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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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下学期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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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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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学周继续开展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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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实验课程开展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按

原教学计划时间安排，启动涉及学生多、课时量大的理论

必修课程、指定选修课程（如全校公共基础课程、学生数

量多的专业类基础课和专业课）在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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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课总体情况

第三教学周开出理论必修课、指定选修课，实验课共 649

门次；其中理论课共 565 门次，实验课 84 门次。

（二）学生到课率

本周学生应到课 64981 人次，实际到课 64572 人次，到

课率 99.37%，较第二教学周提升 0.35 个百分点。其中理论

课应到 60838 人次，实到 60440 人次，到课率 99.34%；实验

课应到 4143 人次，实到 4132 人次，到课率 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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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线教学平台的选择及分布情况

本周在线教学的每门次课程中，92%以上的课程使用 2

个及以上在线教学平台（含微信群、QQ 群），平均每门次课

程选择 2.45 个在线教学平台，教师主要采取在线课程平台+

直播平台+即时通讯群（微信群或 QQ 群）相结合的多平台方

式进行在线教学，三类平台使用趋于均衡。

教师采用在线课程平台多样，44.22%的课程选择了超星

平台，20.65%的课程选择腾讯课堂平台，17.26%的课程选择

雨课堂平台，11.86%的课程选择了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此

外，有 60.09%的课程选择腾讯会议作为直播教学平台；分别

有 56.09%和 20.80%的课程选择 QQ 群和微信群开展课前、课

后教学任务布置，在线答疑等在线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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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线教学方式的选择及教学互动

本周开设的课程中 69.65%的课程选择了 MOOC、SPOC、

录播、直播、在线互动答疑等二种或两种以上教学方式，平

均每门次课程选择 1.94 种。有 87.98%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

部分或全部使用直播教学方式开展教学；79.66%的课程在线

直播和互动答疑占总学时的比例在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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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教学保障情况

（一）制定并实施应急教学预案三级响应机制

由于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多变，导致延期开学的时间不能

确定，为减少对正常教学工作的冲击，学校制定了应急教学

预案三级响应机制。按照“以时间换空间、分类分批、精

准施策”工作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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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在线教学工作，使广大师生

逐渐适应在线教学环境，逐步增加课业难度，确保师生以

较好的状态进行在线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的学习。

（二）有序开展在线教学准备工作

1.制定在线教学要求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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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合理选择在线教学平台和教学方式

学校积极开展前期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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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在线教学平

台和教学方式指导意见，引导教师根据不同教学需求以及课

程建设需要，合理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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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教师开展在线教学培训

2 月 27 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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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校院两级组织领导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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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掌握全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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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师生教学状态；开展学生、同行、专

家等多维度的质量评价信息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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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本学院在线教学运行平稳、有序开展，

并保证在线教学质量。

（四）强化二级教学单位在线教学质量监控

各二级教学单位在学校统一部署下，落实质量监控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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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分别制定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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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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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教学经验总结与示范推广。

（五）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促进教学改革与建设

学校针对疫情防控时期的特殊需求，鼓励开展疫情防护、

生命教育、公共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弘扬社会美德等

相关选修课程，不断丰富学校课程资源。目前已借助超星课

程平台开设《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安全公益课》课程，选课学

习师生 6298 人。鼓励教师将疫情防控期间的育人元素有效

融入线上线下教学中，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引导广大教师，

熟悉在线教学环境、掌握在线教学手段、了解在线教学规律，

全面提升教师的在线教学能力；引导优势课程，积极开展团

队合作，进一步优化现有在线教学资源，为申报线上一流课

程做好储备；引导部分优秀教师，积极选用优质在线教学资

源，为申报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打好前期基础。

（六）营造良好的在线教学工作氛围

线上开学首日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主管教学副校长专

程到设在校本部的临时教学指挥中心，通过网络慰问首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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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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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期，分享了《计算

机辅助药物设计》《药剂学》《分析化学实验》《配位化学》

8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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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名学生在线学习的体会。此外，为

加强居家体育训练效果，体育部借助教务通发布自制的《弹

力健身操》《专项技术训练与专项体能训练》2 期教学视频

及分解动作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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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篇，累积访问 3628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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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学生在线教学经验分享数 9

居家体育训练教学视频数 2

累积发布教学服务信息和报道数 27

累积访问人次 36282

各学院深入挖掘在线教学典型，积极营造在线教学氛围。

截至目前，通过各学院网站推送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经验

分享、在线教学工作总结等相关报道 27 篇。

辽宁省教育厅在本科教学官方网站（辽宁本科教学网）

三周以来发布我校“相‘药’云端开课首日沈阳药科大学校

领导深入在线课堂指导本科教学工作”“让课堂活起来，让

学生动起来，沈药教师线上教学经验分享”“停课不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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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药《配位化学》课程教学团队打造 1+1＞2 的云端课堂”

“沈阳药科大学战“疫”期间本科在线教学纪实” 4 篇报道。

（七）第三周质量监控的实施情况

1.课程检查情况

3 月 16 日第三教学周周一，教务处在校本部图书馆一楼

临时教学指挥中心，进行在线检查性听课，共抽查 55 门次

课程，其中理论课程 41 门次，实验课程 14 门次，检查发现

多数课程均能按课表正常进行在线教学，总体在线教学秩序

平稳、师生在线“教”与“学”状态总体较好。检查中发现

如下问题：3 门课程提供的在线教学平台信息有误；1 门课

程任课教师未经报批，临时更改在线教学平台；1 门课程直

播教学过程中，播放视频时间过长且教师平台操作技术不熟

练。教务处已将发现的问题反馈给相关学院和教师，并督促

及时改进相关工作。

各二级教学单位对第三周开出的 649 门次理论必修课、

指定选修课和实验课的在线课程教学方案执行情况，在线课

程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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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程均有合理的课程教学计划和考核方案，能

按要求编写教案，布置了课前、课后学习任务，线上教学课

前准备充分；各门课程均按课表计划，实施在线教学；在线

教学开展总体平稳有序。检查中发现：1 门课程没有布置课

前或课后学习任务；2 门课程未按学校要求编写教案；11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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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由于软件卡顿退出、教师忘记录屏等原因，导致线上教

学过程资料保存不完整。

2.课程评价情况

校督导办 5 位专职督导进行课程评价 52 门次，评价课

程的覆盖比率为 10.46%；各二级教学单位督导组成员共 65

人（其中含校级兼职督导 20 人）进行课程评价 254 门次，

评价课程的覆盖比例为 53.72%，校院两级评价课程总的覆盖

比例为 56.03%。

校院两级督导课程评价门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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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0.46%

学院督导组 65 254 53.72%

校院两级督导合计 70 306 56.03%

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利用课后时间向教师及时反馈信息，

提出督导建议，并持续追踪。根据本周校院两级督导课程评

价反馈的结果显示，各门课程的在线教学资源准备普遍较为

充分，教学设计适应在线教学需要，教师直播授课、在线互

动、线上答疑等各环节安排合理，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程教

学活动，在线教学效果较好。有 36 门次课程选择了国家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作为课程资源，实施在线教学；《药剂学》

《药物分析》《化学制药工艺学》等 25 门次课程具有一流

课程开发潜力；《分析化学》《药理学》《药物化学》《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 38 门次课

程开展团队教学且教学效果较好。教学督导老师同时建议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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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教师：大段教学视频应安排学生课前完成，不要安排在直

播教学过程，如需播放录播视频应穿插直播讲解、教学互动

等；建议安排学生用实名进行教学互动，便于课堂教学管理。

三、第三周学生调查问卷报告

第三周在线教学全部结束后，学校组织参与在线学习的

全校学生开展第二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6948 份，其中

有效问卷 5417 份，问卷有效率 77.96%。

（一）在线学习满意度

24%的学生对在线教学总体表示非常满意，48%的学生表

示满意，总体满意度为 72%，较首周提升 1 个百分点。

（二）在线学习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60%的学生在线学习的效果较好，35%的

学生在线学习的效果一般，5%的学生在线学习的效果不理想。

建议教师开展形成性评价，及时进行阶段性考核，对考核不

达标的学生要尽早预警，通过课后辅导、单独布置作业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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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督促学生学习，提高学业目标达成度。

当询问学生作业完成情况时，48.9%的学生表示能够按

时完成作业，并且能够及时复习所学知识；38.9%的学生表

示仅能按时完成作业；有 11.5%的学生表示作业太多，不能

按时完成作业。

经过三周的在线学习，33%的学生在线学习状态良好。

43%的学生有意愿改变目前学习较松懈状态。19%的学生认为

比起线上学习更喜欢在学校的线下学习，期待早日重返校园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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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的学生认为目前学习效率较第一周有所提高，说明

学生正在逐步适应在线学习的教学模式。

86%的同学反映课堂氛围有所改善。

（三）在线学习偏好

当询问学生更看重在线教学的哪些优点时，反馈的结果

显示，学生的偏好较为分散，“可回放、反复听课”成为最

受学生看重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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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询问学生希望哪些课程开展线上教学时，统计结果显

示，学生更希望理论课开展在线教学，仅有少量学生希望实

验课开展在线教学。

四、第三周教师调查问卷报告

第三周在线教学全部结束后，学校组织全校教师开展首

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614 份，问卷有效率 100%。

（一）在线教学满意度

42%的教师对在线教学总体表示非常满意，48%的老师表

示满意，总体满意度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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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的教师对学校在线教学的组织安排工作表示非常满

意，41%的教师表示比较满意，总体满意度为 93%。

（二）在线教学情况

66%的教师反映学生在课前预习情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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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的教师反映学生完成作业情况比线下教学时要更好，

37%的教师反映学生完成作业情况与线下教学时相同。22%的

教师不掌握或不确定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建议部分教师重

视对学生在线学习监控、科学合理布置课后作业，并及时收

集、批改作业，引导学生加强自主学习的能力。

当询问学生参与课堂互动情况时，73%的教师反映学生

都可以积极的加入到课堂互动中，课堂氛围较好。24%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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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认为学生参与互动一般。建议学校开展专项调研，帮助部

分教师查找原因，解决困难，并通过在线教学经验分享、开

展教学相关培训等手段，进一步提升在线教学的课堂互动效

果。

对比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部分教师认为传统的线下教

学效果较好，也有部分教师相对谨慎，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

87.5%的教师反映在授课过程中，能够及时关注学生学

习的反馈情况，并按照反馈结果调整教学进度和难度。

（三）在线教学偏好

本次调查显示，教师喜欢的教学平台排在前三位的是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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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会议、超星和腾讯课堂。

过半数教师认为缺乏现场感、长时间面对电脑导致的身

体不适、无法和学生进行深入交流是在线教学的主要不足之

处。

当询问疫情结束后，希望如何继续开展教学时，多数教

师希望理论课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而实验课采用线

下教学的方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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