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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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下学期第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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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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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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教学周共有 638 门次课程开展在线教学，其中理论

课 528 门次、实验课 81 门次、体育课 23 门次、实践课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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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门次、占课程总门次的 79.47%，指定选修课 131 门次、

占课程总门次的 20.53%。 

（二）学生到课率 

本周学生应到课 51674 人次，实际到课 50997 人次，到

课率 98.69%。其中理论课到课率 98.59%、实验课到课率

98.99%、体育课到课率 99.33%、实践课到课率 99.76%；必

修课到课率 98.67%、指定选修课到课率 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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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线教学平台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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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个在线教

82.76%

12.70%

3.61%

0.94%

理论、实验、体育、实践课程门次占比

理论课 实验课 体育课 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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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平台和工具。有 93.66%的课程选用两个及以上的在线教学

平台和工具，超半数课程选用 3个在线教学平台和工具开展

教学活动。 

 

本周有 48.62%的课程选用了超星课程平台开展线上教

学活动；分别有 65.04%和 1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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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9%和 2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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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的课程选择了 U校园、ZOOM、慕课堂、QQ 群课堂、智

慧树等作为在线教学平台。 

6.34%

37.89%

51.71%

4.07%

每门次课程选用在线教学平台的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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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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则主要依托超星平台和 QQ 群，采用 SPOC 和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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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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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提高 4.39个百分点。

平均每门次课程选择 2.16 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活动。有

9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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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提高 2.44 个百分点。有 75.77%的

课程在线直播和互动答疑占授课总学时的比例在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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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380 299 130 101 92 36 121

占比 65.04% 61.79% 48.62% 21.14% 16.42% 14.96% 5.85% 19.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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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平台的选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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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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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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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教学单位对第十

教学周在线教学 638 门次课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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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门次（其中本周进行课程评价 41

门次），理论课程评价的累计覆盖比例为 5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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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 门次（其中本周进行课程评价 85 门次），理

论课程评价的累计覆盖比例为 81.04%，校院两级理论课程评

价累计覆盖比例为 91.88%。 

校院两级督导前十周累计理论课程评价门次、覆盖比例 

 参与人数 评价门次 覆盖比例 

学校专职督导 5 507 55.63% 

学院督导组 82 1290 81.04% 

校院两级督导合计 87 1797 91.88% 

三、关于做好在线教学课程考核工作的建议 

保证在线教学课程考核“标准不打折扣、形式灵活恰当、

过程严格规范、结果科学公正”是努力实现线上教学与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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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质等效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下提出在线教学课程考核

若干建议，供师生参考。 

（一）对任课教师的建议 

1.科学设置在线考核内容，保证在线考核效果 

任课教师应该通过合理设置考核内容，全面考核学生对

本门课程所学知识的理解及运用能力，真实反馈课程学习效

果，应做到考核内容不减少，考核标准不降低。应该以课程

教学大纲为依据，在检验学生对课程基础理论、知识、技能

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学生独立思考和综合运用课

程及相关学科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针对标准化试题考核内容设计的建议 

标准化试题的设计要符合线上考核的特点，建立线上考

核试题库，应采用线上考试系统随机组卷，实现多题多卷。

根据授课班型规模实际情况，建议试题库中各题型试题数量

至少应达到正式考核试题数量的 3-5 倍。 

（2）针对非标准答案试题考核内容设计的建议 

非标准答案试题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综合设计、综合论

述题或小论文等题型。非标准答案试题综合性要强，学生需

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才能进行作答，且在书本和网络上找

不到标准答案。 

（3）制药工程专业课程考核内容设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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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制药工程专业涉及的相关课程，应按照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的标准和要求，设置符合新修订教学大纲和课程目标

的考试内容，建议以课程目标为分类标准设计试卷，便于考

核后进行课程达成度统计分析。 

2.合理设定考核比例，注重形成性评价 

建议通过合理设定考核比例，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在

线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提供的签

到、互动讨论、作业、测验等过程性记录和教师对学生学习

过程的评价结论开展过程性考核，可以适当提高过程性考核

成绩在总成绩中的占比。针对计划开展期末考试的课程，应

根据在线教学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比

重；建议开展“多次阶段考核+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形成性评价。 

3.一课一方案，保证考核结果公平 

可以按照“一课一方案”的原则制定课程线上考核方

案，考核方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线上考核条件。在选择考核

方式前，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对不具备线上考核条件的学生，

应在公平公正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替代方案。要充分考虑平

行班授课的情况，尤其是上课时间点或授课平台不同的平行

教学班，考核内容和命题难度应保持一致。正式考核前应组

织学生进行模拟测试，让学生熟悉考试流程和要求，测试平

台稳定性。任课教师在考前不应划定考试范围，或向学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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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涉及考卷具体题目的信息，更不应以任何方式泄漏试题内

容。 

（二）对参加在线考试学生的建议 

学生参加在线考试应该本着诚信原则，并严格遵守考

场规则，对于学生参加在线考试有如下建议： 

1.在线考试前 

需要按照任课教师要求，做足准备工作，如仔细阅读

考试要求和规则，认真参加任课教师组织的考前调查和模

拟考试。考生应准备好纸、笔、两台以上电子设备（电脑、

手机或平板均可），一台设备用于进入答题平台或查看考

试试题，另一台设备用于视频监控，并提前调试好网络和

电子设备，保证网络畅通、音视频传输正常。考生应选择

安静、封闭、独立的考试环境，周围应没有其他人和声音

进行干扰。考生应准备好学生证、考试证或校园一卡通等

有效证件，并提前进入在线考场，配合监考教师做好考试

签到和身份核实工作。手机提前做好拒接电话和语音通话

的设置，考试过程中应保持安静，不应接打电话。 

2.考试过程中 

考生用于视频监控的电子设备能 大角度且清晰拍摄

自己的桌面和正前方视角（并按照监考教师的要求开启或

关闭语音）。考生要遵守线上考场纪律，严格按照监考教

师安排执行，不准喧哗吵闹，注意保持安静。闭卷考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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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桌面要保持整洁，不得放置与考试相关的材料。考试

全程不应该佩戴耳机、口罩、帽子等不得用头发、衣物、

装饰品等遮挡面部。考试过程中考生不要退出考试平台，

一般平台有记录功能，中途退出者将视为提前交卷。如考

试过程中出现意外退出的情况，应及时联系监考教师说明

原因并上传相关证据，避免系统默认为提前交卷。 

 

学生在线考场环境（手机+电脑）示例 

3.考试结束时 

考生应听从监考教师指令，考试结束时，应立即停止

做答。若手写答卷，答题完成后拍照，并确认试卷拍摄清

晰后上传至指定平台。考生上传所有考试相关材料，一般

应以“考试科目+学号+姓名+专业”命名，便于存档。 

（三）对在线监考教师开展相关工作的建议 

1.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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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教师人员安排：一般以 30 人（或自然班）为单位；

考生人数在 30 人以内（或一个自然班），安排一位监考教

师；考生人数在 30-60 人（或两个自然班），安排两位监

考教师，以此类推。参加考试人数在 30 人以内的课程，命

题教师即作为监考教师，无需另行安排监考。 

建议提前组建“课程考核群”（已建立“班级课程交流

群”的，如可通用则不需重复建立，“课程考核群”可作为

监考、巡考的工作平台使用），保证全部考生、任课教师、

监考教师、巡考教师加入对应的“课程考核群”。 

建议在线监考教师在监考前，熟悉在线监考环境，了解

在线监考的基本要求；建议在线监考教师使用电脑进行在线

监考。 

2.考生入场 

考试开始前，监考教师应检查考生出席情况。监考教师

组织考生进入监考平台（视频互动平台如腾讯会议室等），

监督考生实名更改备注（学号+姓名）并打开摄像头，要求

考生的双手、面部和作答区域进入视频监控范围。宣读考场

纪律，核验考生身份、检查考试证件，填写考场报告单（或

做好监考记录）。 



12 
 

 

监考教师看到的考生画面示例 

3.监考过程 

监考教师要求考生在正式作答前，检查在线考试系统功

能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及时解决或上报考生考试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监考教师应通过视频监控设备实时监控考生状态，

要能够清楚看到考生面部、桌面情况，不许考生无故关闭摄

像头。闭卷考试时，考生不得翻阅与试题有关的任何资料，

更不得借助网络查阅有关信息。一旦发现考生违纪、作弊的，

应及时留存相关证据，并在考场报告单上记录相关信息。 

4.考试结束 

使用平台考试的科目，在平台提交试卷后，可以要求考

生在“课程考核群”里提供带有“考试已交卷”字样的考试

结束截图，代表已完成本次考试。监考教师在确定考生试卷

提交后，方可允许考生退出考试系统，关闭监控视频。关于

考试相关信息监考教师不应在社交媒体及其他网络平台进

行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