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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网上授课进行到了第三周，通过教务处组织的几轮在线授课的培

训和教学实践，教师综合运用各种网络教学模式更加熟练，教学资源更加

丰富有效，网络教学的方法手段更加灵活，学生到课率稳步提高，参与互

动学生更加积极，教学效果显现。现将本周在线教学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学校后台数据分析

1.学生平均到课率

我们通过全校后台数据统计发现，除了 2 月 24 日平台出现卡顿，导



致多学生无法签到外，学生平均到课率是稳定在 90%以上。

2.评课人数

周一（2 月 24 日）仍然出现大面积卡顿现象，导致签到数据异常。

25-27 日三天评课人数较稳定，28 号开课班级较少，故评课人数也较少。

本周未参加课评班级大幅减少，但仍有少数班级个别教师的课堂参评学生

为 0，望二级学院断续加大跟踪管理力度，具体参评情况见附件 1。

3.教学效果



从学生评价可以看出，学生对教师整体评价较高，5 星级评价率平均

稳定在 90%左右。

4.课堂教学互动

从课堂教学互动环节数据可以看出，主要的学生参与的教学互动活动

主要还是签到与课堂讨论；课前要求、提问与头脑风暴环节较上周都出现

不同程度的上涨。

二、问题与不足

信息员反馈：

1.教师整体情况较好。课前，教师在群里先公布作业、教学课件，让

学生提前整理没有听懂的知识点；在课中，老师将知识的重难点 ppt 与视

频结合讲解，通俗易懂。但部分课程作业布置不合理，时间过紧，加上网

络不稳定，不能及时提交，习题难度较大，没有进行及时讲解。

2.学生上课时间经常容易造成网络堵塞，使签到不易完成。有少数学

生自我约束力较差，不参与日常问答与作业，与老师互动较少。



教师督导反馈

1.由于云课堂使用人数众多，导致后台负荷过大，致使云课堂软件经

常闪退、卡滞。

2.由于专业课是安排在晚上，老师们上完课已较晚，有部分老师忘记

结束签到，致使导出的数据不准确。

3.未评课或评课率低的相对固定在个别班级和一些任课教师的课堂

上。

三、措施及建议

1.建议教务处与云课堂开发商及时沟通反馈，多措并举协商解决后台

负荷承载能力的问题。

2.到课率较低的班级，授课老师应积极与班主任交流。核对班级名单，

及时移除已退学和不在班的学生。积极补充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果和方

法。在课堂上不定时点名提问学生，一方面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另一

方面也使学生能够坚守课堂。

3.教师应加强课堂监管力度，多采取视频会议形式模拟课堂提问，多

与学生沟通，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4、各二级学院应督促班主任（辅导员）和任课教师提醒学生利用课

结束前的 5 分钟时间及时进行评课。

四、活跃度分析反馈

第二周（2 月 17 日——2 月 23 日）具体活跃度排名情况：

1.课程生均活跃度 TOP10

课程活跃度反映出该课程在学生中的影响力，例如《健康教育》面向



全体中高职学生，以一周 402715 的活跃度遥遥领先其他课程，但是课程

的生均活跃度则反应课程在线教学的活跃程度，按照生均活跃度排名，第

二周课程的生均活跃度前 10 名的课程如下：

2.教师活跃度 TOP10

教师的周活跃度反应出教师一周在平台上的使用活跃程度，第二周的

教师活跃度排名前 10 名的情况如下：

姓名 部门 活跃数 排名

熊博昌 教务处 10776 1

谢政 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708 2

肖钰 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697 3

孟小雪 经贸与信息学院 444 4

程异兰 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383 5

江昌波 经贸与信息学院 332 6

徐仁杰 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330 7

王晓露 经贸与信息学院 330 8

朱思益 电气电子学院 209 9

杨巧玲 机电工程学院 163 10

课程名称 周活跃度 学习人数 生均周活跃度 任课教师 任课教师所在学院

平面与色彩构成 4136 66 62.67 王晓露 经贸与信息学院

C 语言程序设计 1923 32 60.09 崔娟 电气电子学院

成本会计 2340 48 48.75 张翔 经贸与信息学院

工业机器人 3080 76 40.53 周鑫 电气电子学院

汽车保险与理赔 3279 95 34.52 魏娟 交通工程学院

C 语言 1248 38 32.84 黄传丽 电气电子学院

汽车电控技术应用（高职） 2262 75 30.16 董明杰 交通工程学院

幼儿教师口语 7664 265 28.92 孟小雪 经贸与信息学院

室内空间设计与施工 3589 125 28.71 徐仁杰 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 2900 104 27.88 朱思益 电气电子学院



3.班级活跃度 TOP10

班级活跃度反映出云课堂上的教学班级一周的在线活跃程度，一定程

度的反映出该班级的学习的情况，第二周的班级活跃度排名前 10 名的情

况如下：

班级名称（云课堂中开展在线教学的班级名称） 活跃数 排名

18、19 级一班（2.10-2.21） 4979 1

18、19 级（2.10-2.21） 4374 2

18、19 级二班（2.10-2.21） 4241 3

19 级动漫班 3550 4

18 建筑装饰 5 班(高职） 2977 5

17 级机械自动化 1 班（高职） 2932 6

18 汽车 3+2(1)班 2745 7

18 级中职模具班、18 级机械 3+2 班、18 级机械、数控班 2707 8

19 机电(3+2)1 班、19 机电(3+2)2 班、19 机电(3+2)3 班、19 电子技工班 2434 9

18、19 级四班（2.10-2.21） 2430 10

4.学生活跃度 TOP10

学生的周活跃度，反映出一周来学生在线学习的积极性，第二周的学

生活跃度前 10 名如下：
姓名 班级 院系 活跃数 排名

瞿冉 19 级动漫班 经贸与信息学院 2560 1

范容博 19 机电一体化 4 班 电气电子学院 649 2

邢驿凡 19 计算机 1 班 经贸与信息学院 542 3

祁思浩 17 电气 4 班 电气电子学院 481 4

胡金健 18 网络班（高职） 经贸与信息学院 384 5

李胜 18 级建筑装饰 3 班 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358 6

叶天赐 19 机电 2 班 电气电子学院 342 7

林龙 19 机电 2 班 电气电子学院 340 8

周冬兴 19 机电 1 班 电气电子学院 338 9

钟昱昊 19 机电 3 班 电气电子学院 320 10



五、持续诊改与提高

继续加强线上教学管理的学习与探索，积极与教务处、学工部、二级

学院、课部等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与交流，加大督导力度，加强师生对在线

教学反馈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对大家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研究，为持续提

升在线教学质量不断努力。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发送：院领导 二级学院 各职能处室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质量管理处 2020年03月02日印发

印数：30 份



附件 1：

第三周学生未参加课评班级

时间 学院 类别 班级

2 月 24 日

机电
高职

中职

电气
高职

中职

经贸
高职

中职 18 动漫技能班

建筑
高职 18 级建筑工程技术班

中职

交通
高职 19 物流班、18 新能源、19 新能源班、19 中德班

中职 17 级技能 2 班、18 汽车技能 1 班、18 汽车（3+2）1 班

课部 中职
袁慧明老师在 QQ 平台上课没有评教功能，吴莉斯老师上的平台学

生无法登录评教。

2 月 25 日

机电
高职

中职

电气
高职

19 自动化 1 班、19 机器人班、17 电气 1、2 班、17 机电 3、4、5

班、17 华为试点班、19 机电 4 班、17 物联网班

中职 19 电子技工班、17 机电/电子技能班、19 机电 3+2（1）班、

经贸
高职

中职

建筑
高职

中职



交通
高职

中职

课部 中职 没安排课

2 月 26 日

机电
高职

中职

电气

高职

中职
17 机电/电子技能班、19 电子技工班、18 机电 3+2（1）班、19 机

电 3+2（1）班

经贸
高职

19 机电 4 班、19 自动化 1 班、19 机器人班、18 电子 3 班、17 电气

1、2 班、17 机电 3、4、5 班、17 华为试点班、17 机器人班

中职

建筑
高职

中职

交通
高职

中职 18 汽车（3+2）1 班、

课部 中职 18 会计 1 班、18 建筑工程 3+2 班、18 建筑工程班

2 月 27 日

机电
高职

中职

电气
高职

19 机电 4 班、19 自动化 1 班、17 电气 1、2 班、17 机电 3、4、5

班、17 华为试点班、17 机器人班、17 物联网班

中职 17 机电/电子技能班、19 电子技工班、19 机电 3+2（1）班

经贸
高职

中职

建筑
高职

中职

交通 高职



中职

课部 中职 袁慧明老师在 QQ 平台上课没有评教功能

2 月 28 日

机电
高职

中职

电气
高职

19 机电 4 班、19 自动化 1 班、19 机器人班、17 电气 1、2 班、17

机电 3、4、5 班、17 华为试点班、17 物联网班

中职 19 电子技工班

经贸
高职

中职

建筑
高职

中职

交通
高职

中职 18 汽车技能 1 班

课部 中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