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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Spring Festival in 2020, the teaching work across the country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epidemic.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uspended class, ongoing learning” is in front of the teaching staff.Meanwhile, with the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formatization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and can be used as a variety of 

online teaching tools.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of online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to UAV System" cours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urse,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ed the teaching platform of "DingTalk + WeChat + E-mail".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o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online lesson preparation + online teaching + online homework + online test",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tailed practices of pre-class preparation,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fter-class consolidation and unit test are 

expounded in depth.In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I organized online teaching meetings for many times, listened to student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and organized online examinations for students after the end of the chapter, and analyzed the test results. Finall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online teaching, such as insufficient accumulation, inadequate response and inadequate supervis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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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线上教学平台的构建与授课过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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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春节后，全国的教学工作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较大，如何解决停课不停学问题，摆在教学工作者面前。同

时，随着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建设，信息化已经较为普遍应用，可作为线上教学工具多种多样。本文针对《无人机

系统概论》课程开展线上教学的实际需要，结合该课程的特点，本文首先构建了“钉钉+微信+电子邮件”的授课平台。

同时，聚焦“网上备课+网上授课+网上作业+网上测试”的授课过程，深入阐述了课前准备、课堂组织、课后巩固、单

元测试的具体特点和详细做法。最后，指出了线上教学中存在的积累不足、应对不足和监管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对

策建议。 

关键词：线上教学，授课平台，钉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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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20年春节后，全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大、

中、小学的开学日期也一再推迟。教学工作在此情况下如

何开展，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从教育部到各个学校

分别做出应对措施，基本达成“停课不停学”的共识，普遍

采用网络教学模式，保证各项教学活动正常开展，使疫情

对学生学习的影响降至最低[1-2]。对于高等教育的基础公

共类课程比较适合开展网上授课，我校《无人机系统概论》

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也是重点课程建设的一门

“双语”模改课程，面向大二学员第二学期开设，所以该课

程在疫情初期就确定要进行线上教学。《无人机系统概论》

这门课是学员在掌握了基础课程知识后，开始学习专业课

程的第一门专业课程[3]。学员将通过这门课程系统地了解

本专业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工作范围，并开始认知其未来的

工作岗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建设，信息化

已经较为普遍应用，可作为线上教学工具多种多样。线

上教学平台在多年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相关机制也

在不断补充发展，这为我们实行线上教学提供多种可选

择平台实施授课。完全的线上教学与传统的信息化教学

有一定关联，但实施难度和方式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如

何打造出一门高质量的线上课程，我们做了积极的探索，

克服困难，构建授课平台，精心设计授课过程，从而达

到我们的教学目标。 

本文就如何筛选线上教学平台工具，构建此线上教学

平台优势，如何组织实施教学活动，结合实践过程进行相

关研究论述。阐述了课前准备、课堂组织、课后巩固、单

元测试的具体特点和详细做法[3]。最后，指出了线上教学

中存在的积累不足、应对不足和监管不足等问题，并提出

了对策建议。 

 

2．构建“钉钉+微信+电子邮件”的授课平台 

当下互联网授课已非常流行，授课平台多样，组织形

式各异，在开展线上教学时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资源。

结合教员学员特点，以及平台稳定易用性等因素，我们要

构建出适合当前课程的授课平台。构建出的平台将打破传

统授课方式，及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改变固有掌握知识的方法，从而改变教学组织结

构和教学实施手段。 

对于我们熟悉传统课堂授课的教员来说，网络平台的

选择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线上教学该怎么实施、效果能

否达到预期、学员能否适应这种授课方式等诸多挑战的有

效破解。带着这些疑问和未知的挑战，在教研室多次统筹

规划下，我们提前预估了钉钉、雨课堂、学堂在线、腾讯

会议等诸多线上教学平台可能发生的网络拥堵、服务器故

障等问题，通过对比物理网络资源、大型数据库资源和技

术服务能力，决定采用阿里巴巴集团开发的“钉钉”软件为

线上主要教学平台，微信、电子邮件等为辅。 

钉钉（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团专为中国企业打造

的免费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提供PC版，Web版，Mac

版和手机版，支持手机和电脑间文件互传，功能强大，性

能稳定[4]。在线上教学中，可使用“直播模式”进行直播授

课；可使用“会议模式”进行互动讨论，可借助“圈子”提前

上传MOOC视频。实践证明，“钉钉”非常适合组织开展网

上授课教学。在选择“钉钉”软件作为线上教学平台的同时，

我们还将腾讯会议、陕西省MOOC网站等作为辅助备份，

结合实际授课需要，在开课前，进行了适当的互联互播测

试。当然，我们还采用了大家熟悉的软件工具，微信和电

子邮件，组建了课程微信群、作业电子邮件群和测试综合

群。课程微信群，用于提前发布课程信息，进行知识点答

疑，学习交流等[5]。作业电子邮件群，用于作业布置、作

业递交、作业批改和作业交流[6]。测试综合群，用于教员

在统一时间发布考题和密码、学生限时作答和提交。 

 

图1 授课平台，钉钉+微信+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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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我们已录制了9次慕课视频如表1所示，上传到钉

钉的圈子，供学员上课前预先学习使用。在圈子中设置相

关问题，让学员预习完视频后，回答问题，以此来掌握学

员学习情况。 

表1 网络授课MOOC视频。 

序号 MOOC视频内容 

1 无人机系统组成与发展 

2 无人机飞行平台 

3 无人机导航与控制 

4 无人机任务规划与指挥控制 

5 无人机地面站与测控链路系统 

6 无人机发射与回收 

7 无人机任务载荷 

8 典型无人机系统 

9 无人机作战运用典型案例 

3．聚焦“网上备课+网上授课+网上测试”的授课

过程 

我们从2月18日正式开始网络直播授课，每周二，周

五上午3、4节上课，网上授课共30学时。我们聚焦“网上

备课+网上授课+网上测试”的授课过程，重点抓好课前准

备、课堂组织、课后巩固，并适时开展单元测试和教学联

席会议，尽最大可能使学员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提高学

习效率。我们的具体做法如下： 

课前准备。与传统授课相比，线上授课课前准备都是

在网上进行的。为了在课前准备好满足线上教学需要的教

学课件、教学视频和动态展示素材，除了传统的教案编写、

课件制作、作业批改等课前准备工作之外，我们既要利用

诸如文献资料、影像作品、图片素材等可获取的网上教学

资源来充实教学内容，又要利用自行开发的模拟动画、数

值仿真等辅助教学资源来充实教学内容[7]。从这个意义上

讲，网上授课给课前准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强度、难

度、复杂度、精细度和灵活度，在上一次课前，我们要花

费2天左右时间完成这些准备。同时，考虑到本门课程采

用初级双语教学模式，相关的资料还要做到中英文对照。

所有这一切都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课前准备模式，其内涵更

加丰富，必须花费我们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图2 课前准备，教案+课件+数值模拟+视频+……。 

（二）课堂组织。与传统授课相比，网络课堂的组织

必须做到专业和专心[8]。教员通过直播方式进行知识传授、

作业讲评或集中答疑，只存在通过课件的视听感受，没有

通过身体语言、情感表达的情景展示。这就需要授课教员

必须具备专业的线上教学技能[9]，包括概念阐述要明确清

晰、知识点传授要环环相扣、原理讲解要难易适中、互动

环节要有问有答、情景模拟要身临其境，以确保教学效果。

同时，线上教学还需要学员专心，必须充分考虑视听效果、

学员反应能力、网络延迟、网络中断等可能的影响因素，

专心地编排教学素材、设计互动环节和现场提问环节，以

确保授课质量。在授课过程中，我们添加适当的互动，学

员在观看直播中，直接打出字幕回答问题，这样及时掌握

了学员学习情况，同时又可以避免因缺少身临其境学员听

课过程中走神，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在阶段性结束时，

我们组织了学员分组讨论，每个小组分别设置不同题目，

学员提前搜集资料，然后参与到直播中，从而巩固阶段性

知识点。 

 

图3 课堂组织，专业+专心+……。 

（三）课后巩固。本门课程是一门双语课程，也是专

业基础课程，涉及知识面广，需要学员课后搜集补充相关

的专业知识点，同时阅读相关的英文资料。在每次课后，

我们会列出所学内容的知识点，并浓缩成几个中英文对照

的关键词（如，控制（control）、飞行控制（flight control）、

编队飞行（formation control）），供学员在网上搜集相关

的学习资料，深入思考感兴趣的专业或者学术问题，巩固

知识点，扩展知识面，提升专业英文阅读能力[10-11]。每

次作业都布置翻译作业，翻译内容为课堂中知识点对应的

英文介绍，学员完成翻译作业，既是对专业英文水平的提

升，又可巩固课堂知识点。同时，鼓励学员在课后自己动

手编制小程序、制作小模型（如，编制飞机爬升过程演示

小软件、制作纸质翼型）来验证所学基础知识，进行亲身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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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课后巩固，知识点+关键词。 

 

图5 《无人机系统概论》课程进行的网上测试。 

单元测试。针对网上授课中可能存在诸如概念讲授缺少

心智交流、情景展示缺少现场感受、原理传授缺少互动体验

等不足的问题，为了及时掌握学员对本门课程的知识掌握程

度，及时发现了诸如对概念模糊不清、对原理一知半解、对

组成构造张冠李戴等问题，我们先后组织了3次测试，以便

在返校后组织的集中串讲中，进行逐个梳理和仔细讲解，更

好地破解线上教学的固有矛盾，做到线上线下的有机统一。

针对线上教学的特点，测试题以判断题、选择题和图示题为

主，以考查学员对基础知识、工作原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图6 三次测试成绩。 

测试成绩如图6所示，横坐标为14名学员，纵坐标为

考试成绩，共进行了三次考核，均采用百分制，考试结果

中所有学员成绩都高于60分，低于100分。然后用相同颜

色线条将三次考试成绩分别连接，第一次成绩为蓝色，第

二次成绩为红色，第三次成绩为绿色。分析可发现学员第

一次成绩较低，第二次有所提升，第三次最好。说明学员

在初次接触全部线上教学还不太适应，在后期逐步适应线

上教学的组织方式。 

教学联席会议。在授课的同时，我们也多次通过腾讯

视频会议组织了教学联席会，及时掌握学员学习动态，对

学员反馈的问题，我们在教学实施中不断改进。学员提出

主要问题及回复内容表2所示。 

表2 教学联席会问题及答复。 

序号 学员反馈问题 问题答复 

1 希望课程中增加实际案例 平时上课中我们也会加入国外先进无人机及作战案例，丰富课堂，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2 作为双语课，对我们的英语要求高不高？ 
这门课作为初级双语课，在上课中的课件，课后作业中会体现，对学员的要求不高，大

家不要有心理负担，都有个适应过程，这也是对大家专业英语有很大帮助。 

3 
这门课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以及对后续

的专业课有什么帮助？ 

学习这门课，需要我们有无人机系统的概念，按照机-站-链组成，我们逐步来学习相关

知识，这门课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承上启下，为后续的专业课奠定良好基础。  

4 如何高效的通过互联网查找相关资料？ 
通过互联网查找专业资料，这是长期经验的积累，后续我们将在上课过程中告诉大家通

过互联网，查什么，怎么查，去哪查等，也希望大家多动手自己找相关资料。 

 

学生提出的问题涉及教学安排、学习方法、学习资源、

双语教学、专业状况等方面的多个感兴趣的问题，14人每

人都进行了充分的发言。 

针对学员、教研室领导、学员队干部提出的问题或者

建议我们将在后续上课中不断提高，不断改进主要措施如

下： 

1)课堂中突出重难点，线上多和学员互动； 

2)课后对学员的作业情况及时反馈，掌握学员学习情

况； 

3)在教学中注重实践案例与知识点相结合[12]。 

4．主要问题和建议 

通过线上教学平台的构建，《无人机系统概论》课程

在线上教学部分圆满完成。但是，针对本门课程构建的线

上教学平台，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线上教学的积累不足：线上教学需要丰富的教

学资源，需长期积累，本门课虽然每次授课前两天我们都

做了精心准备，但是授课过程中仍然发现积累不足[9,13]。 

（二）网络意外的应对不足：由于是网路授课，全国

使用网络资源进行授课的用户较多，尽管我们已经提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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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断、网络延迟等情况进行了预估，但是在组织切换

备用平台时，花费较多时间。 

（三）网络听课的监管不足：与传统教学相比，学员

上课很有带入感，教员可以实时看到学员的学习状态。但

在线上教学中，教员很难兼顾教学与所有学员状态，对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建议： 

（一）注重网络资源的日常积累：任课教员要在日常

业务工作中，积累相关的网上教学资源，及时下载和保存，

包括网址名称、作者基本信息、文献资料基本信息等。有

了这些积累，后续的线上教学将十分受益[2,14]。 

（二）加强线上教学的内涵建设：网络课程必须依赖

于网络，在网络中开发，在网络中使用。任课教员要针对

线上教学的特点，深入研究课程的网课内涵，包括课件、

视频、经典著作、动画模拟、算法等。依托这些内涵建设

成果，可以大大减缓网络意外对于线上教学的影响。 

（三）增加线上授课平台互动：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

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适

时加入现场提问、限时回复等方式来监管整个学习过程，

也可以采用视频随机抽取的方法来查看听课情况[15-16]。 

5.小结 

本文针对《无人机系统概论》课程开展线上教学的实

际需要，结合该课程的特点，构建了“钉钉+微信+电子邮

件”的授课平台。同时，聚焦“网上备课+网上授课+网上作

业+网上测试”的授课过程，深入阐述了课前准备、课堂组

织、课后巩固、单元测试的具体特点和详细做法。最后总

结了使用该平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同时，指出了线上教学中存在的积累不足、应对不足和监

管不足等问题，希望本文实践探索对实施线上教学人员能

提供可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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