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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突然来袭，为了防止聚集性感染，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
求。地方普通高校学生的自律性、自觉性及能动性差别十分明显，这样的学情对如何有效开展化学专业的线上教学
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本文以材料化学课程线上教学为例，介绍地方普通高校化学专业线上教学工作的开展情况。
针对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采用的应对方案，探讨线上教学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希望本文能为地方普通高校
化学专业线上教学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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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in 2020,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suddenly swept across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infection caused by crowd, “Suspended classes but not stop teaching and learning”
was propo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udent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w obvious variations in self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and initiative. Such a practical situation brings us a great challenge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online teaching for chemistry major. Taking the online teaching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online teaching of chemistry major in the local universitie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solutions adopt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ssues needing attention
during the online teachi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online teaching of
chemistry major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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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下，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1]。如何能
够在新学期里快速实现这一目标，成为了教师和学生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作为地方普通高校的
教师，笔者在新学期承担本科生的材料化学、分析化学等课程的讲授任务。根据授课对象、课程性
质的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组织教学，确保教学效果和质量。
与重点高校优秀的生源水平相比，地方普通高校的学生在自律性、自觉性及能动性方面具有明
显差别。以河南工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为例，同一年级中，既有一本的学生又有二本的学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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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情，对如何有效开展线上教学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多年的线下教学
经验，笔者在开课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课堂中进行了多样的尝试和及时的调整，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本文以材料化学课程教学为例，分享在课程准备、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改
进措施，希望能为地方普通高校化学专业线上教学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教学准备工作

1.1

确定授课方式
在开课前，首先需要确定课堂授课方式。为了课程的顺利开展，笔者选择多线并行的“线上直
播授课 + 视频材料学习 + 课堂讨论与测验”的方式进行授课，以确保线上授课质量。采用“一平三
端智慧教学系统”——超星学习通(下文简称学习通)网络平台进行建课，QQ 群联络学生及发布课程
相关信息，腾讯课堂直播平台进行线上授课。
1.2 采用学习通建课
建课时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 PPT 内容制作。为了适应学生在家里线上学习的需要，需
要调整 PPT 尺寸为 16 : 9 以更适合手机观看。(2) 准备适当的网络视频资源。针对线上教学特点，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可以把一些课程内容生动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并起到拓展课程内容的作用。在
这步中，视频应难度适中、时长合适、有较高的清晰度。(3) 课堂测验和课后作业题整理。课堂测验
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教师与学生无法面对面的情况，督促自律性较差的学生时刻紧跟课堂进度，同时，
也可以检验学生每次课的学习效果。作业题在每章内容之后发放，检验学生每章知识点的学习效果。
(4) 将 PPT、视频、测验和作业题等材料上传至学习通，使学生可提前看到相关章节中的 PPT 和视
频内容，方便学生提前进行预习。(5) 将 PPT、视频材料设置任务点[2]。设置任务点后，平台会自动
记录和统计学生学习此任务点的详细数据，对学生的学习起到重要的监督作用。
1.3 建立线上班级 QQ 群
学习通作为一个学习软件，许多学生并没有经常登录的习惯。如何能让学生第一时间了解学习
通的更新状态以及教师发布的通知，需要借助学生最常用的一些社交软件进行信息发布。QQ 和微
信是现代学生广泛使用的社交软件。采用 QQ 群或微信群建立线上班级群，在群内发布上课预告、
通知信息等，利用其@功能，可保证大部分学生能第一时间看到相关信息，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相
对于微信群传输文件大小受限的缺点，QQ 群可传送大容量文件，并可较长时间内存放于群文件中，
具有独特的优势。针对材料化学课程的授课特点，提前上传一部分视频材料在 QQ 群文件中作为备
用资源，能一定程度上弥补学习通网络崩溃或其他意外情况造成的无法学习的问题。
1.4 提前网上试课
为了让学生对课程授课方式及所采用的软件有所了解，提前进行网络试课十分重要。采用腾讯
课堂直播平台进行共享电脑桌面/PPT/视频/摄像头等方面的调试，练习在课堂上打卡、举手、连麦上
镜互动或在讨论区互动等功能[3]。同时，让学生在学习通上签到，学习视频材料，完成测验题。经过
试课，教师与学生完成对这些软件的“磨合”，以保证正式上课时对软件功能的良好使用。

2
2.1

线上教学实施过程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线上教学实施过程
以材料化学课程为例，简述基于“学习通 + QQ 群 + 腾讯课堂”的教学实践过程。
(1) 上课前，教师提前 20 min 登录学习通、QQ 及腾讯课堂，在 QQ 群里@全体成员，提醒学生
登录学习通，并随时关注 QQ 群内信息。
(2) 上课前 15 min，于学习通内生成签到二维码，并复制至 QQ 群内，通知所有学生采用学习
通扫码签到。
(3) 上课前 10 min，于腾讯课堂内生成邀请学生上课的网址及二维码，并复制至 QQ 群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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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有学生进入腾讯课堂，宣布课堂纪律。
(4) 正式上课时，首先采用腾讯课堂直播讲解本节课 PPT 中的重点。为了能第一时间了解学生
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笔者特意使用另一账号登录腾讯课堂同步听课，以便及时发现断线、视频播
放卡顿等问题。学生如有疑问，可举手提问，也可在留言区内提问，教师实时解答，保证了课堂的
教学效果。
(5) 直播授课过程中，穿插学习学习通中所准备的视频材料。同时，结合视频中的内容，布置课
堂测验题。教师根据课程安排继续直播授课，讲解测验题或安排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授课结束前，
布置课后作业及安排下节课的预习内容。
(6) 授课结束后，在 QQ 群里总结本节课的考勤与课堂情况；通过学习通查询学生任务点完成
情况，评阅课后作业。
2.2 线上教学实施案例
2.2.1 案例 1：“材料结构——晶体缺陷”课程章节
根据教学大纲，本章节主要对点缺陷、线缺陷、面缺陷、体缺陷等几种缺陷进行介绍。
在制作 PPT 时，笔者特别选择了一些动画插入到 PPT 中，比如位错是如何产生的、位错是如何滑
移或攀移的，以便学生直观地了解相关知识。在直播授课时，首先对四种缺陷进行简要介绍。在这期
间，穿插安排学生学习已上传至学习通中的视频材料。这些视频材料在课前已进行了精挑细选，包括
《什么是位错》[5]、
《什么是螺位错》[6]等
中南大学录制的《材料科学基础》慕课视频中的相关内容[4]、
三个视频。选择视频内容的原则首先是与本课程的教学内容高度吻合，其次要具有清晰度高、重难
点突出的特点，且时长较短，适合课堂教学中的播放。为了督促学生认真观看视频，在视频结束后，
发放 5 道测验题(设置为选择题、判断题等客观题型，使教师在学习通中可及时看到练习效果)，答
题时间不超过 5 min。随后，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对测验题进行讲解，同时梳理视频中涉及的知识
点。课后作业的安排除了客观题型，还加入论述题等主观题型，以尽量避免互相抄袭的情况。课后
作业预计总完成时间 20–30 min，涉及整节课的内容，以便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此案例中，学生给出了视频内容较为单一、作业题题量较多且难度较大等反馈意见。针对这
些反馈，在后续的课程中，笔者及时进行了调整，详见案例 2。
2.2.2 案例 2：“金属材料——形状记忆合金”课程章节
根据教学大纲，本章节主要对形状记忆合金的组成、结构、性能与应用进行介绍。
在直播授课时，首先简要介绍形状记忆合金的基础知识。然后，选择一些介绍形状记忆合金的
视频材料提供给学生在学习通里学习。根据学生对之前课程的反馈意见，本章节着重挑选了一些科
《神奇的记忆合金！让假花在光照下尽情
普性、趣味性强的视频，如《超神奇！形状记忆物质》[7]、
[8]
绽放》 等视频材料。由于部分视频资源时长较长，在上传至学习通时，笔者通过学习通的剪辑功能
对视频进行了剪辑，使之更合适在教学过程中播放。直播授课和视频材料学习之后，安排 5 min 课
堂讨论：根据形状记忆合金的相变原理，你如何将其设计成发电机？学生可以在 QQ 群内自由讨论，
也可以在腾讯课堂交流。约 5 min 后，随机邀请 1–2 位学生回答，并根据回答情况进行点评。在这
期间，学生围绕题目各抒己意，起到了非常好的学习效果，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课后的作业题
为“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查阅一篇以形状记忆合金为关键词的文献，并分析文献中材料的组
成、结构、性能与应用，写成 300 字左右的总结”(注：疫情期间，河南工业大学向学生开放 VPN 服
务，使其在家中即可登录图书馆的数据库)。通过这样的主观作业题，既培养了学生查阅及阅读文献
的能力，又拓展了知识面，而且难度不至于太大，也不会显得枯燥无味。
在此案例中，学生对视频资源的反馈非常积极。由于视频资源的趣味性，许多学生在课下要求
老师再多提供一些相关视频，进行拓展学习。笔者通过 QQ 群，分享了相关的视频资源或网址，任
其自由选择。通过对本章节作业完成情况的分析可发现，在本章作业中基本没有出现雷同情况，说
明主观作业题的设置可有效防止学生间的作业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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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随着课程的进行，各种各样的问题陆续出现，尤其是部分学生居家学习纪律性差、自觉性差等
问题暴露显著。以下简述一些代表性问题及采取的解决方案。
(1) 迟到或旷课。上课初期，部分学生不按时签到的现象比较突出，甚至有部分学生自上课前的
预告至下课结束均联系不上。学生迟到或旷课最多的理由是忘记上课时间或起晚了。针对这些情况，
上课前 20 min 即开始在 QQ 群里使用@功能提醒学生上课时间，并且在签到时反复提醒，对上课前
5 min 尚未签到的学生落实到具体的班干部直接电话联系。确保不发生因为忘记时间而不上课的情
况。
(2) 学习通签到后但未参加上课。这部分学生往往是上述提及的有过迟到或旷课经历的学生，
对待学习态度不够认真。针对此现象，采用“学习通 + 腾讯课堂”双签制度，课前采用学习通签到，
上课时腾讯课堂记录每人进出课堂的时间，课程结束时导出名单并与学习通对照。
(3) 参加上课但未认真听课。有部分自律能力较差的学生进入课堂后，把手机或电脑置于一旁
就去干其他事情。曾经有一次笔者在课堂上提问一名学生，千呼万唤均未响应，课后询问才告知是
下楼取快递去了。而有部分学生，课堂测验题的成绩非常低，间接也体现其并未认真上课。针对这
些敷衍了事的行为，采取随机点名提问、随时发布问题、增加课堂测验比重的方式，加强学生的自
我管控能力，及时了解学生的在线学习状态。这种方式执行后，效果立竿见影。学生的测验和作业
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
(4) 学习视频时快进或切换页面。部分学生采用快进的方式观看视频，完成任务点。甚至有部分
学生将视频播放着但切换到其他页面做其他事情，极容易错过一些重难点。根据这种情况，通过设
置防拖拽、防窗口切换、弹题等，督促学生在学习时集中精力。
(5) 网络平台卡顿或崩溃现象。由于全国范围内线上教学对网络带来的巨大压力，许多网站出
现了卡顿或崩溃现象。以学习通为例，在上课高峰期难以登录，或登录了无法发起签到，无法学习
章节中的材料。针对这样的问题，及时改用腾讯课堂及 QQ 群双签的方式。针对无法学习课程材料
问题的解决方案，则是直接发送相关材料至 QQ 群内供学生下载学习。然而，这样的备选方式缺少
了学习通的任务点统计功能。为此，笔者特别根据学习内容在视频内插入测验题，或采用在学习完
成后增加测验题的方式，督促学生一定要认真完成学习任务才能保证答题准确率。
(6) 学生端网络掉线。地方普通高校很多学生来自农村或山区家庭，家里网络条件较差，掉线的
现象时有发生。为了保证学生不受网络掉线带来的影响，比对众多直播软件后，笔者选择具有回放
功能的腾讯课堂进行课程直播。直播结束后，在 24 h 内将会生成回放的课程视频。教师将回放的课
程视频发送至 QQ 群，学生可以有选择地观看学习，弥补网络掉线所落下的课程。同时，也给好学
的学生提供了再次回顾重难点内容的机会。
(7) 测验或作业题抄袭。在线下课程中，作业抄袭的现象在所难免，线上课程的作业抄袭同样不
容乐观。为了减少学生抄袭的机会，在设置题目时设置成题库形式。采用学习通发放题目，将其设
置成随机抽题、题目乱序的方式，并且将“允许学生粘贴答案的选项”去掉[9]。另一方面，增加主观
题目，尤其是材料化学这门课程要求学生对材料的结构、性能和应用等方面有全面的了解，因此将
所学的新材料以主观题的形式发放给学生进行分析，学生各抒己意，答案各不相同但又不偏离题意，
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3

针对学生特点开展线上教学的经验总结

通过数周的线上教学工作，不断磨合改进，笔者总结出几点针对地方普通高校化学专业学生的
线上教学经验：
(1) 对不同学生摸底。向辅导员、班主任、班委等多方面了解班上每位学生的家庭、学习情况，
对好学但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针对性辅导，对于迟到、旷课或作业完成情况不好的学生，及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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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跟进其学习。
(2) 直播授课、视频学习、互动讨论的时长应安排合理。一般情况下，90 min 的课程，60–70 min
钟时间直播授课讲重点，10–20 min 学生学习视频材料的前沿知识，最后留下约 10 min 的互动讨论
及测验时间。直播讲授和视频学习应穿插进行，避免由于网络授课使学生产生视觉和听觉疲劳，导
致精神难以集中，影响学习效果。
(3) 课堂上签到、互动、提问、测验等环节必不可少。由于线上教学无法面对面，这些手段可让
教师实时掌握学生是否在线学习、学习状态如何，尤其是对部分自律性比较差的学生，督促作用非
常显著。
(4) 课堂测验题型和数量随机应变，课后作业题量应适中。为了及时检验学生的随堂学习效果，
课堂测验的题型和数量应根据需要及时调整。比如，下午的课程学生容易犯困，可适当地增加主观
题、在视频中插入题目、在每一环节结束后发放一两道测验题等。而课后作业题是学生在课余时间
完成的，据笔者了解，如今大部分课程采用线上教学后，都设置有课后作业题。因此，需要根据课
程的重难点设置合适数量的作业题，不宜过多，否则学生难以高质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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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上流行着一句话：疫情过后，学生将会出现两极分化，原因就是两个字——自律。在
这种情况下，让自律的学生更自律，不自律的学生变得自律或“被迫”自律，教师在其中的作用无
疑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扮演知识传授者的角色外，教师同时也要承担起课堂管理和学生引导的责任。
针对地方普通高校学生的特点，笔者根据材料化学课程授课过程的经历，分析了线上教学实施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并总结了开展线上教学的经验。随着疫情的发展，线上教学后续还存在
很多的不确定性。希望本文能为地方普通高校化学专业线上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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