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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水利与环境学院   第 9周（4月 25日--4月 29日）   2022年 4月 29 日 

 

一、本周研究生教育情况概述 

本周学院共开设全日制硕士课程 6门，课程内容逐渐深入，各课程均严

格按照课程表和授课计划进行，正常授课，无私自调停课现象，顺利完成

本周教学任务。转发学习各学院第八周教学周报，任课老师们通过学院间

的经验学习，交流借鉴，进一步提升线上教学水平。 

本周完成水利工程学科 2022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选拔录取的申请资

料审核和复试准备工作。 

二、督导课程教学工具和教学效果 

本周课程继续采取线上“研课堂”+“直播授课”+“学生自学”的方式，

任课老师依托学校“研课堂”学习平台，研课堂上有给学生准备充分的课

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学习资料，便于学生课下及时查漏补缺；直播授课以

“腾讯会议”为主要形式，充分利用“腾讯会议直播”互动功能增加交互，

确保了教学效果。 

三、部分课程教学案例 

据授课教师和学生反馈，在线授课的教学效果好，学生到课率高，任课

教师课前备课充分，课堂讲解细致，授课教师熟练运用研课堂并结合腾讯

会议模式进行教学，通过 PPT 演示、分享屏幕等方式，直播完成课程教授

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增加与学生的互动。 

部分课程授课截图及优秀案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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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育研究方法》授课教师:董芳 

地理信息技术在地理教育中的应用是《地理教育研究方法》课程的一个

组成部分，主要讲授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在中学地理教学的应用方法

技巧，讲课内容紧密围绕地理教材中信息技术的相关内容和教材中可以用

信息技术表达的内容展开。 

在理论知识的讲授中，以案例教学为主，与学生展开讨论，增强师生互

动，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隔着屏幕学生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提

出疑惑，与教师沟通交流。理论教学中结合实际应用，线上教学的优势开

始显现。例如在讲如何获取遥感影像及地理数据时，可在线打开各类网站，

实时操作，讲解注意事项，并留下时间让学生根据自身研究的需要下载数

据。在这个过程中，师生之间有问有答，课堂气氛活跃了很多，也有利于

加强学生对技术方法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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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规划理论及技术》 授课教师:李庆国 

运用腾讯会议授课，课程内容为人工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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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催化原理与应用》授课教师:王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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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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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质量仍是线上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网络偶有卡顿或延迟，下一步

还需继续做好网络预案，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授课节奏等，继续增加

课堂互动，充分调动积极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研课堂建设还需继续加

强，充分提供各类资源供学生预习、复习，保证学习效果。 

五、下周工作要点 

1、继续发现和推广优秀教学案例，增加教师线上教学经验交流，进一

步提高总体教学水平。 

2、毕业生的导师们密切关注学生的论文进度和质量，以保证学生顺利

通过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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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政法学院   第 9周（4月 25 日--4月 29日）   2022年 4月 29日 

 

我院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进入日常化阶段，所有课程均已开始授课，

部分课程进度接近尾声。 

一、本周开课基本情况  

按照教学计划，本学期我院共开设研究生课程 27门，其中公共管理硕

士（MPA）研究生本周开课 6门（分别是公共伦理、社会福利政策与实务、

公共政策分析、社会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前沿专题、社会保障制度国际比

较），社会学研究生开课 6门，法律硕士开课 15门，全部课程按照授课计

划和课程表规定时间开课，无调停课现象。学生全部完成本周的线上学习。

学生遵守课堂记录，无旷课、迟到或者早退现象。 

二、教学工具和教学效果  

在教学工具上，以研课堂、QQ 群直播、腾讯会议为主要教学平台，各

任课教师已经完全熟悉在线教学所用到的平台，并且能够充分发挥各平台

教学的优势。课程教师均建设有完善的课程资源平台，给学生准备好充分

的学习资料。运用课堂提问、课堂讨论、课后答疑等多样化师生互动方式。

运用 QQ群、微信、邮箱等多样化沟通工具，与同学们保持即时沟通与交流，

及时解答学生问题。此外，加强研课堂建设，布置适量课前预习作业与课

后作业，为课堂教学打好基础。学院督导员能按照学院要求按时认真进行

督导，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与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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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西艳老师《专业外语》同学分享 

唐

斌尧老师《社区工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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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宗华老师《高级社会统计学》课程 

 

龚晓洁老师《社会心理专题》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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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恒展老师《社会福利政策与实务》 

 

 

朱梅莹老师《公共伦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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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虹老师《社会研究方法》 

 

宁有才老师《公共政策分析》 

 

胡艳蕾老师 MPA《公共管理前沿专题》 

三、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优秀教学案例  

1、梁丽霞老师《社会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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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老师结合研课堂教学布置学习任务，讲授过程中适时抛出问题，检

验学生听课情况通过课后作业对学生学习状况进行跟踪，加强学生互动，

提高线上教学效果。 

 

 
2、崔恒展老师《社会福利政策与实务》课程 

崔老师对课程内容掌握娴熟，在授课过程中结合当前中国老年人的福

利状况以及西方国家养老政策，旁征博引，引人入胜。课程信息量大，内

容非常丰富，体现了崔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授课技巧丰富，课堂效果好。

在授课过程中，主次分明，并结合现实案例，深入浅出的进行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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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体现出老教师对课堂良好的掌控度。课件制作精心。

对关键词或概念，通过超级链接，图文并茂进行展示，有效引发学生关注，

重难点突出。授课教师精神饱满，授课规范，普通话标准，富有感染力。

研课堂项目建设完备，内容丰富，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参考。 

 

3、杨风老师《社会保障制度国际比较》课程 

讲课结构完整，设计了很多贴切的环节，包括文献搜索与阅读、最新

新闻报导、习总书记最新文章、资料拓展、统计年鉴资料分析、报纸阅读、

数据统计与分析等，课堂效果很好；讲课内容信息量大，逻辑清晰，重点

突出，加入了大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制定、修订、实施等问题的比较，给

MPA研究生以思考和科研指导、启示；案例教学比较突出，案例新，内容分

析非常详细透彻；课程思政因素多，开篇导入与中间讲述、知识总结等，

加入大量思政因素，介绍中国的相关保障制度，尤其领导人文章、官方文

件、学者建言等，形式比较新，效果好；研课堂内容完善，资料丰富，利

用度高，学生参与研课堂很好。 

教师个人讲课准备充分，非常规范、认真；讲课经验丰富，组织课堂

能力、安排课程知识环节等非常自然、老道、熟练；重视互动、学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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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个人知识非常扎实，各知识内容讲解透彻、案例随手拈来，体现了非

常强的专业素养；重视课程改革，包括知识和方法：课程内容与时俱进；

方法多种多样，案例教学、最新新闻、统计年鉴、报纸阅读、文章阅读、

大量数据分析等；对学生非常关切：包括课堂知识、论文指导、学术素养

的培养、工作与课堂知识结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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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增加一些与课堂知识相关的学术文献的介绍，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

课堂的互动性和使用率可进一步提升。增加学生参与互动的方式，提升学

生上课专注力与课堂教学效果；腾讯会议使用的一些细节，如上课时学生

声音打扰课堂，可以采用集体静音，或者设置联席主持人让学生帮忙维持

课堂秩序；案例分析可以增加学生互动环节，设置合适的问题，让学生参

与讨论。 

五、下一步教学工作重点  

1.继续做好日常教学常态化工作，督促授课教师通过多种形式增加与

学生之间的有效交流互动，确保授课效果和质量。  

2.探索网络教学考核方式，提前做好预案，如需要进行线上课程考核，

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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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 9周（4月 25日--4月 29 日） 2022年 4月 29 日 

 

一、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本周为本学期教学第九周，各课程教学进度平稳有序，已有《工程

伦理》、《行业与技术前沿》课程按计划于第八周结课，本周各课程均

做到严格按照课程表安排按时上下课，保持在线教学过程稳定有序，经

教师反馈、督导听课反馈，学生均能按时、按要求参与和进行课程的线

上与线下学习，课堂纪律良好，各课程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交互环节质量

整体良好，保证了课程教学质量。  

二、教学工具和教学效果 

1）教学工具  

本周学院开设课程使用在线教学工具仍以腾讯会议为主，少部分课

程采用 QQ 课堂直播，各课程均能够积极通过课程 QQ 群、研课堂平台等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满足学生预习及复习所需。  

2)教学效果 

根据教师反馈、督导在线听课反馈、学生交流反馈，学生均能够按

时上课，完成老师布置的线下学习任务和课堂学习任务（课程任务报告、

课堂讨论等），能够保持较高的学习主动和积极性。 

三、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优秀教学案例 

本周，教师们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均能做到备课充分，熟练使用所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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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教学工具，积极采用问题报告、课堂问题讨论等方式进行教学互动，保

证了课程教学的稳定开展与教学质量。 

案例 1：李阳老师在《集成电路设计》课程中，备课充分、教学过程

中选择课程内容相关问题（如“芯片的制造”），通过提问和讨论，与学

生就具体问题的研究、实现方法等进行深入有效的课堂交流和互动，效果

良好。 

案例 2：在《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课程中，张波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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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Key”相关内容的教学，通过一系列的互动问题提问和讨论，将课程

内容由浅入深有序展开，学生回答问题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活跃。 

 

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院级教学督导发现的问题，教师和学生发现的问题，可以采取的解决

办法； 

1.线上教学的环境条件：在线教学目前已成为常态化教学方式，因此

在线教学网络环境等的稳定应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各环节得到老师们的

常态化充分重视，应做到每次课前提前测试计算机、网络、课程软件等的

状态是否良好可用，同时做好万一出现网络卡顿、程序故障等状况时的课

堂教学预案，以保证课程授课的有序进行。 

    2．学生在线学习的心理状态，鉴于当前疫情情况，线上教学已经开

展七周之久，应及时了解沟通以避免学生出现懈怠等不利状态，及时沟通，

课堂增加互动，活跃课堂气氛等使得学生保持稳定良好的学习状态。 

五、下一步教学工作重点  

随着教学过程的深入，在线教学的课堂组织与教学已较为常态和稳

定，大部分课程进展已经过半，应基于此，建议各课程在对上一阶段教学

进行阶段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教学实际，及时调整和规划下一

阶段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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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化学化工学院 第 9周（ 4月 25日--4月 29日） 2022年 4月 29日 

 

一、《分子计算与模拟方法》 

主讲教师：齐中囡，上课时间：2022.4.25（3-4节） 

授课平台：腾讯会议 ID：403-8545-1317 

学生应到：11人，实到：11 

评价 1：教师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在线上课，同时结合具体的软件操作

实战演示，讲解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上课状态投入，讲解清楚，

语速适宜，逻辑清晰。 

评价 2：学生准时进入课堂，上课前齐老师与学生交流疫情下的学习

状态，正确引导学生。上课利用多种软件辅助教学，引导学生，循循善

诱，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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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美术学院 第 9周（ 4月 25 日--4月 29日）    2022年 4月 29日 

 

一、 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美术学院本周应开课 7 门，实开课 7 门。所有课程均采用线上教学

形式进行，按照教学计划规定按时上下课。学生严格遵守课堂纪律，授

课教师尽职尽责，顺利完成本周的教学工作。 

二、 学生关于线上学习的反馈 

本周主要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对象包括 2021级美术专

业硕士、2021级设计专业硕士、2021级设计学术硕士三个班级，每个班

级的同学都表达了对于近几周线上学习的个人观点，举例如下： 

2021 级设计专业硕士班 

张刘焱：网上授课是一种新的上课方式，虽然这是在疫情之下的无

奈之举。但总体来说，线上授课和线下授课在内容上是没有差别的，只

要老师和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态度，就能和够在网络

这一新的媒介中上好每一节课。 

刘义宝：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不能到教室听课，只能上网课。

上网课有许多的好处，不用背书包走半天到教室上课，节约了时间，增

强自主学习能力，让我们自主学习，主动寻找问题。同样，上网课的最

大缺点就是网课课堂不能使我们面对面交流讨论问题，缺少了很多互动

内容。 网络课堂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我们也要努力融入网络课堂，

让我们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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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惠：疫情虽然限制了人们的出行，但却没有阻止我们与老师的

沟通交流。我们也逐渐适应了这种上课形式，网课教学突破时间、空间

的限制，人与人交流不受空间物理特性的约束，学习时间也不必受上下

班，上下学，还是白天晚上的限制。课堂录制，让我们对老师所讲知识

要点也可以反复研究揣摩，老师控制手段和方法更加科学化，起到对学

生的帮助和促进作用。控制手段减弱，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老师可

以应用更多的手段方法来控制教学。当然，网络教学也有一定的弊端。

首先，网课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只有软硬件结合才能保证网课的顺利进

行，这对于网络和硬件设施有一定的考验，有些老师不熟悉网课，网课

软件的应用也是对一些年纪大的老师的考验；其次，老师很难直观地了

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限制了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使学生更被

动地接受知识的灌输。这个过程考验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自制力。任何事

物都有利与弊，利用好网课教学优势克服弊端，对网课教学形式及时调

整适应，才可以在疫情之下在不断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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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宁：开学以来，受到疫情影响我们一直采用网络授课方式，对

我们的老师来说不仅是对教学能力的考验，更是我们对网络技术驾驭和

运用的考验。因为在网络直播授课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网

络卡顿、沟通不畅的不足等问题。在上网课这段时间，我觉得老师是很

辛苦，因为他们需要搜集资料，录制视频等等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

力。而作为年轻的学生，我们要更懂得利用这些线上资源，完成自己的

学习任务。像线上学习更加考验同学们的自觉性。与在学校相比，我们

会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因此应尽量安排多一些时间去学习与自己专

业有关或者自己刚兴趣的知识。最后，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希望疫情能

够尽快过去，早日实现线下授课，与同学们见面。 

李冉霞：这学期开学以后，疫情反扑，所以学校安排上网课的方式

来让学生们学习，而这种方式也是给我不一样的感触，有一些心得体会。

和在教室的教学有些不同的是，这是网络上，不是和老师面对面，而我

面对的就是一个屏幕，看起来是很难去有一个互动，其实在学习的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可以及时的反馈，这种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互动。和



 27 / 71 

 

教室里的教学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是该学的都好好学，而且也可以录屏，

可以反复听的，所以课后的一些问题也是能更好的去解决，而不是像之

前一样，有些学生不喜欢来问老师，那么可能问题就积累在那儿了，而

可以反复看的网课能更好的理解，学到知识。 

李雪：三月份开学到现在，疫情依然不减势头、反反复复，坚信我

们可以早日克服这些困难，疫情期间首当其冲的就是不聚集、不乱走，

所以我们在校的学习也就通过网课的形式来进行了。说到网课，在当前

的环境下，直播上课的方式已经常见，足不出宿舍就能学到丰富的知识，

相比起聚集上课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但问题也接踵而至，既然是直播

上课，当老师们只能通过屏幕来传达知识的时候，不外乎学生就有了偷

懒的机会，所以上网课就要严于律己。其实对于任何一种上课形式，都

是一把双刃剑，但有一点总归没错，就是学到知识的多少，取决于自律

程度。网课导致上课时间固定、交流方式的局限，同时，我们也有更多

的自由时间，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更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做好日常规划，

把学习当作第一要务。用这种默默无闻的学识积累，来丰富疫情封校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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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级设计专业硕士班 

陈名：这次由于受新冠肺炎的影响，我们到校之后在宿舍通过软件

进行网上学习。刚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的适应，毕竟不是在教室里面，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也是感受到这种学习方式的好处。首先

这次的网课让我在学习的主动性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其次是在学习的

过程中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向老师提问自己不懂的一些知识点，避免了

原来因为内向不好意思在课堂中面对面向老师提问从而对于一些知识点

的一知半解；再有就是上网课的方式我们可以在上课的过程中进行录屏，

在课程结束后，对于一些自己没有明白的地方，可以通过观看视频进一

步的学习，解决了以前一下课对于一些知识点不懂的地方无法解决的问

题。总的来说，在宿舍上网课虽然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但是对于自己的

学习也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陈维燕：这一个多月的网课下来，我们已经逐渐适应了，网络教学

有很多好处，查找信息及时方便，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节省了路上的

时间，当然有利就有弊，我以为线上课程最考验学生们的自觉性，会有

不自觉的同学，只是在线上挂了在线情况，并没有认真听讲，甚至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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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社交软件。没有老师的监督，不自觉的同学只会荒废这宝贵的学习时

间。还有一个的坏处，就是废眼，长时间盯着屏幕看眼睛极容易疲劳，

手机和电脑的辐射会导致头疼等。所以我们更应该合理利用网络。我经

常会在下课后趴在窗户边向远看，保护眼睛。总的来说，我觉得线上课

程这个方法有利有弊，老师用他们宝贵的时间为我们备课学习，网上直

播，我们就更应该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利用时间自觉约束，

当然也希望疫情能过够早点顺利过去，恢复线下学习。 

李荟钰：经过这段时间的网课学习，刚开始还是会有点不适应，因

为会有一些专业课，需要在宿舍里绘画，对于场地，材料等方面可能并

没有太熟悉。后来上时间长了也习惯了，但是还会感觉比较遗憾，不能

与老师进行线下的交流，上课不像线下可以随时提问问题。老师点评作

业也只能通过照片，也不是很方便，但是有问题也会一一克服，老师线

上会经常问我们有没有问题，然后耐心为我们解答。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回归线下课程，可以和老师同学交流，感受线下的课程氛围。 

    

 

刘晨：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疯狂，学校只好开设了网课。虽然可以在

家上学，不用冒着风险跑到学校去，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学校上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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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课没有了同学们的对面讨论，使得课堂变得枯燥无味，远没有在校上

课有趣。上网课，老师们也非常辛苦，虽然网课让我们不停学，但我还

是希望可以快点开学，很想念我的学校和我的老师同学们。 

张子涵：网课目前对于在校生来说，是一种被迫施行的授课方式，

考验着老师对线上授课的灵活运用和开发，可能性变多了，也限制了与

同学们的接触交流。在不开启摄像头麦克风的情况下，学生可以做很多

事，听课姿势更多样，听课空间更自由。专业课方面对于本学院是十分

不友好的，同学和老师之间无法进行即时沟通，思与行缺少一些碰撞，

相较线下课程体验感较差，许多其他线下的课堂细节也消失。其次，难

免会与同样是线上的其他视频类教学相比较，学院内课程如何能与其区

分开，是否更高效，更具有特色。另外，学院的排课有十分严重的问题，

多门专业课同时开设使人十分疲惫，感到分身乏术，本学院的专业课是

否应讲求流畅性和连贯性，不排除不同专业课的同时进行，或许可以有

交叉融合互相借鉴的地方，但某些课程的开设战线也许不该拉的太长，

我觉得提出我认为的一些问题，如果可以得到改良，势必会提高教学成

果的质量。 

 

2021 级设计学术硕士 

范长存：三月春晖明朗大地时，我们本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与

老师同学集聚一堂，但因疫情的反复，我们不得不在宿舍实行线上上课，

虽然少了几分从前面对面交流的气氛和乐趣，但从开展线上上课以来，

也在这种新兴的学习方式中有了不一样的收获，现将对这段时间开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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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课的优点和不足做以下总结： 

老师通过各种平台，以共享屏幕的方式分享课程内容，让每一位同

学都能够清楚的看到知识的重难点，老师还会提供一些平台发布的学习

资源，这样有利于提高学习的质量。老师还可以通过后台看到学生们的

学习进度，更全面的掌握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另外对于需要重点记

忆的部分，学生可以通过截屏的方式进行记录，下课后进行反复记忆，

对于课上听不懂的部分，可以通过课下看回放的形式对学习的知识进行

巩固，认识到互联网的学习资源丰富且多样，这样可以让同学们自由的

把握自己的学习情况，提高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 

当然所有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线上上课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同一

时间段用同一平台上课会出现网络卡顿和掉线的问题，还有有时会出现

声音不清晰或没有声音的情况，需要退出重新登陆，这样会相对减少上

课的时间，不能让老师和学生更好地把握上课时间进度。 

      

董美玲： 线上上课有很多优点。首先，与传统课堂相比，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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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同学可以通过课堂回放

的方式来查缺补漏，便于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其次，同学交流更加便捷，

更加充分。传统课堂上，因人数太多老师有时会忽略一些同学，而在线

上同学有问题都可以提出，同学与教师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都可以平

等的交流，达到畅所欲言。最后，对于老师布置的任务，相对于传统课

堂需要同学拷贝文件，在台上进行作业讲解，线上教学可以让学生采用

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屏幕共享，这不仅方便了一些害羞的同学，也方便

了学生进行更好的自我展示。 

线上上课的缺点。首先，线上教学是远程教育培训，老师与同学，

同学与同学之间缺少面对面的交流，也缺少了互相监督。老师不能够随

时通过同学的表情做出下一步的回应，学生也可能因自制力差，无法做

到传统课堂上的聚精会神。其次，线上教学对于没有无线网的同学来说

是一大限制，上课主要依赖流量进行学习，因网络不好，流量不够等原

因，学生无法全程参与课堂学习。其实，学习是一个不断修炼自我的过

程。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更要不断完善自己，更要积极互动于网络课

堂，课前充分预习，课后及时复习，掌握知识，充分利用现在网络条件

查阅资料的优势，认真对待网课的每一分每一秒，严于律己，争取每天

进步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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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情分析总结 

1．随着线上教学的持续推进，通过不断调整，同学们在心理上已经

完全接受和适应了线上授课的学习方式。无论是在校还是在家，都能按

时上下课，并完成每位授课教师布置的作业和任务。 

2. 通过授课教师引导，同学之间相互帮助，所有同学都已经掌握了

各种线上学习平台和听课软件的使用方法。通过前几周线上课程的学习

实践，同学们已经掌握了线上学习的方法和方式，根据不同老师上课的

不同平台，能够熟悉的运用各种线上资源，并有效的利用听课平台，顺

畅的上完每一门课，学好每一门课。 

3. 根据同学们的反馈，也发现了很多教学问题，如专业课排课和教

师互动等问题，都将会在今后的教学中做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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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第 9周（ 4月 25日--4月 29 日） 2022年 4月 29日 

 

一、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按照授课计划，本周专业课程五门，分别为：《动物细胞培养》、《工程伦理》、《生

物质能源工程与技术》、《环境生物工程》、《高级天天然产物化学》，授课教师完全按照

课程表的规定时间开课，没有出现调停课现象。《高级天天然产物化学》以及《环境生

物工程》涉及课内实验课程，进行了线上授课。课程出勤率均为 100%，学生与老师互动

较好。 

二、教学工具和教学效果 

授课教师熟练运用研课堂并结合腾讯会议等在线模式进行教学。通过多种方式与学

生进行互动，教学效果较好。 

三、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优秀教学案例 

《高级天然产物化学》本次实验是汉防己中汉防己甲素、乙素的分离。鲍洁副教授

通过课堂派签到、腾讯会议直播方式进行在线讲授，首先介绍了实验的基本原理，在此

基础上，结合科研工作实际需求，对实验室常见色谱柱种类及其优缺点和使用场景、色

谱柱的多种使用方法、色谱填料的玄色等进行了详细介绍，通过腾讯会议屏幕共享方式

进行视频学习，结合视频再次强调实验中的注意事项，学习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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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学习完成后，结合学生的背景，为学生延伸讲解了天然产物化学常用软件

Chembiodraw 的使用方法，并通过课堂派提供学习视频素材，提高学生综合学习运用本

课程内容的能力。 

本课程结合研课堂课程资源，课堂派考勤、直播等开展线上教学，效果良好。 

 

 

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部分老师提出研课堂功能能否升级优化（考勤、资料（文件包）上传、视频上传（对

上传速度要求较高）、学生作业图片上传、作业在线批阅（不用下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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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一步教学工作重点 

考核方式以及线上组织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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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音乐学院   第 9周（4月 25日-- 4 月 29日）  2022年 4月 29日 

 

一、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本周音乐学院研究生线上公共课程 8 门，专业小课 23 节，开课率为 100%。在出勤

率方面，根据音乐学院督导组的统计，本周整体出勤率为 100%。为确保“教师真在教、

学生真在学”，保障在线课程教学质量，学院教学督导巡查人实时上线，实名进入网上

课堂跟踪听课，了解和反馈线上教学实施情况。着力于课堂言论、教学规范和教学质量

等方面实施监督，对开展线上教学存在困难和问题的教师给予指导和支持。结合疫情防

控当前形势，开展“课程思政”，做好爱党、爱国教育，并在教学过程中强调注重专业

新技术的发展和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提升。同时，学院还下发研究生调查问卷，及时了

解线上教学情况。每日收集汇总教学督导反馈表及学生评教反馈，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

时协调解决，通过“研究生集体课授课教师群”第一时间反馈给任课教师。 

二、研究生实践活动积极开展 

重视实践能力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一直是艺术专业硕士培养目标之一，

理论知识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

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清晰易懂，所以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实践和理论更需要密切联系在一

起。疫情封闭期间，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同心抗疫，积极落实和响应疫情防控政策。为保

障学生在校的安全稳定和线上教学质量，足不出户提升实践能力，音乐学院师生总动员，

开展了线上线下的各类活动。 

1.音乐学院中庭音乐会 

为丰富疫情期间在校学生课余生活，纾解大家焦虑情绪，4 月 29日 19:00，音乐学

院在中庭举办学生音乐会，同学们在现场观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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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端研学 

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在坚持打好疫情防控保卫战的同时，努力探索“云端”学习新渠

道，做到防疫科研两不误，线上学习不停摆，为给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提升研

究生专业能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导师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疫情

防控期间由各大专业院校、艺术组织开展的线上讲座。 

本周电子音乐制作方向的研究生组织观看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

科技系主办的音乐人工智能系系列讲座——“算法作曲：从流行歌曲到创造性的信号处

理”，讲座由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艺术和音乐的名誉教授 Roger B. 

Dannenberg 主讲。本次报告将首先介绍近来利用统计模型生成流行歌曲的工作，并阐

述多种利用分层结构指导歌曲生成的方法，在本次报告中也将展示近来一些针对现场表

演中算法信号处理的探索。 

音乐教育方向研究生参加叶小钢工作室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云

上知音——珠江钢琴名师公益课堂》，此次公益课堂系列旨在聚集业内名家，提供一个

传递先进钢琴教育理念、分享教学经验，传播钢琴艺术文化的平台，解决学生与教师在

教琴、学琴、练琴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音教方向 2021 级研究生吴爽聆听了多场课程：“突如其来的疫情没有打乱我们的学

习实践计划。我有选择地学习了各种精品课程，拓宽了知识面。我一定不负学校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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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在校安心隔离的同时，静下心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完成导师布置的实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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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端艺术盛宴 

自今年年初以来，为配合疫情防控需要，本市各大剧院、剧场演出虽然陆续暂停，

但“云端”好戏纷纷上线。疫情原因，北京国家大剧院与近日宣布取消假期的各项演出

和活动，观众不能走进剧场看演出，但精彩多样的线上演出让远在济南的我们也能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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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参与到艺术中间。过去的这一年，国家大剧院积极推进“艺术+科技”的创新融合，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4月 30日晚，“春日随想”国家大剧院线上演播两周年特别策划

在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等多个线上平台播出。主持人蒋小涵穿过国家大剧院的大小

空间，一件件雕塑、一幅幅展览，甚至是一杯颤动的咖啡都幻化成激情的乐曲、曼妙的

舞姿、牵动人心的剧情。 

 

 

精彩的云端艺术实践让学生们足不出户便能够享受到精神大餐，在这个抗击疫情的

特殊寒假，丰富学生们的封校生活，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思想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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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第 9 周（ 4月 25日-4月 29日）2022年 4月 29日 

 

一、 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本周开设了 13 门课程：模式识别、最优控制理论、电力系

统保护与控制、线性系统理论、数字信号处理、随机过程、非线性系统理论、网络数据

库技术、新能源发电与并网技术、现代检测技术、现代控制工程、专业外语、案例分析。

所有课程严格按照授课计划规定时间开课，以在线课堂的形式，开展各项教学工作。 

二、 教学工具和教学效果 

按照防疫期间教学工作要求，授课教师按照“同一课堂、同一老师、同一场景”原

则，授课教师建立了课程群，采用了多种在线授课方式，包括：研学堂、腾讯会议、腾

讯课堂、QQ 群视频等，实时进行线上直播教学，按照教学计划顺利完成了各项教学任

务。 

三、 教学过程 

授课教师充分运用在线课堂提供的教学工具，采用各种方式开展了考勤、课堂交互、

辅导答疑等教学环节，总体上课堂秩序良好，出勤率高，学生学习态度认真，教学效果

较好。 

程新功老师承担的《案例分析》课程邀请了国网山东电科院李立生主任，以“配电

网控制流技术探讨”为主题，将“分布式电源引发的电网运行控制管理问题”作为项目

案例，讲解了大电网运行存在的问题，以及大电网电力电量平衡及安全稳定运行面临的

严峻挑战。课程内容与时俱进，切合学生的研究方向，对于学生的科研工作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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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程新功老师和国网山东电科院李立生主任在讲解《案例分析》课程 

 

图 2 国网山东电科院李立生主任讲解《案例分析》课程的主要内容 

图 3-图 7 是部分教师在线授课情况。教师采用视频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监

测，并进行课堂交互。总体看，学生的学习状态较好，听课认真，能够及时回答老师的

提问，课堂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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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孙明旭老师在线讲解《专业外语》 

 

图 4 于宏亮老师采用腾讯会议在线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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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于春光老师采用 QQ 群课堂在线授课 

 

图 6 张勤老师利用腾讯会议在线授课 

 

图 7 丁广乾老师采用腾讯会议在线讲解课程内容 

四、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本周重点督导了学生在线学习情况。任课教师要求学生开启摄像头，能够及时了解

学生的学习状态，有效提高听课率。 

五、 下一步教学工作重点 

按照学校和学院防疫期间在线教学要求，继续规范和改善在线教学方式，同时发现

和推广优秀教学案例，开展教师线上教学经验交流，进一步提高总体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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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文学院      第 9周（4月 25日--4月 29日）     2022年 4月 29日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正常开展，文学院在院领导及研究生线上教学专项督

导组的组织监督指导下，“停课不停学”。所有 39 门课程均能按部就班、有序进行。圆

满完成了本周的教学任务。现就开课第九周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我院本周应开课 39 门，所有课程均能按部就班、有序进行。所有学生包括留学生

都能按时上课，学生对授课形式适应好，听课认真，讨论积极热烈，课堂气氛好。 

二、教学工具和教学效果：  

1.教学工具：我院教师们根据每门课的特点和个人习惯，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工具，

QQ群、微信群、腾讯课堂、腾讯会议、雨课堂、研课堂等多管齐下。经过几轮线上教学

的体验，老师们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在线教学工具，并综合运用 QQ 群、微信群和留言板

功能等与学生进行互动。所选教学工具能够满足线上授课的要求。教师和学生对教学效

果表示满意。 

2.教学效果： 

据授课教师和学生反馈，在线授课的教学效果很好，师生都能迅速进入状态，学生

在线回答问题能做到快速响应，互动积极，讨论热烈，勤于思考，注重反馈，获得感强。

学生普遍反映，老师们上课十分认真，讲授细致。 

出版硕士学位点本周所有 7 门课教师均采用线上平台或相关技术工具上课，学生普遍反

映，老师们上课十分认真，讲授细致，收获很多。以下为部分学生反馈： 

出版经营与管理（张波老师）：张老师提到在分析案例时要注意出版社的变与不变，这

样才能厘清其发展脉络。同时，因为译林是一家专注于引进外文作品的出版社，这就不禁让大

家反思当前我国图书版权引进来和走出去之间的不对等问题，如何提高本土原创作品走出去的

数量和种类是各家出版社亟待思考和解决的现出新颖的一面。 

国史专题（石静老师）：石静老师在提问大家“以鱼钓奸周西伯”的“奸”的意思时，发

现大家查找字词汇时比较依赖非权威的网络搜索方式而非使用工具书或者扫描版的电子工具

书。我很惭愧，我翻看相关古籍类图书也大多依赖图书所附注释或网络检索，在以后会更加注

重权威性工具书的使用。 

出版物营销（刘雯老师）：刘老师让大家就联系近期热点策划图书营销方案发表自己的

想法，同学们踊跃发言，就“元宇宙”“明星偷税”“女权主义”“健身博主刘畊宏”等热点事件

策划图书营销方案，刘老师给大家分享了京东借助“三星堆文化”热点图书营销案例。 

 

三、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优秀教学案例： 

案例一：古代文学学科教师范丽敏老师《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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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老师本堂课（4.28一二节）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进行对比，从研究思想、理论、

方法，全面比较了中西方学术的异同、各自的优长，并结合硕士阶段的选题、研究综述、毕业

论文的撰写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既有方法论，又有可操作性，学生普遍反应良好。课题

上亦有与学生的互动，这种以教师讲解与讨论相结合的研讨式教学，对学生来说十分实用。 

  近几年范丽敏一直不断学习、调试 QQ 群视频、QQ 群课堂、雨课堂、学习通、研课堂、腾讯

课堂、腾讯会议等各种直播平台，并与古代文学专业老师交流经验。在采取 QQ群视频直播授课

后，并在 QQ 群提前布置课前预习。课上串讲知识点并展开讨论，所有同学都能积极参与，效果

很好。 

  学生评价范老师的讲解清晰明了，深入浅出，善于与学生互动交流，气氛融洽，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 

案例二：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点孙佳祺老师   孙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乐于探索运用新教

学方式方法、探索翻转课堂教学。学生评价道：“孙老师的课程推动我们开展独立研究和深入探

索，在翻转课堂中同学们掌握了做学术、做研究的方法和技巧。”

 

 

孙佳祺老师上课实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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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课情况 

 

案例三：学科语文专业高玲老师《语文课程教学理论与方法》 以 QQ 群语音为授课

平台，整堂课大致可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老师讲授环节，本节课主要讲授了关于读写教

学过程的模式和思考。 



 49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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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环节是学生课堂展示，学生讲解后高老师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点

评 

 

（学生） 

 

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 研究生课程需要讨论的内容比较多，对学生参与度的要求也较高，尤其是有时

需要分组讨论，网络上的讨论效果与线下教学还有一些差距。目前主要采用的方式是，

同时采用腾讯课堂和 QQ群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后期可以继续优化相应讨论方式。    

2.学生反应校园网不是特别稳定，听课时偶尔断断续续。学生已经向有关部门反应，

希望学校能保证校园网的流畅。 

 

五、下一步教学工作重点： 

结合过往的线上授课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准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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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第一，继续加强学院督导，由学院成立的研究生线上教学专项督导组，对线上授课

进行全面督导。督导员进入教学平台，督促授课老师确保线上教学正常教学秩序和教学

质量。与技术部门加强沟通，及时解决线上授课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第二，继续组织授课老师进行网课经验交流活动，提高老师们的线上教学技术和水

平。尤其是互动环节可以利用的平台和功能。 

第三，持续进行线上教学优秀案例的收集工作，转“危”为“机”，加大力度培育

基于线上教学的教研教改项目。 

第四，后期老师们继续能够按部就班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

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以保质保量地完成研究生教学任务。有毕业生的导师们密切关注

学生的论文进度和质量，以保证学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第五，进一步加强学生层面的管理，强调课堂纪律。尤其是对留学生的管理，与留

管办沟通合作，督促归国留学生重视学校规定和上课纪律，完成课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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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第 9 周 4月 25日-- 4月 29 日   2022年 4月 29 日 

 

一、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根据学校疫情期间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安排，本周继续实施线上课程教学。所有 17

门课程全部按照预定教育额计划顺利完成本周次教学任务，无私自调停课情况。 

 

二、教学工具和教学效果：  

所有课程均采用 QQ 群课堂、腾讯会议、云班课、研课堂等平台在线直播授课。通

过在线实时互动，授课教师及时获取学生学习信息，并根据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调整教

学设计。另外，建设和完善研课堂的工作也在根据线上教学情况同步进行。学生积极参

与在线学习，教学效果良好。任课教师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有效保证了课

堂教学质量。 

 

三、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优秀教学案例：  

全部老师均按照原教学计划认真备课。授课教师与学生合力探索适合不同学科性质

的在线教学模式，采用直播、录播、自学、提问等多种方式有机结合，学生通过完成学

习任务，积极参与到课程建设中。督导员老师深入研课堂，加强教学督导工作，以导促

建。 

佟月华教授的《专业外语》本周课程由课程组李开云主讲，以《6 招教你做有趣的

心理学研究》为题，给同学们介绍了心理学常用的研究生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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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步教学工作重点。 

第一, 推进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和新生导师双选工作。 

第二，学院教学督导组将继续加强教学督导工作，督促任课教师保质保量完成教学

任务。 

第三，继续加强研课堂平台上的课程建设，保障教学秩序的顺利进行，提高研究生

教育教学质量。继续完善直播网课技术，鼓励老师们积极开发平台的各种功能，打造研

究生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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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 9 周 4月 25日-- 4月 29日   2022年 4月 29日 

 

结合济南市济南大学新冠疫情防控的最新指示，研究生第 9周课程遵守学校、研究

生院及学院的安排仍然全面开展线上教学。材料学院从学生到授课老师再到研究生管理

办公室切实落实学校“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指导方针，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前提下

较好的完成了各项任务。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提前统计线上教学平台信息，提供给学院督

导组。督导专家进入任课老师教学班级群，了解教师课程安排，加入直播课堂，实时掌

握学生学习进展、教师授课进展，了解师生互动、是否按课表上课等情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课程授课老师根据课程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利用

了 QQ 群课堂、腾讯会议、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研课堂等手段，开展了在线教学。学

院安排督导员以参与听课等方式进行工作督导，现将第 9周线上教学督导情况进行如下

总结、汇报。 

一、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材料学院本周应开课程 22 门，实开课程 22 门，其中博士课程 3 门，硕士课程 19

门。任课教师均按照课表规定时间准时开课，学生基本完成线上学习。 

二、教学工具和教学效果 

1.教学工具：我院教师均采用线上教学方式，教学工具主要是 QQ 群、微信群、研

课堂等。利用腾讯会议、微信会议直播方式和研课堂平台相结合的方式上课，QQ群、微

信群内师生互动交流。 
课程 

名称 

授课 

教师 

上课 

时间 
学时 

选课 

人数 
第8周拟采取的线上教学方式 与学生沟通的渠道 

水泥混凝土

材料科学 
【芦令超】 

第 1-18 周

（单双周）

星期二第

1-2 节 

36.0 3 腾讯会议：572462885 
教师微信号：

llcmseujn 

陶瓷材料学 【李庆刚】 
第 1-18 周

（单双周）

星期四第

5-6 节 

36.0 3 腾讯会议：262914403 
教师微信号：

wxid_j0827etf8szm

21 
先进金属材

料进展 
【王艳】 

第 1-18 周

（单双周）

星期四第

3-4 节 

36.0 2 

https://ke.qq.com/webcourse/444

9810/104615308#from=8000217

24&lite=1&live=1） 

QQ 群：923846725 

金属材料热

力学与动力

学 

【王艳】左

敏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五第

5-6 节 

32.0 2 
腾讯会议：42817109489 

会议密码：220425 
QQ 群：908282395 

半导体器

件、工艺与

测试 

【杨树华】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五第

7-8 节 

32.0 5 QQ 群课堂 QQ 群：885078009 

先进陶瓷制

备工艺 
【李魁】 

第 1-11 周

（单双周）

星期三第

9-11 节改至

周六 18:40

上课 

32.0 6 
腾讯会议：66465851983 

会议密码：123456 
QQ 群：179234880 

金属基复合

材料 

【滕新营】

冷金凤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一第

7-8 节 

32.0 2 
腾讯会议：838-457-368 

会议密码：127119 
QQ 群：39214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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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熔炼与

凝固成形技

术 

【王振卿】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四第

7-8 节 

32.0 2 QQ 群课堂 QQ 群：656607508 

金属学原理 【王艳】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二第

3-4 节 

32.0 3 

https://ke.qq.com/webcourse/442

7582/104593068#from=8000217

24&lite=1&live=1） 

QQ 群：908671135 

功能复合材

料 
【葛曷一】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一第

1-2 节 

32.0 3 QQ 群课堂 QQ 群：638258400 

复合材料界

面 
【关瑞芳】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五第

5-6 节 

32.0 5 雨课堂 QQ 群：729131105 

复合材料基

体改性原理 
【曹笃霞】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一第

7-8 节 

32.0 6 腾讯会议：830-4764-3493 QQ 群：514321789 

敏感材料 【徐红燕】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一第

3-4 节 

32.0 2 腾讯会议：38387470189 QQ 群： 688925707 

功能陶瓷 【马谦】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一第

3-4 节 

32.0 9 QQ 群课堂 QQ 群：711065765 

材料结构分

析 
【师瑞霞】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五第

3-4 节 

32.0 15 QQ 群课堂 QQ 群：666538590 

材料复合新

技术 
【岳云龙】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三第

7-8 节 

32.0 2 腾讯会议：972114244 
教师微信号：

yueyl640616 

纳米材料与

技术 
【王介强】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二第

1-2 节 

32.0 21 QQ 群课堂 QQ 群：655496156 

水泥混凝土

化学 
【叶正茂】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一第

5-6 节 

32.0 12 QQ 群课堂 QQ 群：567811688 

新型胶凝材

料 
【赵丕琪】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五第

7-8 节 

32.0 9 
腾讯会议：63023383961 

会议密码：220415 

教师微信号：

kevin_zhaopq 

高性能混凝

土 
【杜鹏】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四第

1-2 节 

32.0 11 
腾讯会议：784-316-516 

会议密码：4321 

教师微信号：

dupeng6949 

新型墙体材

料 

【李建权】

马庆宇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二第

3-4 节 

32.0 3 QQ 群课堂 QQ 群：338024125 

专业外语 【姜涛】 
第 1-16 周

（单双周）

星期三第

5-6 节 

32.0 54 
腾讯会议: 732-1762-3814 

密码: 5678 
QQ 群: 978127229 

 

2. 教学效果： 

课前准备：开课前，大多数任课教师已把相关教学内容上传至研课堂平台、超星学

习通或 QQ 群，部分教师为学生推送网络上的精品课程的视频教学文件，学生们对课程

内容及安排均有较好把握。 

课中教学：在直播授课过程中，老师们能与学生在各个平台架构上进行深入交流与

互动；教师采用提问、剖析、研讨等方式加大与学生的沟通。 

https://ke.qq.com/webcourse/4427582/104593068#from=800021724&lite=1&live=1）
https://ke.qq.com/webcourse/4427582/104593068#from=800021724&lite=1&live=1）
https://ke.qq.com/webcourse/4427582/104593068#from=800021724&lite=1&liv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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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反馈：督导交流反馈，大多数老师反馈在线教学能保证教学任环节顺利开展，

教学效果良好；学生反馈认为在线课堂能够更加容易接收更多课堂信息及行业发展前

沿，学习效果良好。 

三、教育教学案例 

教学案例一：《材料复合新技术》，硕士生课程，任课教师：岳云龙教授  

周三 (2022.04.27)，第 7, 8 节 

《材料复合新技术》一共有 2 位同学上课，建立有课程 QQ 群。课程采用的是腾讯

会议开展，岳老师严格按照时间表上课，课堂上气氛活跃，学生乐于发言，效果较好。

本次上课主要内容是玻璃纤维的结构与组成和玻璃纤维的性能，最后介绍了玻璃纤维及

其制品的两种生产工艺，坩埚法拉丝、池窑漏板法拉丝。课程内容丰富，较好的反应学

科与行业的发展前沿。老师将自身科研、认知融入课堂，教学手段较为丰富，互动性较

好，同时融入了课程思政内容，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知。 

  

 

 

教学案例二：《合金熔炼与凝固成形技术》，硕士生课程，任课教师：王振卿老师 

周四 (202204.28)，第 7, 8 节 

《合金熔炼与凝固成形技术》一共有两位同学，建立有课程 QQ群，采用 QQ群课堂

形式上课，同学们全部按时上课。本次授课模式采用学生制作 PPT介绍教师点评深入展

开讨论的形式。本次课程主要是基于上节课学习的凝固过程中固相界面前液相中出现了

溶质富集，引出成分过冷的问题，推导能产生成分过冷的条件，再推导出成分过冷度的

大小。授课过程中通过深入讨论充分调动了研究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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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第 9 周（4 月 25 日--4 月 29 日）      2022 年 4 月 29 日 

 

一、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本周应开课 11 门(其中学术型和专业型共同上课课程 2门）均按照课表规定时间开

课，封校期间教学有条不紊进行当中。 

二、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优秀教学案例 

《专业英语》研究生课程小结 

在开学第一周内，根据课表安排，分别于 2022年 4月 25 日（周一）下午五六节和

2022年 4月 27日（周三）上午三四节，为 2021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共 27人准时开展《专

业英语》教学，研一的同学到课率 100%。课程讲授以 QQ 群屏幕分享直播和语音直播为

主，整个授课过程老师、同学们参与度高，教学效果良好。 

以下是教学活动的截图。 

1、提前跟学生沟通统计研究生课堂研究方向，有针对性的选择课上教学内容。 

 

2、QQ屏幕分享，用实例演示讲解文献搜索、下载、管理，学生反馈非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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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讲解科技文写作及投稿、英文文献阅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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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数学科学学院   第 9 周（4 月 25日-- 4 月 29日）  2022年 4月 29 日 

 

一、 本周开课情况概述 

本周本周线上上课共有 12 门课程，其中本院研究生学位课 1 门《拓扑学》，上课 3

次，上课人数是 25 人，研究生公共学位课 1门《数值分析》上课 2次，上课人数 69 人，

缺勤一人留学生。全体课程能按照课表规定时间开课，无无法完成线上学习的学生，课

堂纪律良好，数值代数本周上课一次，周四的课任课老师调课； 

二、教学工具和教学效果 

12门课程中，使用腾讯会议上课是 5门，7门课程使用 QQ 群课堂，教师和学生反馈

的教学效果良好； 

三、上课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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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设计学院   第 9 周（4月 25日-- 4 月 29日）  2022年 4月 29日 

 

 

本周教学秩序平稳有序，效果良好。按照既定教学计划，任课教师课前工作准备充

分，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征求教学意见、测试网络效果，探索多套备选方案，一周来教学

秩序稳定。 

本周就线上教学授课效果、课堂互动、资源利用情况等进行了重点督查。现将检查

情况总结如下： 

一、教学效果稳步提升  

1. 教师认真负责，上课投入，为学生考虑细致周到，课前提供大量资料文献，授

课中注重讲练结合、案例分析，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加大课堂讨论，学生认可度高。  

2. 课堂上课认真，充分利用研课堂、雨课堂、腾讯 QQ、微信视频互动等多种线上

教学手段，PPT 演示、提前录制微视频、观看短 视频、问题研讨等，教学方式不拘一

格，课堂气氛热烈，课程开展顺畅。  

3、线上线下互动，教师精心设计课后作业，引导学生课下复习、总结课上学习内

容，指导启发学生做好下一次课的准备工作，教学效果良好。  

4、学生积极配合，提早进入腾讯会议课堂或者 QQ 群，进入网络课堂，教师讲课

时，自觉关掉麦克风，以免产生噪音干扰，积极参与互动，课堂秩序良好。  

二、存在的问题 

1.  学生缺乏学习资料的现象仍很突出，网络资源有限，手头缺乏参考资料。  

2.与线下授课相比，师生无法实现线下课堂中的眼神交流、表情、肢体动作交流等，

教师无法得到很好的课堂反馈，现场感弱。  

三、建议 

1. 教师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引导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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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提前为学生上传课件、课程内容资料或者其他可视材料，提前下发讨论提

纲，学生能够提前熟悉授课内容，查阅相关资料，做好充分的上课准备。  

                                                    

2022.4.28 

 

附 1：陈玉老师教学案例： 

设计心理学 

本节课首先复习了幕儿注意的八个特性，后又学习了注意指向，记忆方面的内容，

包括记忆的分类、记忆干扰、记忆的存贮结构、学习与训练等多方面内容，又着重讲解

了可用性设计这个重点与设计心理学八条原则，并结合图片与视频，在增加学生学习兴

趣的同时，又进一步拓展了本节课所学的消费者需要与设计等内容。部分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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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 教学周报 
 

教学单位：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第 9周（4月 25日- 4月 29 日） 2022年 4月 29日 

 

 

学校为了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避免疫情传播，保护我校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自 3月 14日起，启动线上教育教学活动，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按照上级部门要求，

并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的工作预案，院督导组对本周的教育教学进行了督导，

基本情况如下： 

一、线上教学工作 

各门课均能实现线上直播，研课堂课程平台进一步完善。 

本周督导了《自旋电子学导论》和《量子规范场论学》两门课程，学生全部出勤，

课堂秩序良好。授课老师精神饱满，内容充实、信息量大。直播课能够做到深入浅出、

循序渐进，并进行了较好的课堂互动。《量子规范场论学》采用了白板板书的在线直播

方式，授课效果很好，对于理论推导较多的课程教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博士研究生招生 

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根据学校及学院的安排，继续开展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 

三、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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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多渠道开展毕业工作的宣传和督导，确保每个毕业环节都能

按时间节点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