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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药科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本科在线教学质量报告 

（2019-2020学年下学期第九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

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辽宁

省人民政府、辽宁省教育厅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文件

精神，学校制定了《沈阳药科大学关于调整 2019-2020 学年

下学期本科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在充分利用在线课程教

学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

活动，努力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确保“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一、第九周在线教学基本情况 

学校从 3月 2日开始实施线上教学活动。根据学校制定

的教学应急预案三级响应机制，由于第五教学周没有正常

开学，学校启动应急教学预案一级响应：继续开展体育课

在线教学和居家体育训练，继续开展毕业论文（设计）在

线指导，实验课程继续开展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按原

教学计划时间安排，启动全部理论必修课程、指定选修课

程在线教学。 

（一）开课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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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教学周共有 688 门次课程开展在线教学，其中理论

课 580 门次、实验课 85 门次、体育课 23 门次。 

 

本周开展在线教学课程根据开课模式分类包括必修课

538 门次、占总课程门次的 78.2%，指定选修课 150 门次、

占总课程门次的 21.8%。 

（二）学生到课率 

本周学生应到课 59680 人次，实际到课 59043 人次，到

课率 98.93%。其中理论课到课率 98.86%、实验课到课率

99.24%、体育课到课率 99.51%，必修课到课率 98.89%、指

定选修课到课率 99.18%。 

（三）在线教学平台的选择及分布情况 

教师主要采用“在线课程资源+直播+即时通讯群（QQ 群

或微信群）”多种平台、多工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在线教学。

本周除体育课外平均每门次课程选用 2.6个在线教学平台和

教学工具。有 93.98%的课程选用两个及以上的在线教学平台

84.30%

12.35%

3.34%

理论、实验、体育课程门次占比

理论课 实验课 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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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工具，超半数课程选用 3个在线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

开展教学活动。 

 

本周有 51.43%课程选用了超星开展在线教学活动；分别

有 64.06%和 15.49%的课程选择了腾讯会议和腾讯课堂作为

直播教学和在线互动答疑的平台；分别有 61.95%和 20.60%

的课程选用 QQ 群和微信群开展课前课后教学任务的布置、

直播教学及在线答疑等教学活动；另外，有 23.01%的课程选

择了 U校园、ZOOM、慕课堂、QQ 群课堂、课堂派、智慧树等

作为在线教学平台。 

6.02%

34.89%

53.38% 5.71%

每门次课程选用在线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情况

选用单一平台

选用2个平台

选用3个平台

选用4个及以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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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主要依托超星平台、QQ 群，采用 SPOC 与在线直

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开展在线教学。 

（四）在线教学方式的选择及教学互动 

本周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除体育课外）中，有 87.97%

的课程选择了 MOOC、SPOC、录播、直播、在线互动答疑等其

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教学方式，平均每门次课程选择 2.19

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活动。有 87.97%的课程在本周教学进程

中，部分或全部使用直播的方式开展在线教学。有 79.25%

的课程在线直播和互动答疑学时占授课总学时的比例在 50%

以上，较上周提高 4.5 个百分点。 

腾讯会议 QQ群 超星 微信群 雨课堂 腾讯课堂
中国大学
MOOC

其他

数量 426 412 342 137 107 103 46 153

占比 64.06% 61.95% 51.43% 20.60% 16.09% 15.49% 6.92% 23.01%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在线教学平台的选用情况



5 
 

 

二、第九周在线教学保障情况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坚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稳步

推进”的工作思路，有序开展在线教学相关工作，保障了延

期开学期间在线教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并不断提高在线

教学的质量。学校先后出台了《沈阳药科大学关于调整 

2019-2020 学年下学期本科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沈阳药

科大学关于做好本科在线教学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沈阳

药科大学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2020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的通知》《沈阳药科大学关于做好本科实验课程在

线教学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沈阳药科大学关于疫情防控

期间进一步做好本科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为在线教学相关工作有序、规范、按时开展奠定了

基础。通过制定并实施应急教学预案三级响应机制，明确在

线教学要求，指导教师合理选择在线教学平台和教学方式，

组织教师开展在线教学培训等方式，有序开展在线教学准备

0% 20% 40% 60% 80% 100%

50%以上

40%-50%

30%-40%

20%-30%

20%以下

在线直播和互动答疑占授课总学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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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通过强化二级教学单位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促进信息

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与教学建设，

及时分享典型教学经验等手段，不断提高在线教学的建设水

平与教学质量。 

（一）课程检查情况 

继续坚持在线教学每周检查制度。二级教学单位对第九

教学周在线教学 688 门次课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根据各学院反馈的检查结果显示，各门课程能够按照学校在

线教学的基本规范开展在线教学活动，在线教学运行总体平 

稳、有序。  

（二）课程评价情况 

继续坚持校院两级督导听课评价制度。校督导办 5位专

职督导共进行课程评价共 466 门次（其中本周进行课程评价

50 门次），理论课程评价的累计覆盖比率为 54.74%；二级

教学单位督导组成员共 82 人（其中含校级兼职督导 19 人）

进行课程评价 1205 门次（其中本周进行课程评价 105 门次），

理论课程评价的累计覆盖比例为 80.84%，校院两级理论课程

评价累计覆盖比例为 90.95%。 

 

校院两级督导前九周理论课程评价门次、覆盖率 

 参与人数 课程评价门次 听课覆盖率 

学校专职督导 5 466 54.74% 

学院督导组 82 1205 80.84% 

校院两级督导合计 87 1671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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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务工作纪实 

（一）科学研判、超前识变，制定在线教学预案 

1 月 28 日大年初四（武汉封城第五天，当日全国 30 个

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515 例，累积死

亡病例 106 人，辽宁确诊病例 23 例，死亡病例 0 例），教

务处开始调取春季学期教学运行数据，着手研究制定延期开

学的在线教学预案。将计划运行的全部 184 门理论必修课程

与我校现有在线课程资源及中国大学 MOOC、超星、智慧树等

课程平台的课程资源进行逐一匹配，制作了理论必修课程利

用在线资源开展线上授课的信息详表，掌握了实施在线教学

的第一手资料；与课程平台方联系，探讨实施在线教学的可

行性，为制定在线教学预案做了较为充足的准备。 

2 月 5 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

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同日，教务处结合前期掌握数据，按照教育部指导意见，部

署制定在线教学预案。2 月 8 日（正月十五），教务处利用

学习强国平台首次召开在线工作会议，对在线教学预案初稿

进行了首轮讨论。此次会议，教务处根据非典疫情经验，研

判此次新疫情，预计在线教学至少要持续 2个月时间，要求

相关科室务必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确定了以时间换空

间、分类分批、精准施策，确保在线教学顺利实施，有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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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在线教学质量的总体工作思路。2月 11 日，正式确定了采

用五类课程（自由选修课、体育课、理论课（必修、指定选

修课）、实验、毕业论文）分批实施的应急教学预案三级（设

立第一、三、五周延期开学 3个触发点）响应机制。经过四

轮在线讨论和修订，2月 15 日（开学前两周）向全校公布《关

于调整 2019-2020 学年下学期本科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正

式启动我校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工作。 

（二）精心筹备、积极应变，保障在线教学有序开展 

1.制定在线教学基本要求 

为适应在线教学需要，使在线实施教学过程中有标准可

依，教务处制定了在线教学基本要求，要求任课教师开学前，

储备好前四周的在线教学资源，同时明确了教师在课前、课

中、课后的在线教学任务。针对理论课、实践课、体育课、

毕业论文等四类课程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教学要求。 

2.开展在线教学指导 

积极开展前期调研，组织教务处相关工作人员在了解各

在线教学平台资源和功能的基础上，制定了《沈阳药科大学

教务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在线教学工作的几点建议》。

从在线教学资源、教学方式、教学平台如何选择，相同课程

代码课程如何进行在线团队教学，以及一年内有计划申报线

上、线上线下混合式本科一流课程如何开展在线教学等几个

方面，给出明确的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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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在线教学应用技术培训 

2 月 27 日教务处专门组织各学院教学院长、教研室（实

验教学中心）主任、骨干教师代表及教务处工作人员（共 271

人）召开在线教学工作会议，对在线教学工作安排和要求进

行了解读，并开展了模拟演示教学直播。分别组织超星、中

国大学 MOOC、雨课堂等教学平台，召开专场直播培训，参与

教师 1200 人次。利用在线培训课程、发布操作手册、模拟

演示教学等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平台使用培训。分别建立超

星平台、中国大学 MOOC 平台、雨课堂平台微信交流群（入

群教师合计 891 人次）由教务处工作人员与平台技术人员共

同开展平台应用指导与答疑，交流群一直持续至今。此外，

教务处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收集整理教师交流群中提出的高

频问题，制作了网课平台使用答疑小助手软件，方便教师遇

到问题随时查阅。 

（三）多措并举、主动求变，不断提升在线教学质量 

1.建立在线教学应急管理工作小组 

为适应在线教学管理需要，教务处创新管理模式，在业

务职能优化整合的基础上，打破科室界限，建立四个在线教

学应急管理工作小组，保障在线教学期间管理不离线。 

（1）成立在线教学运行管理工作小组 

主要负责在线教学实施方案具体运行的落实，提高教学

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一是合理调整、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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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春季学期课程教学开课计划，做好在线教学运行调配与

管理。二是统计公布各类课程资源平台选用、访问方式、课

程交流群、开课情况、学生到课率等信息，并做好相关信息

的上报工作。三是加强在线课程过程管理，设置在线教学规

划，强化在线教学指导。四是及时开展在线教学检查，建立

与课程平台教学保障联动机制，了解师生在线课程教学情况、

学习情况。 

负责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过程管理，掌握教师在线

指导情况；落实外派学生回校开展毕业论文（设计）相关事

宜。 

负责与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积极协调，面向我校师生开放数字教材资源。 

（2）成立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小组 

主要负责在线教学课程质量评价工作，协助校督导办开

展在线教学督导，统计在线课程质量评价信息；开展在线教

学师生问卷调查；编制质量周报，提出在线教学改进建议和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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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在线教学应用技术指导与培训工作小组 

主要负责在线教学平台应用技术的指导与培训。 

（4）成立在线教学宣传工作小组 

负责组织收集在线教学优秀案例，通过“教务通”微信

公众号平台及时分享在线教学经验；充分发挥引领示范效应，

及时向辽宁本科教学网推送我校在线教学典型案例。推送优

质教育资源，向“学习强国”平台推送我校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教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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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校院两级组织领导 

在教务处的主导下，成立由教务处和校教学督导办联合

组建的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组。采用每周报告制度，及

时掌握全校在线教学工作的实施情况；开展在线课程建设与

实施情况抽查和在线听课抽查、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师生教

学状态；开展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督导二级教学单位开展在

线教学检查与质量监控工作。指导各学院成立二级教学单位

在线教学督导组，确保本单位在线教学运行平稳、有序开展，

并保证在线教学质量。 

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组每周收取教学督导课程评

价信息和二级教学单位课程检查信息，每周撰写并向全校发

布《沈阳药科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科在线教学质量

报告》，目前已经累计发布 8期。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

组分别于开学第一周、第三周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到校本部

临时教学指挥中心，抽查在线教学的实施情况，共抽查听课

71 门次，并将抽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向相关学院进行了反馈。

开展师生问卷调查 4次，累计回收有效问卷 17191 份。截至

目前，校院两级督导共 87 人，累计听课评价 1671 门次，校

院两级理论课程评价累计覆盖比例为 90.95%。 

3.指导二级教学单位落实质量监控主体责任 

为加强二级教学单位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切实保障在线

教学的质量，教务处牵头制定了《沈阳药科大学关于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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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期间进一步做好本科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工作的通

知》，指导各二级教学单位落实质量监控的主体责任，督促

基层教学单位做好在线教学开课准备工作，并根据在线教学

的特点及要求开展在线教学检查，确保在线教学内容符合相

应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同时，部署各二级教学单位全面开展

对教师教学方案及材料准备情况的检查，全面排查在线教学

运行情况，全面督查在线教风学风情况，制定计划、统筹安

排实施在线教学课程评价。 

二级教学单位根据教务处工作部署，每周开展教学检查

和听课评价工作，并上报检查及评价数据。截至目前，二级

教学单位累计课程检查 6135 门次，累计听课评价 1205 门次，

评价理论课程的累计覆盖比例为 80.84%。为保障师生在线学

习期间互动交流的实效性，组织教师以课程门次为单元，建

立课程联络群（微信群或 QQ 群），截至目前，共建立微信

群 170 个，QQ 群 624 个。 

4.及时推广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利用教务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在线教学相关通知和报

道，及时提供在线教学服务信息。分别向师生发布公开信就

居家在线教学期间，“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提出了

指导性意见；推出了线上教学经验分享 19 期，分享了《药

剂学》《配位化学》《中药化学实验》等课程教师的在线教

学经验；推出《天涯若同窗、千里共学堂》主题文章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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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名学生在线学习的体会，共发布在线教学质量报告 8 期。

截至目前，疫情防控期间利用教务通公众号共推送教学服务

信息和报道 60 篇，累计访问 51284 人次；向辽宁本科教学

网推送教学典型案例报道 5篇；向“学习强国”平台推送我

校8门国家级、1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全部教学视频。 

 教务通推送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教学服务信息和报道情况 

教师在线教学经验分享数  19 

学生在线教学经验分享数  9 

在线教学质量周报  8 

累计推送教学服务信息和报道 60 

累积访问人次  51284 

 

 

（四）一张蓝图绘到底，改革建设不断线 

疫情防控期间，教务处在保证在线教学运行平稳有序，

教学质量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始终不忘使命担当，确保本科

教学改革与教学建设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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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核评估整改 

今年是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年，也是学校教

育教学综合改革的关键一年。教务处在结合学校自评和专家

反馈意见基础上，从我校本科教育事业高水平发展的需求出

发，牵头制定了本科教学工作整改方案，建立工作台账，梳

理整改关键问题 35 项，提出整改建议 50 项。4 月 3 日组织

召开全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推进会，积极推进

我校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全面启动我校本科教学整改工

作。在学校整改方案的基础上，教务处积极研制本部门整改

方案和整改问题台账，将整改措施进一步细化，明确各项措

施的整改目标、责任分工、完成时限等，并结合各项教学建

设与改革实际及时推进各项整改任务。 

2.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2 月 15 日，根据学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

进度安排下发通知，组织相关专业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第二稿。教务处安排专人对各专业提交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逐一审查，发现专业课程设置与专业定位不符、大类专业课

程不统一等 11 大类，共计 400 余项问题。已向参与本轮修

订的全部 21 个专业反馈相关问题，并督促各专业进一步调

整。截至目前，已有 18 个专业按照反馈意见完成了人才培

养方案第三稿。 

3.一流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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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教务处组织 5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申请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编制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初步规划。在研究国家一流专业评审标准的基础上，

重点帮助专业制定规划编制提纲，确定一流专业建设主要任

务点，引导专业结合实际、突出特色、科学合理地编制一流

专业建设初步规划、预算建设经费，顺利完成中央财政支持

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申报任务。 

 

为确保一流专业建设经费投入，教务处开展了国家级、

省级一流专业三年建设经费整体预算。按照学校统筹建设的

思路，从一流教育教学系列改革和专业特色实践教学条件建

设两个角度全方位预算一流专业建设所需整体资金，并制定

资金使用规划。 

按照教育部药学类专业教指委工作部署，围绕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的要求，以达到的“三级认证”中的“追卓

越”认证标准为评判尺度，带领与药学专业逐一对照“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推荐工作指导标准”，深入追踪新一

轮科技革命背景下药学产业发展趋势，认真总结专业建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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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本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突出特色与优势的原则，从建

设目标、预期建设成果、分年度建设目标、建设举措等多方

面精心研制药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校级建设方案

并报送教指委。 

 

4 月 3 日，召开学校一流专业建设工作会议，研判一流

专业申报新形势，部署在建一流专业建设点开展建设工作。

会后，教务处精心研制一流专业建设方案参考提纲，引导专

业深入追踪行业发展方向、明确专业改革方向和建设路径、

科学制定切实可行的专业建设举措、合理规划专业建设总目

标与分年度目标等；4月 17 日下发《沈阳药科大学关于启动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参照学校建设提纲、

结合专业实际、突出专业特色，既有一流专业建设点制定一

流专业建设方案，符合建设条件的专业制定一流专业培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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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4.一流课程建设 

按照我校一流课程建设的工作部署，3 月 5 日教务处组

织开展一流课程立项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共收到二级教学

单位提交的一流课程立项申报书 59 项，正在组织申报项目

的初审工作。积极推进原 8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转型升

级为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目前，天然药物化学、药物化学、

化学制药工艺学、分析化学四门课程的课程录制已基本完成，

正在进行视频后期制作。积极与中国大学 MOOC 平台联系，

确保完成资源制作的课程尽早上线开放。 

5.实训中心后续建设和实训教学准备工作 

及时向省发改委、省教育厅汇报项目资金执行及建设进

展情况，积极与项目施工单位沟通协调，落实实训中心后续

用电改造、设备调试、复工安排工作。组织相关教师进一步

完善实训教学工作方案，为开展校内实训教学做好准备。 

6.教学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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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认真总结线上教学的经验，围绕一流专

业、一流课程、一流管理等教学建设方面的需求，教务处开

展了教学管理系统、在线课程平台、智慧教室等相关教学信

息化建设的调研工作。组织召开 6场教学信息化建设专题会

议，邀请厂商在线介绍相关系统和平台的基本功能。目前在

线课程平台的需求分析已完成初稿，教学管理系统的需求分

析正在制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