂讨论:2次。 

2. （马院 鲁彦平 公共政策分析） 

授课人数：3人 

授课方式：QQ直播 

老师通过屏幕分享，结合 ppt 进行讲解，并随时进行互动；提前把要讨 

论的文献发到 qq群，让学生课下阅读，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研讨，并进行点

评总结。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上传 qq群 PPT及文献：1个。 

    3. （经管 范丽伟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授课人数：30人 

授课方式：钉钉直播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出现的问题及建议等 

研究生课程使用云课堂比较复杂，不能从教务系统中直接导入课程及学 

生名单，需要老师单独联系开课，导入学生名单，建议应该学习本科生课程

的自动导入方式。 

本周组织讨论:1次。 

4.（经管 霍江林 金融风险管理）  

授课人数：2人 

授课方式：QQ学习群课堂直播，QQ群答疑，组织学生课堂讨论，并对讨 

http://cj.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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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过程进行总结，上传相关学习资料，引导学生课下自主学习。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学生课下自学参与情况：2人，100%。 

本周 QQ 群上传 PPT：2个，案例资料 2个。 

本周组织讨论:2次。 

5.（经管 王勇 管理会计研究） 

授课人数：13人 

授课方式：腾讯课堂与腾讯会议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组织讨论：课程讲解过程中组织同学们进行讨论 

6. （经管 王勇 投资学） 

授课人数：23人 

授课方式：腾讯课堂与腾讯会议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组织讨论：课程讲解过程中组织同学们进行讨论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本周教学秩序正常 

三、意见和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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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理学院 左文杰 随机过程 

平台：腾讯课堂+QQ群， 

在线教学：考虑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带课本回家，我首先把电子课本发给学

生，每节课上课之前把 ppt课件发给学生进行预习，然后上课时打开两台电脑，

笔记本进行腾讯课堂直播，台式机打开 QQ 群进行辅助，课后把直播视频回放发

给同学们，作业过程 QQ群有个作业布置进行发布和反馈。 

互动方式：（1）主要采取提问问题的方式进行，对个别同学开启静音或者采

取举手回答，并在平时成绩里进行记录，讲解的过程中，学生回答问题，主要发

在 QQ 群里，我能及时看到，两个电脑同时进行，能及时看到学生反馈，学生不

太明白的问题也及时反馈给我；（2）课后大家有不会的问题，也通过 QQ 及时反

馈给我，我认为比较有代表的问题，就在大群里统一讲解，并在上课时进行强调。 

课后：我把上课视频重修发给学生，便于学生进行课后复习和巩固。 

作业处理：每一周在作业群布置作业平台发布作业，学生进行拍照反馈，我

在线登记和批改。 

效果:调查问卷显示声音画面都比较清楚，没有卡的现象，学生掌握也很好。 

2．理学院 丁永臻 多元统计分析 

利用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平台+QQ平台实施线上教学。按课表时间上

课，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除了将电子书发到 QQ平台外，每次上课前将学习要

求、PPT课件资料发到 QQ上，并指定好学生每次课要学习的爱课程上三门多元

统计的视频。上课时间着重讨论、答疑，提前拟定好每次课的随堂测试题，下

课后学生提交电子版，老师批阅评定成绩，能够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效果。学生

共有 17人，都能够及时签到学习。 

3.理学院  刘冰  计算凝聚态物理 

按照教学大纲用 QQ群在线直播上课，课前让学生调研相关计算方法应用文

章，关注计算方法的应用进行讲解讨论，课后布置作业，主要让学生查阅图书

资料，理解和掌握所讲课程内容，并进行补充扩展。 

4.理学院 吕志凤 有机合成方法  

http://cj.upc.edu.cn/


 35 / 67 

 

（1）教学方式 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线上重点问题讲解及答疑。使用腾讯会

议+雨课堂嵌套进行线上教学，本周雨课堂、腾讯会议都比较流畅，只有 9名学

生（1名学生因陪母亲看病而请假），线上交流互动及答疑比较好。本周除正

常教学任务外，还重点讲评了 2-3 周的作业。 

    课堂情况截图如下： 

 

（2）课前、课后作业完成情况 

为了提高在线教学效果，提前将课件、预习任务（含测试题）上传到雨课

堂，教师可以随时查看学生预习情况。课后布置一定量作业，主要是化工产品

合成方法调研。目前预习任务及课程作业学生完成度比较高。学生有问题的题

目，直播课进行板书讲解。具体如下图：第 4周作业及第 5周学习任务都未到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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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学院 渐令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授课人数：13人 

授课方式：钉钉（视频授课、slide、手写板书） 

提前准备好上课用的幻灯片，给学生预习。上课时通过钉钉直播的方式讲 

解并梳理知识点。通过随机连麦的方式与学生讨论问题，加强师生的互动交流。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6．理学院李维国 多元迭代分析 

上课时间：1-12周（周三 7、8、9、10） 

继续线上教学，采用智慧树直播和 QQ群辅助。PPT 采用的是 PDF形式，智

慧树现在可以部分课堂互动，相对比较顺畅。 

7．理学院 李锋杰 反应扩散方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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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反应扩散方程理论”借助钉钉直播平台（为了满足师生互动的需

要，避免网络拥堵，由云课堂改到钉钉进行直播进行授课），按照课表于 3 月

8日晚上 7点到 9点 50完成上课任务。4名选课学生都参与上课，另外还有一

名未学科的学生参与了旁听。课堂教学顺利进行，网络通讯正常。达到了上课

效果。上课期间，三位同学参加了互动。 

8.理学院  王宁 光纤传感原理与技术 

授课人数：5人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直播：理论讲解 

腾讯会议：当堂讨论、提问等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组织讨论课程讨论情况：对平板波导特征方程的推导，引导学生讨

论，理出推导思路，并由学生自行推导相关公式，而后对推导过程和不同推导

方法进行讨论，参与程度较高，互动性好，教学效果显著。 

9.课程名称：Python 语言与数据分析 

上课教师：梁锡军 

授课形式：网络授课 

使用软件：钉钉  

授课方式：直播 

授课内容： 第 2章 初始 Python; 第 3章 Python 基本数据类型 

听课人数：14人 

缺课人数：0人 

    学时：2 学时 * ２次 

    本周课程的授课内容主要包括：了解 Python基本编程网格、学习 Python 

基本数据类型及操作。 本周网络授课，完成了教学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与

学生互动多次。从学习的反馈情况看，授课效果良好，学生感觉学习这门课比

较轻松，也愿意在授课过程中参与互动。 

此门课程属于操作性、实践性强的课程。演示例子较多，恰好适合网络教 

学。 

10.理学院  徐先锋 数字图像处理 



 38 / 67 

 

授课人数： 5人 

授课方式：QQ腾讯群屏幕分享直播+雨课堂 

QQ群分享屏幕：直播讲解，讨论 

雨课堂测试。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组织讨论课程讨论情况：学生参与程度较高，回答情况比较好。 

组织学生学习与课程内容相关前沿文献，讨论加深学习效果。 

11.理学院 吕锋 值分布论 

授课人数：3人 

授课方式：QQ直播：理论讲解 

QQ群：当堂提问，讨论 

提前布置内容，让学生预习 

本周开课 2次，4课时，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组织讨论课程：课下讨论一次，学生讨论积极性高。 

12.理学院 宋允全 贝叶斯分析（周一三四节 、 周五一二节） 

授课人数：8人 

授课方式：腾讯课堂（视频授课、slide、手写板书） 

提前准备好上课用的幻灯片，给学生预习。上课时通过腾讯课堂直播的方

式讲解并梳理知识点。通过随机连麦的方式与学生讨论问题，加强师生的互动

交流。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13.理学院  沈跃 无损检测技术 

授课人数：4人 

授课方式：腾讯课堂：理论讲解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基本情况：上课前通过 QQ将上课码发到本课程群中，学生通过扫码进入课

堂，采用 PPT 模式上课讲解。优点是占用网络资源较少，网络流畅，学生反映

效果良好；不足点是课堂缺少即时互动，学生只能在讨论区通过文字反映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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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理学院  蒋达清 随机微分方程 

授课人数：7人 

授课方式：QQ群+分享屏幕：理论讲解，当堂提问，讨论 

在线教学：考虑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带课本回家，我首先把 PPT，电子课本

发给学生，每节课上课之前把 ppt 课件发给学生进行预习，然后上课时 QQ群+分

享屏幕 进行课堂直播， 作业过程 QQ群有个作业布置进行发布和反馈。 

互动方式：（1）主要采取提问问题的方式进行，可直接回答，并在平时成绩

里进行记录，讲解的过程中，学生回答问题，主要发在 QQ群里，我能及时听到， 

能及时看到学生反馈，学生不太明白的问题也及时反馈给我；（2）课后大家有不

会的问题，也通过 QQ 及时反馈给我，我认为比较有代表的问题，就在大群里统

一讲解，并在上课时进行强调。 

上课时间为周五和周六的 5-7 节。 基本上没有发生断网或卡顿的情况，课

堂教学顺利。本周开课 2次，6课时，学生上课全勤，效果良好。 

作业处理：每周在 QQ群布置作业，学生进行拍照反馈。 

效果: 声音画面都比较清楚，没有卡的现象，学生掌握也很好。 

15.理学院 吴伟 现代有机合成化学进展 

授课人数：2人 

授课方式： 腾讯会议+QQ群 (答疑、讨论、总结)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上传课件 2，阅读文献 2  

本周组织讨论:2次 

直播同时挂微课宝手写板讲解，师生的互动交流顺畅，效果不错。 

16. 理学院 张庆轩（王芳珠、王创业） 高等物理化学 

授课人数：21人 

授课方式：腾讯课堂+QQ群（讨论、答疑、布置作业） 

本周上课学生签到情况：100% 

基本情况：上课前通过 QQ将上课码发到本课程群中，学生通过扫码进入课

堂，采用 PPT 模式上课讲解。网络流畅，个别同学中间反映看不到 ppt了，但

刷新后就又好了，学生反映效果良好；上课以教师讲课为主，有少量互动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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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区以文字形式进行，总的来讲，互动情况较少。使用 surface,在 onenote 中

可以通过手写进行教学，避免了只有 ppt的单一性。 

17.理学院 田璐璐（刘军） 现代数值方法 

授课人数：3人 

授课方式： 钉钉直播进行理论讲解并随时讨论+QQ 群 (答疑、讨论) 

上课时间为周二和周五晚上，直播没有发生卡顿情况，课堂教学秩序良

好。本周开课 2次，共 6课时，学生上课全勤。 

互动方式：主要采取提问问题的方式进行，可直接回答，并在平时成绩里

进行记录，讲解的过程中，学生有问题连麦讨论，能及时看到学生反馈；课后

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也通过 QQ 及时反馈给我。 

效果: 声音画面都比较清楚，没有卡的现象，学生积极性较高，作业及时

完成。 

18.理学院 尼浩 凝聚态物理实验方法与技术 

授课人数：3人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直播授课+qq群（讨论、答疑） 

本周上课学生签到情况：100% 

基本情况：上课前通过 QQ将上在线会议发到本课程群中，学生进入会议，

采用 PPT模式上课讲解，学生反映效果良好。上课以教师讲课为主，互动直接

语音讨论。 

效果：在线会议的方式讨论的较为充分，学生积极性较好，网络流畅没有

卡顿现象。 

19. 理学院 王娟 凸分析 

授课人数：4人 

授课方式：QQ直播（授课视频、PPT）+ (答疑、讨论、总结) 

上课时间通过 QQ直播授课，同时实施答疑、讨论、知识点梳理等。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20. 理学院 周峰 回归分析 

授课人数：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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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方式：QQ腾讯课堂直播，Apowermirror手写板投影. 由于现在线上资

料较少，而且此门课为新开课。为教学效果，认真准备做好 PPT，提前发给学

生。采用 PPT 讲解为主，手写板为辅的教学模式。 

QQ群：提问，讨论 

雨课堂：预习，复习，作业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本周组织讨论课程讨论情况：布置作业题 1道，学生参与程度较高，回答

情况比较好。 

21.理学院  李燕  定性理论 

授课人数：5人 

授课方式：钉钉在线直播（视频授课、Wacom和冠手写板） 

上课前把课本的 pdf发到钉钉群，每次课程的内容安排提前告诉学生，给 

学生充分的课前预习时间。上课时通过钉钉直播的方式讲解并梳理知识点，并随

机连麦的方式与学生讨论问题，加强师生的互动交流。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上课时间是周四 9-12节，周日 9-12节。 

22.理学院 尼浩 高等固体物理 

授课人数：7人 

授课方式：qq会议在线直播+视频学习+qq群讨论 

本周学生签到情况：100& 

基本情况：上课前，教师在 qq 群发布会议号，学生加入在线会议。采用

ppt模式上课讲解。网络流畅，无卡顿现象。上课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讨论

为辅的方式。部分内容采用学生看视频学习，课堂开展讨论的方式。总的来

看，课程进展有序，学生反映效果良好。 

23.理学院 宋允全 案例事务课 

授课人数：14人 

授课方式：腾讯课堂（视频授课、在线讨论、手写板书） 

提前准备好上课用的幻灯片，给学生预习。上课时通过腾讯课堂直播的方

式讲解并梳理知识点。通过随机连麦的方式与学生讨论问题，加强师生的互动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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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  

24.理学院 王殿生 现代新能源物理学 

在线教学方式：QQ群+分屏直播 

授课人数：8人 

第 12周，按照教学计划，安排学生制作讲解自己身边的新能源案例，可包

括自己非常时期的学习生活感悟。上课分享交流，共同研讨。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1、网络教学效果不如课堂上课，没有白板，讲解只能 PPT、拍照片，相对

不方便、不及时，教师不能及时应景在黑板写字、画图及提问等等，只能写在

纸上进行拍照到 QQ群，耽误时间，由于数学课程需要手写推导，虽然用电子教

鞭部分解决 但还是不能完全做到书写自如。 

2、课程受限于平台的运行稳定与否，云课堂可能会出现卡顿情况，影响线

上教学的顺利进行，同时云课堂也缺少实时互动语音互动的功能；QQ电话也比

较卡，许多老师改成了腾讯课堂，效果普遍反映较好。 

3、学生上课情况可以通过钉钉观看录像时长掌握 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听课

时长（学生可能走神）。在线交流不能代替面对面交流，信息传递不够准确。在

QQ 上讲课是语音+PPT 分享，节奏慢，看不到同学们的实时动态，有疑问不能及

时解答，只能靠了解，同学们反映情况的真实性待考查。 

4、作业处理有点麻烦，批改作业有点困难。上课签到和互动成绩统计功能

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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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见和建议 

1、建议增加白板，特别是数学课的教师最好发一个电子手写板用来书写和

推导公式。最好有个手写板同步到电脑。 

2、直播软件中“腾讯课堂”比较好用，快捷方便，不卡，老师有手机下载

“腾讯课堂教师版”即可。 

3、仿照本科生教学要求，允许在非直播授课情形下错峰学习。 

4、需要助教建立更多的试题库课堂推送题目。 

5、研究生的课不能以讲课为主，应该以自学+老师质询+学生总结的方式完

成学习，最后考试。这样有 3个好处：1、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2、提高

同学们聚焦重点发现问题的能力；3、养成学生理性思维缜密思考逻辑总结的能

力。建议实际训练等实践环节有条件的按计划，没有条件的可以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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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1、英语系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本周英语方向包括英语语言文学、英语 MTI共有 10门课开课，老师们利

用云课堂、QQ 屏幕共享、腾讯课堂、QQ直播、钉钉直播+QQ群互动答题+微

信群打卡预习、腾讯会议等方式进行了线上教学，教师上课大部分时间都很

顺利、师生互动热烈，个别课程仍网络有延迟、网络偶尔出现卡顿等情况，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积极沟通和调整，顺利地完成第 12周的教学任务。 

1. 英语语言文学 刘典忠 应用语言学  

QQ群直播；网络流畅、互动频繁。 

2 英语语言文学 刘艳芹 外语教学法研究 

QQ直播；上课进行顺利，师生互动效果很好。 

3.英语语言文学 张英莉 科研方法与学术论文写作  

QQ屏幕共享, 网络顺畅, 师生课堂互动很好。 

4. 英语语言文学 展伟伟 认知语言学 

腾讯课堂＋QQ屏幕共享；随时互动、同学们热情很高。 

5. 英语语言文学+英语翻硕 刘典忠 翻译批评与欣赏  

QQ直播；讨论热烈，连麦顺利。 

6. 英语翻硕 王书亭 中外翻译简史 

QQ群 PPT+音频学习，讲解+互动；师生互动良好，课堂效果有保证。 

7. 英语翻硕 徐文彬 法律翻译  

钉钉直播；整体教学效果较好，教学内容比较丰富。 

8. 英语翻硕 张琦 科技口译  

采用 QQ 分屏形式，整体平台运行比较平稳，直播过程中出现间歇性卡顿

与回音现象。 

9. 英语翻硕 付晓 科技翻译  

钉钉直播课件讲解+QQ群互动答题+云课堂作业；网络有问题。 

 

10. 英语翻硕 国际贸易实务 戴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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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大云课堂；整体教学效果较好，教学内容比较丰富。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1.网络偶尔卡顿。 

2.口译课程中网络原因，出现听不清、网络卡顿的现象，难以听辨。 

 

三、意见和建议 

1. 对有问题的课程，已与相关老师和学生沟通，希望能有所改善。 

2. 网络卡顿问题对口译课程影响较大，建议回放发给学生，及时巩固。 

3. 通过任务的方式加强学生的线下自学与训练，利用网上交流更多进行

评价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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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语系 

 
二、 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本周（周三至周六，共四天）俄语翻译硕士 19 级在线课程数量为 5门，

总共 12学时。 

1.(俄语 赵小华 经贸俄语翻译) 

本周授课时段为周四 5-6节，共 2学时。本课程按照既定培养方案进行，

授课方式为“微信群辅导+钉钉在线直播”。 

本周四上课讲授的主题为俄语广告的翻译。本课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与学生共同探讨了俄语广告的词法和句法特点，以及俄语广告翻译的策略和具

体翻译方法。 

本周授课过程中课堂教学环节正常进行，没有断网等客观因素影响上课进

度，学生们也能够按照既定课程计划做好课前准备和积极参与直播互动。整体

无旷课情况。 

2.(俄语 姜训禄 俄语实用笔译) 

本周授课时段为周三 9-10节，共 2学时。 

该课程主要采用腾讯课堂+微信群在线辅导。课前，任课教师将本周所需

课程资料上传到课程群，供学生预习，学生通过网上直播、互动，结合课下自

主学习、作业，能保证教学计划的正常实施。 

本周在线教学正常，学生能按时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由于网

络问题，个别学生互动回答问题连麦连不上，后通过微信语音留言的方式参与

互动。每位学生都能参与互动，积极性较高，保证了教学环节的正常运行。另

外，直播卡顿部分的内容学生可以回看。 

3.(俄语 孙大满 石油俄语翻译(下)) 

该课程本周的授课时间为周四 9-10节，共四学时，主要采用 QQ群的群课

堂功能进行授课。 

授课过程中，学生分别以段落为单位进行翻译，然后教师以段落为单位讲

解相应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接着，师生就翻译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最后，任课教师提供相对完美的翻译文本供学生参考，并发布相应的作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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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课余时间任课教师采用 QQ 群、微信群等平台与学生进行交流，有利于学

生对课堂所授知识的巩固。 

任课教师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要求进行授课，授课期间，学生未

出现缺勤、迟到、早退等现象，总体效果良好。 

4.（俄语 孙淼 专题笔译） 

授课人数：13人 

授课方式：QQ群（授课 PPT）+QQ电话屏幕分享(答疑、讨论、总结) 

本课程要求学生课上翻译指定材料，教师就学生翻译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给

予指导意见，同时引导学生思考统一内容的不同翻译方案。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100%，本周学生线上讨论情况：100%。 

研究生“专题笔译”课程利用 QQ 电话的形式进行在线教学，上课时间为

周四 3-4节，共 2学时。本周上课进程中学生全程参与互动，没有因断网等客

观因素影响上课进度，课堂教学比较顺利。 

5.（俄语 杨明清.石油专业俄语） 

本周授课时段及学时数：周六 1-4 节，共 4 学时；授课人数共 13 人；授

课平台为微信群。本周的总体授课状况良好。 

任课教师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要求进行授课，课前，任课教师将

课堂相关资料上传至微信群，要求学生自主学习。课上，任课教师针对授课材

料进行讲解、分析，师生互动过程采取提问和答疑方式进行。学生能够按时上

课，积极与授课教师进行互动。另外，课余时间任课教师采用微信群与学生随

时就课程内容进行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学生对课堂所授知识的巩固。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1.在线授课过程中，师生互动过程中信息传递的不及时性导致了课堂互动

体验真实性的缺失； 

2.在线授课受平台稳定性和网络状况的影响仍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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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见和建议 

任课教师需时刻做好课程直播预案，要根据授课内容选择多样的教学平

台，多种平台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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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共外语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第十二周（2020.5.6-5.8 日）：研究生基础外语原定安排 8门课程，共

56学时；实际共有 8门课程在线开课，总计 56 学时，开课率 100%。8门在

线课程本周开课情况如下： 

1.(基础英语 沈丹、淳柳、王艳、孙玉超、孔媛媛) 

授课方式：云课堂（授课视频、PPT）+QQ屏幕共享(直播、答疑、讨

论、总结) 

通过提前录制授课视频，引导学生自学；上课时间通过 QQ屏幕共享实施

答疑、讨论、知识点梳理等，课上针对教学视频测试，在云课堂布置课后作

业。 

教学效果：能够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课堂教

学顺利。学生对于网络教学方式已经比较熟悉，有疑问或困难都可以通过 QQ

群与老师及其他同学及时交流，获取帮助。90%以上学生按时完成作业，课堂

进行顺利。出勤率良好。 

2.(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郭月琴、郑琳、王艳、吕鹏飞)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19班、20班本周在线教学顺利完成。 

授课方式：云课堂（授课视频、PPT）+QQ群作业反馈答疑 

具体实施：上课时间通过 qq 分享屏幕直播讨论了 introduction部分的

具体实例分析，反馈了上周作业完成情况，分析了主要错误和问题，然后介

绍了本周 method 部分主要学习任务和难点。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97%  

本周学生云课堂自学参与情况：97% 

上周作业提交情况：100% 

本周布置作业情况：云课堂 1 个，qq群在线作业一个 

3.（出国留学英语  马金芳） 

授课人数：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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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方式：QQ群发通知、互动答疑讨论、补充学习资料；腾讯会议语音

直播授课；石大云课堂观看学习视频与提交相关作业；结合微助教和批改网

完成其他相关教学任务。老师提前录制授课视频发布至云课堂或 QQ群，引导 

学生自学部分内容；上课时间通过直播讲解更多内容，答疑讨论等。 

本课程课时有限但内容丰富，很多内容需要学生自学并完成相关作业，

多数学生积极配合，在本周的小组任务中，有些同学甚至表现出平时上课还

要高的积极性和认真程度，不仅高标准超要求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而且

积极与同学分享学习经验。 

本周学生上课签到情况：97%  

本周学生云课堂自学参与情况：90% 

本周上传至云课堂和 QQ群的学习视频：2段 

4.(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孔媛媛、郭月琴、邹文轩) 

授课方式：云课堂（授课视频、PPT）或雨课堂+QQ 直播(答疑、讨论、

总结) 

通过提前录制授课视频，设置练习，引导学生学习；上课时间通过 QQ直

播实施答疑、讨论、知识点梳理等。 

本周课程组录制并上传云课堂录课视频 4条，课件 1个，在线讨论 1

个，在线测试 1个 

本周组织讨论情况: 

1．作业反馈：根据学生作业出现的问题，分析原因 

2．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讨论 

3．指导学生依次观看录课视频并提示学习重点 

4．引导学生完成当堂测试 

5．答疑及布置课后作业 

5.(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臧嫦艳、马金芳)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课程本周授课班级： 5班。 

第十二周任课老师按时上课，通过云课堂和 QQ群结合进行上课。上课状

况良好。学生能够及时按照要求上课，参与讨论，完成学习任务和课后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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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吕鹏飞) 

本周课程《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以云课堂为基础，辅之以 QQ平

台进行网络教学。云课堂上有录制教学视频和在线测试及讨论等内容。QQ平

台进行即时的辅导和答疑，及即时的互动交流。教学活动平稳进行，教学效

果满意。  

7.(跨文化沟通    王艳) 

《跨文化沟通》1班本周上课内容及步骤：QQ屏幕分享讲解针对上周作

业讲解主要知识点，并提问互动；进行课堂小测试；学生在云课堂参与讨

论，根据讨论结果布置小组任务，学生在 QQ群提交小组任务；布置课后作

业。  

签到率 100%，学生完成作业率 90%以上。 

8.(能源英语    武学锋、孙继平) 

本周上课班级:3班、4班、5 班 

教学方式：应用腾讯会议+QQ 群、云课堂进行在线直播学习和课后自主

学习。本周直播顺利。所有学生在直播过程中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直播效

果良好。 

本周“能源英语”课程课堂上采用了课文讲解，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

师生在课堂上结合 PPT图文图片展示，对文中的技术术语、课文难点以及课

程内容进行解释说明，以达到理解相关能源领域的基本常识以及掌握在该语

境下常用的语言表达结构，对词汇及专业术语加强记忆并做到学以致用，对

相关科技文章能够读懂和翻译的教学目标。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1. 平台问题：云课堂有时登录不上，有时会出现卡顿，需要重新登录或

刷新得以解决； 

2．极个别学生优慕课签到出现闪退，需要重新登录或老师代签解决。 

3. 个别学生反馈作业和测试提交后平台上仍然没有内容。 

4. 部分学生登录云课堂看教学视频会偶有卡顿。 

5. 直播时偶尔出现了平台滞后或音量突然变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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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别学生因设备、技术原因不能登陆优慕课完成相关任务；或者直播

时无法语音交流。 

7. 进行 QQ或腾讯会议直播时，会有学生掉线，无法保证所有学生可以

一直在线。课堂进行在线测试时，很多学生无法登陆云课堂，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测试。只能延长时间，课后完成。 

 

三、意见和建议 

1. 希望石大云课堂更加稳定。 

2. 云课堂在线测试的功能需进一步完善，希望能增加听力的在线测试功

能。 

3. 云课堂的登录在线的时间是否可以延长。 

4. 加强对学生观看视频和提交作业情况的监督。 

5. 因网络授课，作业量大，建议云课堂可以像雨课堂或者批改网，除了

在线测试，其他作业也可以实现给出批改建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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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1、法学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法学 谌爱华 国际法学) 

授课方式：QQ直播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课程可以按照计划如何进行，效果不错，同学们能够看到 PPT，也能积

极参与互动   

2.(法学 董金鑫 国际经济法专题) 

授课方式：云课堂，腾讯直播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课程可以按照计划如何进行，效果不错，同学们能够看到 PPT，也能积

极参与互动 

3.( 法学 冷凌 刑事诉讼法学（法硕非法学全日制）、刑事诉讼专题研

究（学硕）2 门) 

授课方式：QQ 直播+云课堂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正常授课，效果一般、网络有时不稳定，影响屏幕分享的效果，语音互

动效果较好；难以了解学生的即时反应 

4.( 法学 刘玉林  经济法学) 

授课方式：钉钉直播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课程按照规定的上课计划正常进行。在线教学效果良好，可以正常给同

学们讲授课程内容。 

5.( 法学 秦勇  宏观调控法专题、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法专题 3 

门) 

授课方式：QQ+云课堂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课程按照计划进行，学生都能参与，回复及时。 

http://cj.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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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学 孙增芹 国际经济法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授课方式：QQ群直播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课程能够按计划正常进行，效果良好，学生互动灵活方便，资料的获取

与展示比较方便。 

7.( 法学 王学栋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授课方式：石大云平台、QQ语音直播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课程按教学计划正常进行，师生互动积极，课堂教学效果好。 

8.( 法学 杨春然  环境刑法专题（法学硕士、法律（法学）2 门) 

授课方式：QQ群直播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课程按照计划正常展开，通过在线 ppt语音 QQ讲课，课上连线进行启发

式、研讨式授课，8人的课堂，先后有 8位同学进行互动讨论，取得不错的

效果。 

9.（法学 由然 环境资源保护法学） 

授课方式：QQ群直播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课程能够按计划正常进行，效果良好，学生互动灵活方便 

10.法学 张学亮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授课方式：钉钉直播 

授课时间：按照原定时间授课 

课程按照原定计划执行，可以正常上课和学生交流，教学效果良好。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1、家庭环境影响授课效果。 

2、由于采用网络授课的形式，课程受限于平台的运行稳定与否。 

3、在线交流不能代替面对面交流，信息传递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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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见和建议 

1.通过多种教学设计，激发全体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2.通过适当引进部分公共资源和授课资源，激发同学的学习兴趣。 

3.布置专题学习，进行研讨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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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汉语国际教育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 (文法学院  苏静 《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1班) 

授课人数：28人，请假 1人，缺 1人（留学生）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 钉钉课堂 

上课时间：周三 8:00-10:00 

全日制班课程均按计划进行，总体情况良好，应到 28人，实到 27人。

此外 3名汉硕留学生也参与了课程。 

2. (文法学院 沈壮娟 教学测试与评估(1班)) 

授课人数： 25人，请假 2人；  

授课方式：腾讯会议直播 

上课时间：周五 56节 

按计划进行，提前让学生完成作业，课堂进行讨论。互动情况良好。留

学生发言积极。应到 27人，实到 25人。 

3. (外国语学院 李秋雨 《国别与地域文化》（1 班）) 

授课人数： 27人 

授课方式：QQ直播 

上课时间：星期五 0304 

能按正常计划进行，效果良好，通过与学生互动问题和在线答题的形式

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学生能够很好地融入课堂、跟上老师的授课节

奏。 

4. (文法学院 马丽丽 《教学设计与管理》（1班）) 

授课人数： 27人 

授课方式：QQ直播 学堂在线 

上课时间： 周四 1-2节（1班） 

本课程按课表计划正常上课，学生登录学堂在线，学习在线课程《对外

汉语教学设计》，并在课程 QQ群里提交作业，进行交流沟通。上课过程顺

利，从作业和交流情况看，同学们认真学习了在线课程，教学效果良好。 

5. (文法学院  苏静 《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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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人数：27人，请假 1人，缺 1人（留学生）  

授课方式：QQ群 腾讯会议 钉钉课堂 

上课时间：周三 1-2节 

课程按计划进行。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1.个别留学生无相关硬件，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进行学习。 

2.网络容易出问题，掉线、屏幕分享等容易中断。 

3.按照教学计划，学生需要学习古筝演奏。虽然提前和学生沟通，通过

各种方式准备好琴，但是还是存在困难。因此对课程内容作出调整，古筝文

化和古筝演奏相结合，没有古筝实物的可以使用古筝 app 软件进行学习。 

 

三、意见和建议 

1.研究生的课不能以讲课为主，增加更多的教学互动，让学生有参与

感。给学生充分独立思考的空间。  

2.直播授课限制性较大，可以准备更为不受限于直播时间的学习内容。 

3. 非全日制研究生周末班课多时间少，在线教学讲重点、讲拓展应用，

进行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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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网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专题”（任课教师：霍洪波），第 12周是这

门课程的最后一周课程，继续由霍洪波担任主讲。 

本周课程继续采用“基于文献研读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由于疫情影响，

仍然采用在线教学模式，主要以对分易、QQ群作为平台，以语音会议的形式对

社会思潮展开学术探讨和研究科研究。本周课前给学生事先布置了关于社会思潮

的问题的相关文献资料供同学们阅读，要求学生在课上阐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相

关知识和理论的掌握情况，分别谈了学习体会和认识，提出问题，主讲老师就学

生的发言进行讲解总结，对同学们指出的问题进行了讲解和分析，重点讲述了如

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认清社会思潮的实质和危害，教育学生和

民众正确辨别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从而能自觉地同错误社会思潮进行斗争。学

生之间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在讨论学习的基础上还分

析探讨了一些拓展性问题。从效果看基本达到教学目的。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向）（任课教师：

刘继高），本周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选读”课，基本教

学秩序和教学情况与以往相同。 

本周重点讨论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三），第三部分主

要阐述了易洛魁人氏族的内部结构、氏族与胞族、部落与部落联盟以及易洛魁人

原始的时候组织，以易洛魁人的社会结构为例来论证人类早期社会的基本特征、

构成以及发展的脉络。通过对易洛魁人原始社会的深入研究，结合马克思在人类

学笔记中的补充，充分论证了恩格斯在第一、二章所提出的关于古代社会文明形

态和家庭的转变，原始社会从公有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初步产生的历史过程。 

通过教学 QQ群，同学们与老师一起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和交流，对一些争议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3.“中国传统美德研究”（任课教师：张瑞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思

想政治教育方向选修课，3学分 48 学时，由石超和张瑞涛担任主讲教师，目前

任课教师为张瑞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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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开设以来，一直采用“基于文献研读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由于疫

情影响，本学期采用在线教学模式，以微信群、QQ群、腾讯会议作为平台，以

语音会议的形式开展教学。 

本周讨论了中国精神的内涵及培育路径师生随时在 QQ群中分享教学中涉及

的文献资料。由于课堂人数只有 8 人，再加上研究生具有内在学习动机，学习热

情和学习投入基本不用外在监督。 

4.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任课教师：徐越），按教学日历正常

进行网上授课。本周授课内容为第 11讲，主讲教师为徐越，六位选课硕士生均

正常上课，其中两位学生分享读书报告，六位同学均参与在线研讨。 

前两节为报告环节，两位同学结合 PPT进行了陈述分享。1.第三部分“社会

主义与生态学”，王佳同学进行了学习报告分享。徐越根据学生提出的疑点问题

进行解答，主要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2.生态社会主义专题，

本节由张传颖同学主讲，师生互相提问构成。主要就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

义的异同。本讲授课讨论充分，问题意识突出，学习效果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认

可。 

本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授课整体质量较高。主要表现为：

第一，师生互动积极热烈。经过半个学期的摸索，在保证授课内容不变、提高网

络学习质量的大思路指导下，学生课下精读更加充分、课堂提问更有针对性、即

时互动交流更充分。借助学生预习笔记/PPT的小组分享，进一步促进了线上线

下互动和生生互助。针对 3小时专业课语音授课容易产生师生疲劳的问题，我课

堂采取适度从紧的时间安排，将 3 课时改为 2个半小时授课（含 10分钟课间休

息），不仅确保了授课内容的完整，也降低了师生的疲劳度和课堂参与的精神集

中度。 

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任课教师：原丽红），本周进入博士

基础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本周两次课。第一次课结合

全球疫情发展，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凸显，以及为什么在如此明显的制度优势

面前，社会主义的话语权的争夺仍然任重道远。第二次课结合当前疫情带来的日

趋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谈社会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从马克思《资本论》

提供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短缺到过剩阶段不同的危机形式为坐标，重新考察迄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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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及资本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相互交织纠

缠，从而得出在逆全球化趋势之下，相比较于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

是更危险的思潮。课程采取了问答、讨论的方式，与当前形势密切相关，较能引

发同学思考。 

6.《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思政方向）（任课教师：霍洪波），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思想政治教育方向必修课，3学分 48 学时，由石超、张会

芸、霍洪波担任主讲教师，每人承担 16学时教学任务，本周由霍洪波老师主

讲，主要学习内容是经典原著。 

该课程开设以来，一直采用“基于文献研读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由于疫

情影响，本学期采用在线教学模式，以微信群、QQ群、腾讯会议作为平台，以

语音会议的形式开展科研论文研读会（读书会）。本周事先对学生布置了列宁的

《怎么办？》一文供学生研读。上课之前学生提前提交了研读报告，表述了各自

的学习体会和问题，课上每人就研读的收获进行讲述，对不明白的问题进行了交

流。随后老师带领同学对文献的重要自然段进行深入的研读，并概括大意，每次

课后根据所研读的文献布置小作业（如摘要撰写训练、观点论证训练等）。 

本课程已开课数周，同学对网上学习方式也很熟悉，学习热情和学习投入基

本不用外在监督，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和实体课堂几乎没有区别，基本达到学习效

果。   

7.《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近代史方向）（任课教师：于泳），通过

qq语音直播加课下文献研读方式展开。开课已经 12周，本次为于泳担任主讲的

第三周（学期周第 12周）。本周进行了一次课堂教学（五一假期冲掉一次）。

课堂人数 3人。阅读文献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

生学习以自主学习为主，教师加以提升引导。本周除了讨论文献内容外，还增加

了师生研讨研究生学习与科研等相关问题。本周教师讲解 80分钟，师生研讨生

20分钟。教师通过讨论及学生发言判断研究生的学识、能力及文献掌握情况。

文献作为引子，师生可就学术前沿与理论问题发表见解，讨论了诸如《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版本变迁、写作背景、文献内容的删改、文章的理

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关系的特点和结构性特征等问题。 

8、《自然辩证法概论》（任课教师：叶立国），本课程为 1 学分 18 课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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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原课程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网络教学 8课时、见面研讨 10课时。鉴

于当前疫情情况，我们不得不对上课方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教学安排历时八周，

每周大约两课时教学内容。 

课程采用“网络 SPOC学习”与“小组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每位同

学需要在教学平台上观看教学视频、参与研讨、完成在线测试、课程作业和作业

互评。小组内部 QQ群中进行相关问题研讨，为了培养大家的合作学习能力，如果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除了在论坛上参与讨论外，建议先在小组内部进行研讨，

解决问题。实在解决不了的，可以以小组名义在课程平台向老师提问。每周一讲，

SPOC选上教学，本周教学内容 “第三讲 地震能预测吗（上）”，教学顺利。 

9.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任课教师：白春雨、江华），江华老

师以石大云课堂和 QQ群作为平台，通过石大云课堂提供研读论文，教材和教学大

纲，通过 QQ 群进行每次课的导学，作业发布和语音讨论。白春雨上课采取网上直

播课+石大云课堂布置，网上直播采用哔哩哔哩直播间。本周教学主为专题教学：

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主要内容包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二、经济

全球化及其内在矛盾；三、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1、可能由于网络的原因，感觉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和实体课堂相比在交流上

不够顺畅，互动性稍显不足。视频授课在眼神、形体语言等方面与学生的交流还

是不如课堂教学。 

2、偶有卡顿和噪音。 

3、石大云课堂上网速度慢，经常登录不上。 

4、通过腾讯会议进行线上实时讨论，网络情况不稳定，讨论时断时续，时

间浪费严重。 

5、石大云课堂无法管理学生，权限不在任课教师处。 

6、教师在网络教学中，可以通过各种平台与学生对话，保持听课率。教师

要熟悉网络教学的优点，并加以运用。 

7、值得师生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内容安排是否合适？由于技术支持等原

因，是否影响了讨论的进一步深化？是否可以让学生主讲一些内容？现有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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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情况下，能否再生动活泼一些？另外，怎么加强对老师课堂的监管也是需要

思考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8、线上展示很大程度影响了学生分风采展示。个别同学电脑不支持 qq分

享屏幕？ 

9、缺少面对面沟通，对于学生的接受和理解状态不是很了解。 

 

三、意见和建议 

1.因学生人数少，研究生教学使用微信群是适合的，对于大课堂来说可能会

有一些不便和问题。 

2.研究生公共课和大于 30人的课堂的教学效果问题。线上教学可能存在的

问题是：第一、在学生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学生的听课投入？（实体课

堂都可能听课不认真，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认真听课？）；第二，研究生

教学需要基于研究的研讨，人数较多的课堂如何进行有效的虚拟研讨？像“自然

辩证法”课程，在大课堂教学中如何实时监控、督导学生学习的真实状况，使之

能真正投入并学有所获，是需要认真思考并拿出有效办法的一个现实问题。 

3.提高授课效率，可在 QQ群中随机点名、发言加分，教师可以以 QQ群接龙

形式考察学生在线上课情况。或随即点名发言，以保证课堂管理与学生学习集中

度。 

4.在统筹线上课程教学的同时，现在应该考虑回归线下之后，如何实现线上

与线下的对接，实现连贯的教学效果。 

5.从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沟通看，研究生小课堂（15人以内）采用现成的

云课堂、雨课堂、对分课堂、腾讯课堂、QQ群、微信群等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教

学，与实体课堂没有实质性差异，主要原因是研究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比较强烈，

学习自觉性高，上课人数少便于全方位沟通。教师即使信息素养和网络教学技术

水平不够，利用微信群和 QQ群、腾讯会议进行教学，也没有问题。 

6.线上授课应区别于实体课堂，有部分教师在网上直播中仍采取满堂灌的传

统方式，2个小时几乎全部是教师讲授，缺乏利用信息技术与学生的有效互动，

也没有及时做好学生听课效果的反馈。网络平台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每个知识点的

视频长度一般在 10分钟左右，因此，建议教师压缩网络直播中讲授的时间，增

加师生互动的次数。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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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良好的教学效果来自于教师的热情投入和学生的积极参与，至若何种上课

方式只是外形而非内核。对于文科研究生而言，如不读书不思考，什么样的意见

和建议都是子虚乌有罢了，因为学生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基于此，网课要产生

真正的效果，重点应放在学生返校之后的考核上面。 

8、可以再通过学生渠道了解一下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力求全面

客观把握动态，掌控全局。 

9、从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沟通看，研究生公共课采用现成的石大云课堂和

QQ群相结合进行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教学是必须的。石大云课堂的信息发布比较

清晰明确，学生登录后可以一目了然。QQ群具有登录方便，不卡顿的优点，两

者相互配合，教学效果比较好。 

10、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生公共课人数较多，讨论发言不能同时进行，必须

进行分别时间和人数的限制。在每一次授课中，采取经常与学生对话的方式，保

证学生的听课率。 

11、通过与同学的讨论与交流，认为将每个人的问题嵌入到阅读文本中，让

每个同学都了解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并在文本中进行回应，补充在线交流的不

足。 

12、课程还需进一步加强整体设计。 

13、在大课堂教学中如何实时监控、督导学生学习的真实状况，使之能真正

投入并学有所获，是需要认真思考并拿出有效办法的一个现实问题。 

14、有的老师反映教学人数与研究生教学系统中输入的名单有出入，待核

实；另一方面人数过多难以开展讨论，影响教学效果。 

15、給独立开课的老师在石大云课堂上设置独立的户头，以便于出题考试的

管理。 

16、由于是线上教学，所以与现实中的课堂教学相比，老师对学生的管控稍

微要差些，有些学生的注意力可能也没有课堂上集中。后续教师应该采取更适当

的措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17、由于个别学生不是本专业出身，基础稍微差些，应该加大对学生的监督

和督促，让他们及时学习和消化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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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课后教师要加大与学生的交流，及时听取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并做

好后续的教学改进措施。 

19、强化对文科学生的实质性考核，否则网络上课不过徒具形式而已。 

20、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及时认真研讨、总结这段特殊时期的教学情况，出台

有关管理细则，规范下一阶段教学活动。这段时间由于情况特殊，许多部门、许

多人是匆忙上阵，没有经验，开始时难免有些问题。 

21、建议学校多引进国内外优秀教学资源，及时分享，变危机为机遇，提高

我们的教学及管理水平。 

22、建议有关服务部门做好跟踪、总结工作，为保证教学活动顺利进行、为

提高整体教学水平提高良好的技术支持。 

23、多征求来自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24、加强监管，严肃纪律，对出现问题，对照正常时期的规定进行相应处

理。 

25、研究生阶段，学生的自学能力很重要，后面要加大对学生阅读经典文献

的要求，培养他们读文献的好习惯。 

26、研究生小课堂（15人以内）采用优秀的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教学，是一

种提高研究生教学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建议学校多多引进国内优质网络课程，

在将来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之后，能与实体课堂有机结合，进一步提高我校的研究

生教学质量。 

27、腾讯会议平台经教学实践反复检验，可作为课程教学平台。对于研究生

课程而言，由于教学设计中有讨论和分享两个环节，因此特别要求平台的互动性

和图文并茂、音频视频畅通。腾讯会议能够将语音授课与即时文件分享相结合，

符合小班在线教学的基本要求。 

28、同学汇报应结合教材制作 PPT，讲师讲授应摆脱对 PPT依赖。对于学生

而言，30分钟的主题发言，在实体课堂中时常足够，但在网络课堂上，由于存

在网络卡顿和课堂讨论无法同时多人进行的现实困难。一方面，要求学生准备发

言稿时要简明扼要，避免出现因为过于细致而出现遗忘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

求教师能够在学生的讲解中主动进行穿插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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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学生讲解，似乎可用思维导图代替 PPT（这样就不用存在翻页的问题

了）。需要承认，迄今为止各位主讲同学的 PPT设计非常精心，想必也是花费了

很多课下时间，但制作精美的 PPT 并非我课程的主要目的。 

30、应允许根据需要对个别课时进行灵活调整，开学后进行，而不是完全按

教学进度规范进展。 

31、加强课下作业布置。 

32、根据学习情况，建议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生应加强对经典原著方

面的学习和研读，提升理论素养，对相关学科的力量知识也有必要增强，有条件

的话开设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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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部研究生教学第 12 周线上授课总结 
一、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1.授课信息 

授课教师：商勇 

授课班级：2019级 

授课人数：9人，  参加人数 9人，出勤率 100% 

课程名称：运动生理学 

2.授课方式 

采用“钉钉”平台线上授课： 

（1）课前：通报学习计划、授课内容，安排课前资料准备； 

（2）课堂：通过钉钉视频会议授课(授课视频、PPT)、知识点梳理、提

问、讨论等； 

（3）课下：安排学生课后和课前“拓展阅读”的内容 4篇，通过阅读拓

展视野，诱发思维，深化对知识点的学习与应用。 

3.教学效果 

该课程教学继续采用已经熟练使用过的“钉钉”平台；学生课前、课下

阅读、资料准备基本达到教学要求；课堂教学过程无信息不畅、断网等情况

发生，课上视频、PPT播放、提问、讨论等启发式教学顺利实现；课堂讨论

学生发言积极，课下拓展阅读材料通过微信群发送。  

 

 

二、任课老师反馈存在主要问题 

特殊时期，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良好：线上课堂气氛活

跃，交流顺畅，线下学生积极完成拓展阅读的内容，师生已适应了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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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见和建议 

线上课程教学作为“疫情”特殊时期“停课不停学”的有效手段，对具

有较高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生教学很实用，即使后“疫情”时期也应该作为

课堂教学的辅助教学手段继续保留，改变研究生被动学习、惰性学习的传统

课堂教学模式，加强研究生主动学习教育及教学模式，培养他们自主学习，

探究式学习的习惯，形成“课前有准备，课上有问题，课下做探究”的良好

教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