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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近新发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教育部和教育厅先后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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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全省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关于

江西省本科高校开展线上课程教学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高校在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期间，要充分发挥线上课程的教学优势，保障

本科教育教学的正常运行，为此学校制定出台《江西财经大学 192

学期本科课程线上教学实施方案》（教务通知字〔2020〕6号）。为

保证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和保证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常见问题问答

（教师版），供老师们组织线上教学参考。

1.线上教学从什么时候开始？

答：如果学校不能在 2 月 22 日开学，将从 2 月 17 日开始开展

线上教学。

2.学校什么时候正式开学？

答：正式开学时间要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确定，具体

时间将另行通知。

3.线上教学要开展多长时间？

答：线上教学时间长短取决于学校开学时间，正式开学后将恢

复正常教学。

4.哪些课程需要开展线上教学？

答：原则上，所有一专课程都要求开展线上教学。体育课、艺

术指导课、实验课等不适合开展线上教学的实践内容待恢复开学后

执行。如果个别老师由于隔离等原因导致无法开展线上教学，且找

不到代课教师的课程，经学院审核，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不开展线

上教学。

5.线上教学有几种形式？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答：本次线上教学主要有五种形式：(1)线上慕课+线上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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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上 SPOC+线上辅导；(3)线上录播+线上辅导；(4)线上直播+线

上辅导；(5)线上自学+线上辅导。它们的具体区别是：

(1)慕课是指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课程通常包含知识点教学视频、随堂测验、线上作业、

线上考试等完整的教学要素。线上慕课+线上辅导是指老师利用慕课

在慕课平台开展线上教学，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本校学生与社会学习

者在同一个慕课班共同进行学习，适用于有自建慕课的老师，可以

将授课班学生和其他学习者放在一起进行管理。如采用他人慕课这

种方式开展线上教学，由于不是开课老师无法查看后台数据，无法

监控学生学习情况，原则上不推荐。

(2)SPOC 是指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线上 SPOC+线上辅导是指老师利用自建慕课或他人慕课

在慕课平台或学校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参与学习的人可以限制

为本班学生。根据 SPOC 特点，非常适合针对授课班开展线上教学。

如需利用慕课开展线上教学，建议采取这种教学方式。利用自建慕

课开展 SPOC 教学，可以由课程负责人直接在后台开通；利用他人慕

课开展 SPOC 教学，需要向对应的慕课平台申请，并提前注册好对应

平台账号，由平台工作人员负责在后台操作开通。采取这种教学方

式进行教学，一般在慕课平台进行线上辅导，如有需要也可以在学

校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线上辅导。

(3)线上录播+线上辅导

线上录播是指老师利用工具提前录制好上课所需内容，将内容

放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供学生线上自学，老师上课时间在学校网络

教学平台开展线上集中辅导。

(4)线上直播+线上辅导

线上直播是指老师利用直播工具在上课时间对学生开展音频或

视频在线实时授课，老师上课时间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线上集

中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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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线上自学+线上辅导

线上自学是指老师将课程学习资源上传到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供

学生自学，老师上课时间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线上集中辅导。

特别提醒：

(1)若不在慕课平台开班，仅要求学生观看慕课，这种慕课使用

方式不属于 1 或 2，慕课仅属于教学参考资源，3、4、5 均可将慕课

用于教学参考资源。

(2)由于同时上线学生数量多导致网络教学平台压力较大，不推

荐采取直播授课方式（特殊情况时使用）。建议老师优先使用方式 3，

即提前做好录播视频，供同学们在网上观看。

6.我应选择哪种教学形式？

答：自建校级及院级慕课、192 学期拟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课程必

须采用形式(1)或(2)开展教学；“3+7+X”专业主干课原则上应从

(1)-(4)形式中选取一种形式开展线上教学；其余课程鼓励优先选用

相同或相似的慕课，采用方式(1)或(2)开展线上教学。每门课程可

根据要求选择合适的教学形式。

7.我要为线上教学做什么准备？

答：你可按照以下步骤做好准备：

(1)2 月 3-5 日，参与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组织的网络教学平台

直播和录播视频培训，可通过使用学习通利用邀请码加入课程进行

观看（邀请码：2082252、6085565、1659714、7828139、9556559，

具体操作见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通知）。

(2) 2 月 7日前填写线上教学信息汇总表，学院汇总后交教务处。

若采取慕课开展教学，还需在根据以下链接进行登记。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https://www.wjx.top/m/54800623.aspx

超星尔雅、学银在线、智慧树：

https://www.wjx.top/jq/55043259.aspx

https://www.wjx.top/m/54800623.aspx
https://www.wjx.top/jq/5504325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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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月 11 日前，完成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课件和前 4 周线

上教学日历制定，并上传到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不开展线上教学的

课程无需上传线上教学日历）。教师还可录制教学视频、音频及收

集辅助学习资料等教学资源上传到平台。若采用慕课开展线上教学，

也可将上述资料上传到慕课平台。

(4) 2 月 14 日前，在网络教学平台的课程门户页面介绍本课程

的教学形式、考核方式、学习要求等，同时发送网络教学平台的通

知给所在班级学生。如采取校外慕课教学，还需在课程门户页面说

明具体慕课平台信息，提醒学生提前注册账号，加入所在慕课班或

SPOC 班等，同时发布通知给所在班级学生。

8.在慕课平台运用 MOOC 或 SPOC 进行线上辅导的课程是否也要

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提交教学文档？

答：是。192 学期开课的全部课程都要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提交

教学文档及教学资源。

9.在线教学应如何开展？

答：教师要做好线上教学日历，包括每个教学单元的课前、课

中和课后教学设计，并在开课前 3 天发布学习任务，通知学生提前

学习。在课表规定时间内，登陆网络平台开展线上直播或线上集中

辅导。教学结束后，布置作业及课后学习任务。

10.课表规定时间应如何教？

答：在课表规定时间内，如果采取直播方式，则由教师实时授

课。如果采取非直播方式，教师应开展线上集中辅导，包括但不限

于在线讨论、在线案例分析、在线答疑、在线作业、在线测验等，

教师可以灵活选择，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掌握课程内容。

11.我只需要在课表时间登陆网络平台开展教学吗？

答：课表时间对应线下的课堂教学时间，教师应严格按时登陆

网络教学平台（工具）或慕课平台（工具）开展线上教学。但由于

线上教学不同于线下面授，教师还需要在课外时间登陆网络教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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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12.学生没有教材怎么办？

答：由任课老师帮助提供电子学习资料供学生学习：

(1)如果教师有电子教材，则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

(2)如果教师没有电子教材，则提供替代学习资料供学生学习，

确保学习效果。

13.什么是学习通？

答：学习通是超星网络教学平台的手机客户端工具，与 PC端的

网络教学平台内容保持一致，老师可以选择一种或两种结合起来一

起使用。学习通可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或手机平台的应用商店下载，

建议你先用手机注册账号，登陆后绑定江西财经大学和一卡通号。

14.我对网络教学平台和学习通完全不熟悉，怎么办？

答：学校将提供以下帮助方式：

(1)发布的线上教学实施方案附件 1提供了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录

播和直播的简易教程。

(2)参加 2月 3-5 日由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组织的网络教学平台

直播和录播视频培训。

(3)加入网络教学平台答疑 QQ群(教师群)：132933997；网络教

学平台答疑 QQ群(助教群)：706441728。

(4)学习通在线咨询：学习通在线客服每日 9:00-17:00（具体操

作见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通知）。

15.我可以用其他网络教学平台（工具）开展线上教学吗？

答：若不利用慕课开展教学，不建议使用其他网络教学平台（工

具）实施线上教学，原因如下：

(1)目前学校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工具）对接所有师生信息，可

以直接导入师生信息和课程信息，其他平台（工具）需要学生注册

后人工加入，效率较低。

(2)目前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正在组织校内培训，确保平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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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使用质量，其他平台（工具）全靠自学，学习成本较高。

(3)目前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工具）由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和超

星公司提供坚实的技术咨询服务，出现问题可以及时解决。

(4)若采用其它网络教学平台（工具），可能导致学生要学习多

个课程平台（软件）使用，增加了学习负担。

16.我想用慕课开展线上教学，要做什么准备？

答：按提供以下帮助方式：

(1)根据发布的线上教学实施方案附件2提供的主要慕课平台课

程清单选择合适的慕课。

(2) 2 月 7 日前在问题 7 提供的链接中登记

信息，等待慕课平台工作人员为你开课。

(3)扫描右边二维码加入慕课使用服务群，主

要慕课平台工作人员在群内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如二维码失效请联系教务处吴为：15180113448。

(4)提前熟悉各慕课平台基本操作，中国大学 MOOC、超星尔雅、

学银在线、智慧树教师操作手册，具体见附件。

温馨提示：若不采取 1 或 2 形式开展线上教学，仅希望为学生

拓展学习资源，不需要在慕课平台开课，只需自行选好慕课课程，

将链接发给学生即可，无需登记信息。

17.我只能从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超星和智慧树选慕课吗？

答：从这三家选择慕课，学校将提供统一的后续开课支持。如

要从其他慕课平台选课，需要教师自行联系平台咨询开课事宜。

18.如何对线上教学进行教学质量监控？

答：开课前，组织人员于 2 月 14-15 日对教学文档及教学资源

的提交情况进行抽查，检查结果在全校范围通报，并纳入学院年度

本科教学考核指标。对于抽查结果“不合格”课程给予通报批评，

结果为“优秀”的课程给予表扬。

线上教学期间，学校将对慕课平台和学校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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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监控，对未按时开展线上教学的课程视为教学事故予以通报，并

不予认定相应课时。

19.线上教学学生成绩如何评定？

答：教师应将学生的在线教学活动纳入平时成绩考核范围，包

括在线点到、在线视频观看时长、在线讨论次数、在线测验成绩、

在线回答问题数量、在线评论数量等。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例比由

教师自行确定，并在第一次上课时告知学生。

20.线上教学算课时工作量吗？

答：只要按实施方案规定做好开课准备，在课表时间登陆网络

教学平台（工具）或慕课平台（工具）开展直播教学或在线集中辅

导，都认定正常教学工作量。

21.如果网络教学平台没有记录我的在线教学数据，会认定工作

量和教学事故吗？

答：如能提供开展网络教学证明（如截图），则可认定工作量，

否则不予认定。如不能提供线上教学证明，则视为教学事故。

22.在线直播和在线集中辅导时，突然卡顿了，怎么办？

答：课表时间内在线教学有卡顿现象，按以下情况处理：

(1)如果卡顿仅限个别学生，教师应课后对该学生进行辅导或观

看直播回放；

(2)如果卡顿仅限教师本人或师生两端均出现系统性卡顿，教师

应在事先建立的 QQ群或微信群临时线上辅导，并第一时间联系计算

机实践中心。

温馨提示：建议开课前以授课班为单位组建微信群或 QQ群，以

应对万一出现的网络问题。

23.我被隔离了，没有电脑或网络，不能开展线上教学，怎么办？

答：由于隔离等原因不能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学院应负责安

排其他教师代为上传教学资源及开展线上教学，并填写调课申请单

交教务处教学质量科。如确实找不到代课教师，经学院审核，报教



8

务处批准后方能不开展线上教学。所缺课时待恢复开学后再行补课，

确保教学任务完成。

24.毕业班学生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应如何开展？

答：如没有安排毕业实习暂停安排。已经开展实习的毕业生保

持联系沟通，关注思想动态和关心身心健康。如发现身体异常，第

一时间上报学院和采取相应措施。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按原计划

执行，指导老师要做好线上指导，在恢复正常上课前不组织答辩。

25.线上教学过程中出现问题应向何处反映？

答：按照以下问题，分别向相关部门及网络教学平台反映：

(1)教师未能按时到岗参加线上教学或教学质量方面的问题，请

联系教务处质量科雷发斌：13979144735；陈晓梅：15070066689。

(2)学校网站不能正常访问或访问速度较慢，请联系网络信息管

理中心黄辉副主任：13803509497，黄剑：13970080535；也可以网

络教学平台答疑 QQ 群（教师群）：132933997 进行反映；同时可以

通过江西财经大学移动门户微信公众号“校园报修”中“网络”进

行反映。

(3)学校网络教学平台或学习通不能正常登录或不能正常使用，

请通过学习通在线客服咨询（每日 9:00-17:00）；或联系计算机实

践教学中心甘甜老师：13732966868，超星公司技术服务苏倩倩老师：

18172899573；还可加入 QQ 群咨询，网络教学平台答疑 QQ 群（教师

群）：132933997，网络教学平台答疑 QQ群（助教群）：706441728。

(4)慕课学习平台或工具不能登录或正常使用，请通过各慕课平

台客服在线反映，也可在慕课服务微信群中反映，或与具体平台联

系人联系：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胡光鹏，13970097109

超星尔雅平台： 杨 虹，13170823242

学银在线平台： 苏倩倩，18172899573

智慧树平台： 丁念怀，1897930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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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更多线上教学相关信息将在江西财经大学移动门户微信公

众号及教务处网站发布，请及时关注。

附件：主要慕课平台教师操作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