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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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下学期第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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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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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启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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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开课总体情况 

第五教学周共有 715 门次课程开展在线教学，其中理论

课 580 门次、实验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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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门次、指定选修课 105 门次、自由选修课 2门次。 

 

（二）学生到课率 

本周学生应到课 71258 人次，实际到课 70625 人次，到

课率 99.11%。其中理论课到课率 99.06%、实验课到课率

81.12%

15.66%

3.22%

理论、实验、体育课程门次占比
理论课 实验课 体育课

85.03%

14.69% 0.28%

必修、指定选修、自由选修课程门次占比

必修课 指定选修课 自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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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7%、体育课到课率 99.51%；必修课到课率 99.07%、指

定选修课到课率 98.53%、自由选修课到课率 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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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个在线教学平台；有 91%

的课程选用两个及以上的在线教学平台，较上周提升 6个百

分点。 

 

本周分别有 51.59%和 15.75%的课程选用了超星和雨课

堂进行课程资源分享、课程任务的发布等线上教学活动；分

别有 61.56%和 1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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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5%和 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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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的课程选择了

U 校园、泰盟虚拟仿真、ZOOM、智慧树、课堂派、企业微信

8.53%

40.32%

44.80%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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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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为在线教学平台。 

 
 

体育课主要采取超星平台和 QQ 群两个平台相结合开展

在线直播教学和课程资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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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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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种

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活动。有 8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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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个百分点；有 7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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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提高 1.23 个百分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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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平台的选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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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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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在线教学工作阶段总结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在线教学工作实施情况、及时发现问

题、改进工作、保障在线教学质量，第五教学周周五学校在

校本部图书馆临时教学指挥中心召开本科在线教学工作阶

段总结会议。会议围绕实施在线教学一个月以来教学运行、

教学保障、质量监控、督导等工作，重点对基本情况、取得

经验、存在问题及建议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会上，各学院、

校教学督导办分别就具体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副校长宫

平对进一步做好在线教学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继续做好在

线教学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期间各项本科教学工作有序

开展；二是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切实保障在线教学质

量；三是以此次在线教学实践为契机，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创

新，促进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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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检查情况 

各学院对第五教学周实施在线教学的 715门次课程的实

施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中发现共有 4 个学院的 13 门

次课程，由于直播过程中教师忘记录屏或技术原因导致线上

教学过程资料保存资料不完整。相关学院已将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向相关教师进行了逐一反馈，并持续关注。 

（三）课程评价情况 

校督导办 5位专职督导共进行课程评价 235 门次（其中

第五周进行课程评价 70 门次），评价理论课程的累计覆盖

比率为 31.09%；二级教学单位督导组成员共 75 人（其中含

校级兼职督导 19 人）进行课程评价 680 门次（其中第五周

进行课程评价 150 门次），评价理论课程的累计覆盖比例为

67.92%，校院两级评价理论课程累计覆盖比例为 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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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两级督导理论课程评价门次、覆盖率 

 参与人数 课程评价门次 听课覆盖率 

学校专职督导 5 235 31.09% 

学院督导组 75 680 67.92% 

校院两级督导合计 80 915 79.01% 

三、学院在线教学工作巡礼 

自 3月 2日如期启动本科在线教学以来，各学院严格按

照学校工作部署，积极应变，多措并举保障了学校在线教学

运行和教学质量。截止 4月 3日，全校共开出理论必修课、

指定选修课、自由选修课和实验课808门次，共完成课程4203

场次，上课师生逾 25.06 万人次，授课总学时长达 10062 学

时，已开课程门次占应开课程门次的 97.64%，学生到课率达

99%以上。各学院充分利用国家级、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及校内现有在线教学资源和自建课程资源，依托超星、腾讯

课堂、雨课堂、中国大学 MOOC、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腾

讯会议、腾讯 QQ、微信等多种平台和软件，多途径全方位实

施在线教学工作，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答疑、研讨，深入推

进导学式、互动式、研讨式、探究式教学，着力推进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改革。 

药学院部署周密、多措并举，教学保障有力。学院组织

召开教学管理人员的网上教学会议，详细解读学校关于延期

开学的教学预案，共同讨论线上教学应注意的关键问题；结

合“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需要，引导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充分利用学院现有国家级、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组建在

线教学团队，明确课程负责教师。以“一课、一班、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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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确定学院内每门课程相应班级的学生负责人，加强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联系。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时分享教学

管理、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等在线教学经验，营造良好的在

线教学工作氛围。 

制药工程学院齐心协力、深耕线上课堂，取得较好的教

学效果。学院以教研室为单位，以课程为核心组成教学团队、

在建课授课和学生辅导上下功夫，探索线上教学有效模式，

形成了“大组建课、小组授课、分班管理”的教学团队协作

模式，以及“课前预习引导、课中讨论思考、课后答疑督导”

的教学过程管理模式。在学院的引导和推动下，老师们精耕

细作每一节课程，积极引导学生适应新的在线课堂学习方

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中药学院注重课程过程管理，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学院对教师线上教学运行情况进行跟踪反馈，遇到问题及时

沟通，并指导解决；调取后台数据进行分析，掌握学生线上

听课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与授课教师、辅导员沟通解决问题。

学院充分发挥教学团队作用，教师精诚合作、互通有无、及

时分享教学经验。结合中药类专业特色，学院充分挖掘课程

思政元素，及时将中医药在本次治疗新冠肺炎发挥的作用、

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在抗击疫情中主动作为、富有担当的“医

者仁心”精神引入课程教学之中。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积极应变、调整课程安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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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课程教学团队建设。针对临床药学专业的特点，对部

分课程进行了调整：将大四、大五学生的医院实习和后期的

理论授课时间对调，先完成理论授课，尽量不影响医院实习

的时间。全院 6个教研室按照课程组建教学团队，召开超过

50 余次网上集体会议，讨论教学软件的使用方法、理论课教

学模式、实验课教学模式、虚拟实验平台使用等。 

工商管理学院注重在线教学研讨，建立线上教学联动机

制保障在线教学质量。学院组织各教研室通过学习强国视频

会议、腾讯会议等平台开展了“线上课堂教学”研讨会，认

真研讨线上教学平台的使用技巧、在线直播课程教学、学生

线上自主学习、师生互动以及线上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等内容。学院建立线上教学“学院领导+授课教师+教学督

导+教学秘书+辅导员+每门课程学生负责人”联动机制，及

时做好督促、沟通、反馈，为线上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保驾护

航。 

医疗器械学院倡导将疫情防控知识融入在线教学过程

中，调动学生的在线学习热情。在学院的倡导下，概率与统

计课程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与概率学知识相结合，提升了学

生科学防范疫情的意识。生物医学工程系在专业课程以新冠

病毒治疗作为实例，讲授医疗器械、高分子材料在疾病治疗

领域的应用，加深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结合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知识，讲授生物检测技术及试剂盒研发的最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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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增强学生对专业领域技术前沿知识的了解。 

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积极开展名师公开课活动，有效

提升在线教学质量。学院邀请两名省级教学名师和一名校级

名师举行“线上教学名师公开课”活动，并要求学院所有中

青年教师自选时间段听课，课后交流学习体会。学院以新闻

报道的形式积极展示和肯定教师们在线教学的敬业状态，截

至目前已发表 6篇在线教学工作相关报道。 

无涯创新学院创新在线毕业论文指导方式，培养学生科

研思维。学院要求所有专题生提交开题报告以及课题进展总

结，并检查了指导教师的指导过程材料。指导教师按时指导，

为专题生分享专题相关文献，协助学生完善实验思路，并且

有部分课题组要求专题生写综述或者每周参加组会。通过与

指导教师的交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 

社科与文体学院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在线教学效果。社

科部开展团队教学，分工协作，采用专人专题循环授课模式，

同时明确学生课前、课中、课后的学习重点和任务。外语部

通过课程平台实时跟踪学生教学过程、学习进展、掌握阶段

性学习效果，并根据教学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教学方案。体

育部采用直播教学、在线示范、远程指导等方式开展体育专

项教学，同时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教学视频组织开展学生居

家体育训练。 

四、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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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学校召开了在线教学工作阶段总结会议，总体上

看，学校实施在线教学五周以来，各学院能够按照学校部署

组织教师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类培训和教学工作会议；能够按

照教学应急三级响应机制的安排，有序推进相关课程按类分

批开展在线教学工作；能够按照学校教学运行和质量监控的

要求，全面开展课程检查和评价并按时提交检查和评价结

果；同时，各学院主动作为，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不断丰富

工作内涵，切实履行教学质量监控的主体责任，有力的保障

了在线教学工作的顺利运行，取得了较好在线教学效果。 

通过各学院阶段性总结，学校也发现了各学院在教学管

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建议尽快加以改进。 

（一）进一步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管理理念 

在总结汇报中，各学院更加关注教师“如何教”、“教

的怎样”。对于学生的总体学习体验、课业压力、学习效果

等学生学习情况调研较少，反馈问题总结不具体、改进举措

不清晰。建议各学院通过在线座谈、深度访谈等多种方式，

深入到学生当中，了解学生对在线教学工作的真实想法，解

决共性问题。 

（二）加强对教学数据的统计分析，提升精细化教学管

理能力 

建议各学院要进一步加强对教学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总结在线教学管理过程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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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问题，并精准施策加以解决。例如，要加强对各门课程

形成性评价结果的统计分析，全面掌握各门课程学生在线学

习的实际达成情况，及时指导相关课程调整教学进度和教学

内容，切实保障学生在线学习的质量，同时为返校后相关课

程制定加课、补课方案提供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