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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南邮继﹝2020﹞4 号 

  

南京邮电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南京邮电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南京邮电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南京邮电大学疫情防控期间    

自考教学及管理工作安排自考教学及管理工作安排自考教学及管理工作安排自考教学及管理工作安排    

 

各相关单位： 

为全面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根据江苏省教

育厅统一要求，各高校 2 月底前不开学。具体开学时间，将

视疫情防控情况，经科学评估后确定，届时提前向师生公布。 

为确保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两手抓两不误，根据教

育部、江苏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和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的统一部署，现就疫情防控期间我校自考教学工作的安

排与要求通知如下。 

一一一一、、、、总体要求总体要求总体要求总体要求    

各相关单位对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的自考课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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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各自原定开课时间，实施在线教学，并进行督促检查，确

保责任到人，确保课程质量水平。等疫情平稳学生返校后，

再恢复线下正常教学。 

二二二二、、、、在线教学方式及要求在线教学方式及要求在线教学方式及要求在线教学方式及要求    

1、通过线上教学先行开展理论部分的授课，将实验操

作教学环节集中安排在学生正式返校后进行。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按原有进度通过线上方式进行。 

2、我校自考在线教学方式分为两类：录播+教学辅助；

直播+教学辅助。南京邮电大学自考在线教学方式简介见附

件二。具体软件平台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性质及个人情况进

行选择，报各教学单位教务管理人员汇总后向学生公布（录

播或直播平台名称、教学班录播或直播群号或邀请码、学生

进入录播或直播平台的方式、教学辅助平台名称、教学辅助

平台邀请码、学生进入教学辅助平台的方式），公布示例见

附件二。为杜绝线上为杜绝线上为杜绝线上为杜绝线上““““水课水课水课水课””””，，，，在线教学要进行课前在线教学要进行课前在线教学要进行课前在线教学要进行课前、、、、课中课中课中课中

和课后互动和课后互动和课后互动和课后互动，，，，做好公告做好公告做好公告做好公告、、、、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上课签到上课签到上课签到上课签到、、、、课堂小测课堂小测课堂小测课堂小测、、、、

布置作业布置作业布置作业布置作业、、、、教学数据分析等工作教学数据分析等工作教学数据分析等工作教学数据分析等工作，，，，如选择的软件平台只有录如选择的软件平台只有录如选择的软件平台只有录如选择的软件平台只有录

播或直播功能播或直播功能播或直播功能播或直播功能，，，，要再配一个辅助教学的平台要再配一个辅助教学的平台要再配一个辅助教学的平台要再配一个辅助教学的平台（（（（如教学立方如教学立方如教学立方如教学立方）。）。）。）。 

3、各类在线教学和辅助平台使用说明及功能比较见附

件三。 

4、为保障我校自考在线教学的平稳有序运行，推进在

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我校制定了《南京邮

电大学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自考在线教学日常运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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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课堂教学质量的意见（试行）》（附件一），请各单位遵

照执行。 

重要提醒：任课教师事先至少准备两套方案，尤其要想

好直播不能正常进行时如何继续实施线上教学；直播前，要

注意跟学生互动确认直播信号是否正常，比如问大家是否能

看到直播图像或听到声音；直播时，要注意打开麦克风，注

意个人形象和房间背景；直播结束后，一定要关闭直播软件

或遮盖摄像头，注意保护隐私。 

三三三三、、、、近期时间节点近期时间节点近期时间节点近期时间节点（（（（以以以以 2222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开始上课的教学单位日开始上课的教学单位日开始上课的教学单位日开始上课的教学单位

为例为例为例为例，，，，其他教学单位以此类推其他教学单位以此类推其他教学单位以此类推其他教学单位以此类推）））） 

2 月 19 日前，教务管理人员下发调整后的线上教学课表

（要标注录播或直播平台、教学辅助平台有关信息）。 

2 月 21 日前，学生和辅导员实名加入相应录播/直播平

台以及教学辅助平台；辅导员将学生名单提供给相应任课教

师。 

2 月 22-23 日，任课教师预演在线教学方案（包括直播

测试）。 

2 月 24 日至疫情结束，进行线上教学。 

四四四四、、、、教学督导安排教学督导安排教学督导安排教学督导安排    

督导工作由各教学单位统筹安排。督导网上巡课前，由

教务管理人员安排加入录播/直播平台以及教学辅助平台。

每名督导每周至少听课检查 2次，听课结束后填写附件四《南

京邮电大学疫情防控期间自考在线教学检查信息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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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在线教学技术交流在线教学技术交流在线教学技术交流在线教学技术交流 

欢迎各位任课教师通过教务管理人员加入“南邮自考在

线教学教师交流群”（微信），交流技术，提升水平。 

六六六六、、、、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    

1、正式开学后，因疫情防控不能按期返校的教师和学

生，请各单位做好教学预案。 

2、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附件一：南京邮电大学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自考在线

教学日常运行、保障线上课堂教学质量的意见（试行） 

附件二：南京邮电大学自考在线教学方式简介及公布示

例 

附件三：各类在线教学和辅助平台使用说明及功能比较 

附件四：南京邮电大学疫情防控期间自考在线教学检查

信息反馈表 

 

 

南京邮电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附件一： 

南京邮电大学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自考在线教学 

日常运行、保障线上课堂教学质量的意见 
（试行）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工作

的相关意见与精神，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保障我校自考在线教学的

平稳有序运行，推进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特制定本意见。 

一、严把自考在线教学纪律关。 

1.严守教学纪律。教师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遵守师德师风规范

和教师职业道德，积极引导学生，在线教学相关资源应符合国家安全、保密等要

求。同时，教师应公布在线教学课堂纪律，除学校自考办和各教学单位安排的教

学督导外，非课堂相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课程 QQ 群等。学生应遵守线上课堂纪

律，自觉遵守网络规范和文明，积极开展线上学习活动。 

2.规范调停手续。教师应避免随意调停课，如确有缘由，应尽量提前与教务

管理人员沟通协调并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并与学生落实好补课事宜。 

二、过好自考在线教学技术关。 

1.掌握在线教学技术。教师应积极自学相关的在线教学操作说明及示范视

频，积极参加多种形式的在线教学技术交流，熟悉和掌握信息化时代的教育技术，

推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2.利用优质在线资源。教师应充分利用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推荐的包括中

国大学 MOOC 在内的慕课平台上的优质资源，特别是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

其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资源。 

三、把好自考在线教学质量关。 

1.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落实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教师应充分利用在线

教学特点和线上优质资源，引导学生学会运用各种资源开展积极主动的学习，提

升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习兴趣，构建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加强有效沟通和

交流能力。 

2.优化在线授课模式。教师应尽力适应新型教学环境，充分利用教学平台数



据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通过阶段性、过程性考核了解学生自主学习情况，有

针对性地开展线上讲解、考核、答疑、辅导和作业布置，适时调整授课计划，优

化教学设计，改进授课模式，提高在线互动和授课的效果。在充分做好课前引导

和课后辅导的前提下，教师可以适度调整线上课堂教学时长。 

3.加强在线教学研究。任课教师应认真研究相关课程的在线教学模式，围绕

课程教学目标不断完善在线教学过程。 

4.改进质量监控方式。针对不同类型在线教学模式，学校将通过校院两级教

学督导线上听课、在线教学数据分析、学生在线课程评教等方式对课程质量进行

监督，强化对教师在线教学的全过程和多元性考核评价，完善在线教学质量监控

反馈与提升机制。各教学单位及时掌握各类课程在线教学状况，不断提升在线教

学效果。 

四、做好自考在线教学保障支持。 

1.制定相应政策保障。任课教师线上教学均计入教学工作量。 

2.加强数据安全管理。数据安全是在线教学运行的重要基础。教师开展在线

教学活动时应注意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及时做好重要数据的下载备份工作。同

时，教师需要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不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在线上分

享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时，也注意预先做好自身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五、其他事项 

对个别因实际困难无法参加线上学习的学生，做好个性化帮扶与指导。 

 

 

南京邮电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0 年 2 月 16 日 



序
号

在线教学方式 录播或直播平台名称
教学班录播
或直播群号
或邀请码

学生进入录播或直播平台的方式
教学辅助
平台名称

教学辅助平台
邀请码

学生进入教学辅助平台的方式

1 录播+教学辅助 教学立方 ×××
微信关注教学立方公众号，通过课程邀请码加
入

教学立方 ×××
微信关注教学立方公众号，通
过课程邀请码加入

2 录播+教学辅助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无 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APP 教学立方 ×××
微信关注教学立方公众号，通
过课程邀请码加入

3 直播+教学辅助
QQ群或腾讯会议或腾讯
课堂

××× 教学班QQ群或腾讯会议APP或腾讯课堂APP 教学立方 ×××
微信关注教学立方公众号，通
过课程邀请码加入

4 直播+教学辅助 雨课堂 ××× 微信关注雨课堂公众号，通过课程邀请码加入 雨课堂 ×××
微信关注雨课堂公众号，通过
课程邀请码加入

5 直播+教学辅助 钉钉群 ××× 教学班钉钉群 教学立方 ×××
微信关注教学立方公众号，通
过课程邀请码加入

6 直播+教学辅助 课堂派 ××× 微信关注课堂派公众号，通过加课码加入 课堂派 ×××
微信关注课堂派公众号，通过
加课码加入

附件二：

南京邮电大学自考在线教学方式简介及公布示例南京邮电大学自考在线教学方式简介及公布示例南京邮电大学自考在线教学方式简介及公布示例南京邮电大学自考在线教学方式简介及公布示例

方式3简介：任课教师在本课程教学班QQ群内，借助“分享屏幕”，通过PPT加语音直播教学；在教学立方平台进行课前、课中和课后互动，如发布公告、课前练习
、上课签到、课堂小测、布置作业、教学数据分析等。

方式6简介：任课教师通过课堂派进行直播教学及互动。

方式1简介：任课教师事先通过录屏软件（最新版OFFICE或WPS均自带PPT录屏功能），将PPT加语音录制剪辑好后，上传视频至教学立方平台中的“课件”，学生通
过教学立方平台公众号里的“课件”观看学习；在教学立方平台进行课前、课中和课后互动，如发布公告、课前练习、上课签到、课堂小测、布置作业、教学数据
分析等。

方式2简介：任课教师在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平台里找到与本课程内容契合的高质量优质免费资源，将学习进度分配到线上课表里，通知学生到爱课程（中国大
学MOOC）平台上观看学习；在教学立方平台进行课前、课中和课后互动，如发布公告、课前练习、上课签到、课堂小测、布置作业、教学数据分析等。

方式4简介：任课教师通过雨课堂进行直播教学及互动。

方式5简介：任课教师在本课程教学班钉钉群内，借助“屏幕分享模式”，通过PPT加语音直播教学；在教学立方平台进行课前、课中和课后互动，如发布公告、课
前练习、上课签到、课堂小测、布置作业、教学数据分析等。



附件三： 

 

各类在线教学和各类在线教学和各类在线教学和各类在线教学和辅助平台使用说明辅助平台使用说明辅助平台使用说明辅助平台使用说明及功能比较及功能比较及功能比较及功能比较 
 

教学立方使用说明：http://help.teaching.applysquare.com/hc/ 

 

QQ群通话在线教学使用说明：https://act.qzone.qq.com/vip/meteor/blockly/p/3488xb2297 

 

腾讯会议使用说明：https://meeting.qq.com/support.html?tab=1 

 

腾讯课堂使用说明（可下载完整版操作指引）： 

https://ke.qq.com/act/speed_pc/index.html?from=800021937 

 

钉钉群直播使用说明：https://nh.dingtalk.com/admindetail.html?id=im_qzb 

 

雨课堂使用说明：https://www.yuketang.cn/help?list=11 

 

课堂派使用说明：https://www.ketangpai.com/help/index.html 

 

平台名称 
录播 

功能 

直播 

功能 

直播回放 

功能 

教学辅助 

功能 
备注 

教学立方 √ × × √  

QQ群或腾讯会

议或腾讯课堂 
× √ 

腾讯课堂

可以 
× 

要配合教学辅助平台（如

教学立方）使用 

钉钉群 × √ √ × 
要配合教学辅助平台（如

教学立方）使用 

雨课堂 √ √ √ √  

课堂派 √ √ √ √  

 



 

附件四： 

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期间    

自考自考自考自考在线教学在线教学在线教学在线教学信息反馈信息反馈信息反馈信息反馈表表表表    

听课时间 20____年____月____日（星期__） 

听课班级  授课教师  

课程名称  

序号 主要观察内容 情况写实 

1 课程基本信息  

2 PPT 课件  

3 电子教材  

4 课程教学视频  

5 教师与学生到课情况  

6 教学组织  

7 教师与学生网上互动  

8 课堂测试  

9 话题讨论  

10 作业布置、辅导  

11 学生状态  

12 其他情况  

对于课程教学、学生情况方面的意见是否已与授课教师课后交流：是（     ）否（     ） 

                                            

 

听课人：____________（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