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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总结 

 
根据 2020 年春季教学计划安排，我院共有 130 门课程需要在线开展教学活动。开课之

前，我院教师通过雨课堂、智慧树、超星泛雅等平台的培训课程，逐渐从认识到了解再到精

通。通过一周的在线课程教学磨合过程，除由于网络原因造成的声响像卡钝和延时外，在全

院教师的努力下，顺利完成了在线教学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系部及老师们的总结

的经验如下，供全院教师学习和交流。 

一、机制系第一周教学工作总结 

2020 年春季学期第一周，根据学校统一部署、教育部基本精神和教学资源具体情况，机

械设计及制造系各位教师，转变教育教学理念，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改革，

推进教学方式创新变革，采取“学生不返校、停课不停学”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教学，

学生灵活自主学习。确保按时启动教学，并努力保持教学进度、保证课程容量、保障教学质

量，做到进程不变、内容不减、标准不降。 

本学期机制系有 32 门次网络课程，精选的在线开放课程包括智慧树、爱课程、超星泛雅、

山东省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学堂在线等众多课程平台课程，在线课堂教学工具以雨课堂、

超星学习通为主，备选在线教学手段包括了钉钉、微信、QQ 等。教师们积极学习各种教学

平台的使用方法，保证了教学过程的正常进行。 

（一）课堂教学方面 

1于景之老师在超星泛雅线上建设了四门课程。（现代设计与应用软件Ⅰ-UG NX、Ⅱ-Creo、

Ⅲ-SW、毕业设计）。以学生“学会并会学”为目标，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

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为实施手段，与同类课程的其他任课教师互相合作，共享资料，

交流经验，共同建设网络课程。 

于景之老师授课的特点是：（1）学生学习方式，以自主学习为主，按学生自己情况自行

分配学习时间，学习进度，依托建设的四门网络课程，保证教学目标的达成。实现异地远程、

多点异步自主学习。避免全民网上直播的拥挤，崩溃。（2）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

为实施手段，保证学生有问题随时问，各任课教师及助教看到可随时答疑。即时交互手段，

采用超星泛雅课程中的讨论、调查问卷、抢答、签到等，超星学习通班级群的群聊、私聊等，

钉钉的班级群进行直播、消息等。随时交流，反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3）视学生学习及

反馈情况，调整教学方式，按需要进行多点同步的远程直播，即时交互，促进师生情感交流。 



 

 
2 沈精虎老师教授 17 机制 1、2 班共 52 人的《机械 CAD/CAM》，周二下午 1-2 节上课。

授课方式采用简历微信群进行联络，在腾讯课堂平台直播授课，网上进行课后作业布置和辅

导。从第一周的效果来看，全员到课，基本不卡顿，能够互动，效果良好。 



 

 

3 胡玉景老师讲授的是《可编程控制器 PLC 原理及应用》课程，原计划采用雨课堂授课，

开课前多次测试，因网络授课平台问题，开课前发现平台无法保证正常使用。因此，决定通

过雨课堂上传预习文档和上课课件等资料，上课直播采用的腾讯课堂直播形式顺利完成第一

周的教学安排。在第一周的授课过程中，通过腾讯课堂的签到人数可以达到学生全部出勤，

实现较好的教学效果。 



 

雨课堂上传资料               微信群的课程讨论及资料共享 

 

 

4 吴文宇老师利用腾讯会议完成了《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课

程的教学工作。 

（1）线上教学准备 

在开课之前，查阅学习腾讯会议的有关说明材料，并积极进行实际操作练习直至达到熟

练使用水平，与授课的班级分别建立“17 机制 01、02 机械制造”与“17 冲压模具”微信群以实现

师生之间快捷的联系渠道。 

（2）教学情况总结 

第一周授课采用了微信群与腾讯会议配合开展专业课教学工作。利用腾讯会议全程通过

语音、视频、课件演示等手段，直播开展在线现场授课，全过程流畅，师生互动方便，教学

效果很好。课后则可以通过微信群方式进行答疑等工作。 

（3）存在的问题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与《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均属于工程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

需要配合一定的实践性教学过程，一部分确实需要实地完成的实验、拆装等教学环节线上教

学无法解决，可以在后续线下学习中完成。但可以通过播放精心挑选的生产视频积极开展实

践性教学，效果很好。 



 

 

 

 

 

 

5 何田老师 2020 年春季学期第一周《机电传动控制》课程进行了以下教学工作。 

(1) 课程微信群建立 

建立了群名为“机电传动控制 2020 春”的课程微信群，通过班长完成了所有 17 测控 01 和

02 班 48 名选课同学入群。课程微信群用于课程日常管理的线上学习通知、学习进度要求等

的发布和相关互动交流。 



  

(2) 教材 

针对学生在返校前无法取得纸质教材的情况，为学生提供了课程所用教材《机电传动控

制》（第五版，冯清秀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的 PC 端超星阅读器离线阅读以

及 PC 或手机端网页在线阅读的两种电子书，供大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 

 

    



 

 

(3)授课视频 

基于雨课堂等直播教学平台近期由于用量激增而极不稳定的情况，从教育部发布的在线

课程平台中选择了与本课程使用同样教材的学银在线慕课《机电传动控制（2019 下）》（叶

大鹏,福建农林大学）作为授课视频。每周根据课程进度发布教材的阅读章节和相应授课视频

链接，供学生根据自身时间安排用浏览器直接访问观看。 

 

 

(4)互动答疑 

在学校自身的超星泛雅平台上建设《机电传动控制》课程，逐步建立习题库等资源。按

课程进度从习题库中选取作业，要求学生按时完成提交。根据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使用超星

泛雅或课程微信群进行互动答疑。 



 

6 陈周海老师教授《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和《注塑模具设计》两门课程 

（1）授课形式 

钉钉在线课堂（群直播），直播。 

授课工具：计算机、手机、手机支架 

          计 算 机：用于播放教学课件； 

          手    机：连接钉钉，直播计算机画面、声音； 

          手机支架：固定手机，避免画面抖动。 

（2）课堂情况 

直播现场： 

  

直播现场图片 



 

                                        注 塑 模 具 授 课 画 面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授课画面 

（3）听课学生数统计 

                
第1次                             第 2 次 

注塑模具课程听课人数统计 

 

                   

 第 1 次                            第 2 次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听课学生数统计 



听课学生数情况说明： 

注塑模具设计课程： 

应到：104 人； 

实际听课人数：第一次 98，第二次，94 人。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应到：52 人 

实际听课人数：第一次：50 人，第二次 51 人。 

个别学生反映，自动统计情况与实际情况可能不符，据反映学生说，其一直通过直播听

课，但没有统计，或听课时间统计有误。 

课后，通过观看听课数据，对没有及时听课的学生，通过微信督促其观看直播回放。 

另外，学生完成作业情况较好。绝大多数学生能及时认真完成作 

7 张鹏飞老师教授《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和《流体力学》两门课程。 

 在《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智慧树平台完成章节知识的传授、

学习进度的督促、学习效果的过程评估；通过雨课堂发布课后思考题，学生结合该周学习的

内容以及思考题，写一篇报告并通过邮件发送，。 

 



 
 在《流体力学》的教学过程中，通过腾讯课堂平台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师生互动等，

为保证在线教学效果及学习过程评估，在当此课后给学生发布限时（30 分钟内）完成的课后

作业，并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通过邮件发送课后作业解答情况。 

 

 

8 佟河亭老师教授《现代设计及应用软件 2》，从第一周的应用效果看，钉钉直播效果挺

好，比学习通好多了，学习通经常上不去。在钉钉平台上，PPT、应用软件操作都很流畅。学

生课后也可以看直播回放，巩固课堂所学内容，效果很好。 



 

学习通经常上不去 

 

 

钉钉直播抓屏第一次课 



 

钉钉直播抓屏第一次课 

 

钉钉直播抓屏第二次课 

9 王力伟老师采用雨课堂和 QQ 群屏幕分享的方式顺利完成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课

程的教学工作。 



 

开学第二周王力伟老师采用 QQ 群签到和腾讯会议的方式进行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效果良好。 

 

 

10 战胜老师采用线上学生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平台学习+腾讯课堂补充讲授+微

信群课后辅导答疑的方式完成《机械原理》课程的授课。 



 
补充讲授原计划采用雨课堂，但雨课堂上课时无法登录，改用了腾讯课堂，效果还可以。

顺利完成第一周授课计划。 

11 王发杰老师在家录制 PPT 课件和视频、通过钉钉群直播完成了《计算方法》课程的授

课。 

 

 

 



 

 

12 李欣琳老师采用网课和作业的形式进行，和学生一直保持良好的沟通，通过微信群帮

助同学解疑答惑。保证《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课程顺利展开。 

 

 



 

 

13 张洪信老师通过微信群给车辆 2017 级 1班、2 班上《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因为

事先把教材扫描为 pdf文件发给了大家，并指导了大家怎么预习，所以上课基本上是采用讨

论式。由于附图不能太复杂（有的同学在手机上看不清），只好多构思一些简单的例子、别

开生面地给大家讲解，授课效果大家反映不错。第 1 周带领大家学习了第 1 章的内容，使大

家明确了工艺、工序、尺寸和形状获得方法等基本概念，奠定了后面学习基础。 

 





 



 

 



（三）毕业设计 

第一周机制系创建了本科毕业设计导师工作群，在群里布置了论文设计任务书撰写任务。

各位毕业设计导师，第一周完成了毕业设计的网络指导，实时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进程及毕业

设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各导师根据学生选题的不同，单独辅导、修改交流。顺利完成

所有分配学生的设计任务书撰写，并开始论文写作阶段。 

 

  

 

 

二、工程设计及理论系第一周教学工作总结 

工程设计及理论系除承担机电工程学院所有专业的力学、工程图学、工程材料、机械设

计基础类的课程教学以及机械基础实验教学外，还承担例如纺织、化工、自动化、物理、生

命科学等全校多个理工科学院的力学、图学、机械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2020 年春季学期，



工程设计及理论系涉及到 23 名教师的 10 余门本科生课程。在疫情严峻的非常时期，所有

老师都奋战在工作的第一线上，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自己的实际为抗击疫情做最大

的贡献。本系教师认真贯彻疫情期间“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精神，严格按照教学计划、

教学时间开展网络教学。为了保证教学内容、课程重点和教学进度的统一，所有老师集中学

习了教学大纲、 教学日历和教案，集体编写了第一周到第六周的教学计划，保证了各班的教

学内容和教学进度的统一。网络直播平台：每个老师都学习了至少 2个网络平台，如雨课堂、

腾讯课堂、腾讯会议、QQ、钉钉等，都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熟悉的平台，并制定了预案。课前，

每位老师都提前和学生进行了演练，找出直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经过演练发现，雨课堂的

网络卡顿，腾讯课堂或腾讯会议网络流畅，交互界面较好。为了保证线上教学的组织和与学

生的即时沟通，所有上线课程均按照授课班级分别建立微信群，QQ 群，实现了多渠道师生

联系。 

（一） 机械基础课程组 

机械基础课程组已建设山东省精品课程三门，分别是《机械原理》、《机械设计》和《机

械设计基础》。由张继忠、戴作强、周志梅、张艳平、战胜五位老师负责机械专业《机械原

理》的课程教学，由王继荣、孙浩洋、张艳平、周志梅、张骞、张圣斌负责近机类专业《机

械设计基础》的课程教学，由尹怀仙等老师负责机械设计基础实验中心的实验类课程教学。 

《机械原理》采用线上教学、线下答疑的方式进行了第一周的授课，线上选用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郭卫东教授主讲的“机械原理”在线课程资源。线下在开课前先把这一周要学习的

内容和要求发给学生，每次课前会在雨课堂发布上次课学习内容的单元检测，以便检测同学

们的学习效果。课后布置作业和答疑，作业和习题课讲解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经过一周的

学习，通过调查，同学们反映这种线上听课，线下答疑的教学效果要比直播课好一些。 



          

上课方式调查             第一周学习内容及要求 

          

     给学生答疑                    QQ 群上传文件 

 



单元检测题               第一周作业题及讲解 

           

单元检测完成情况          随机抽查学生学习情况 

 

《机械设计基础》由山东省教学名师王继荣教授任课程负责人，孙浩洋、张艳平、周志

梅老师参与，上学期已完成网络慕课建设，在智慧树平台发布，在这次网络课程教学中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二）工程材料课程组  

《工程材料学》共向 2018 级的机械专业的 10 个班开课，分别由李延辉、李达、焦玉琴、

陈晓宇老师负责。课程组采用线上教学与答疑综合运用的方法确保教学质量。 

（1）线上教学 

每个班级建立微信群，便于统一发通知，上课前可以把腾讯课堂的链接地址发到微信群，

学生点击链接进入课堂。腾讯课堂的学生老师交互较好，可以点名，学生可以提出问题，网

络流畅，声音清晰，学生反映上课效果好于预期。 

（2）线下答疑 

线下答疑主要通过微信群，快速，及时，方便。经过一周的上课，教师和学生都熟悉了

网络授课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而且反映教学效果良好，让我们在特殊时期，真正做到停课

不停学。 

（3）教学案例 

李延辉院长通过钉钉和腾讯课堂完成了《工程材料学》课程的教学。通过微信，时刻与

所带 10 名毕业生保持联系，布置了论文工作，进行了文献检索并撰写了开题报告。 



 

  

 

 

 

 

 

 

 

 

 

李达老师：使用腾讯课堂平台完成《工程材料学》的教学，利用微信群进行网络答疑。 

 



 

焦玉琴老师：主要使用雨课堂平台，钉钉辅助，完成《工程材料学》的教学。 

 

 

 

 

 

 

 

   

陈晓宇老师: 原计划采用雨课堂授课，开课之前与学生提前进行测试，但是网络问题，实际

上课采用钉钉，顺利完成《工程材料学》的网络教学工作。本周授课的 2 个学时中，每节课

保证所有学生出勤，教学效果良好，学生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良好。 

 

（三）工程图学课程组 

 《工程图学》已建成山东省精品课程，由管殿柱教授任课程负责人，上学期已建设慕课

并在智慧树平台发布，在这次网络课程教学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学期由刘慧、符朝兴、



张永茂、李玲、张骞等老师教授《工程制图》、《计算机绘图》和《工程制图与 AutoCAD》

等相关课程。开课前，与教学班的同学进行了不同教学平台（雨课堂、腾讯会议、腾讯课堂）

的使用演练；《工程制图》的电子教材（照相形成 pdf文件），空白习题集通过微信群发给

学生；《计算机绘图》需使用电脑，根据学生情况进行了妥善安排。 

因雨课堂出现网络问题，改用腾讯课堂完成教学。以后的《工程制图》、《计算机绘图》

教学均使用腾讯会议进行网络直播、课堂互动，通过微信群提交作业、课上下交流。第一周

学生出勤率 100%、课堂互动较积极，作业完成较好，网络教学工作顺利完成。 

       

 

（四）力学课程组 

     胡培杰、杨道斋、张培国老师负责《材料力学》的课程教学，抓好课前、课中、课后三

个环节。 

A.课前： 

1. 提前按学校要求，课程组选定好了适合所用教材的网上慕课及备选课，并亲自试听了每一

个视频，了解慕课的讲授内容，针对其中欠缺的内容，预备在网上授课中讲授；慕课中的例

题较少，也准备了补充的例题用于网上授课中讲授。 

2. 对于网上的授课工具，课程组参考学院其他老师的宝贵经验，做了多种尝试，先试用了雨

课堂，通过在雨课堂多次发布公告，终于把所有的同学召集到所建的材料力学微信群中，把

教学安排以及要求提前通知到了每一个同学；后又召集群里的同学，提前尝试了钉钉、腾讯

会议及腾讯课堂，最终确定采用了适合自己的腾讯课堂，并与同学们提前试用了腾讯课堂的

各种功能。 



B.课中： 

1. 上课的第一天，课程组所选用的中国大学 MOOC由于准备不足，部分同学登陆不上去，由

于做好了备案，在开学前让同学把本次课应学习的慕课提前看了，对未看的同学，让他们不

要着急，在晚上再看，第一次课，通过腾讯课堂，向同学们讲了一些重要事项； 

2. 第二次课，则针对 MOOC查漏补缺，讲解了一些重要例题，对 MOOC上的习题进行了集

中讲评。 

C.课后： 

主要是督促同学们提前看 MOOC，及时按格式提交作业，课程组在群中答疑。 

 

 

三、测控技术与仪器系第一周教学工作总结 

2020 年春季学期，测控技术与仪器系涉及到 9 名教师的 7 门本科生课程。在疫情严峻的

非常时期，所有老师都奋战在工作的第一线上，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自己的实际为

抗击疫情做最大的贡献。本系教师认真贯彻疫情期间“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精神，严

格按照教学计划、教学时间开展网络教学。 

（一）在课堂教学方面 

老师们积极学习各种教学平台的使用方法，给学生提供最清晰、最流畅的教学过程。 

1、张凤生老师和李智老师积极通过腾讯会议完成理论知识传授、课堂互动等，保质保量

的完成《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的学习。 



 

  



 

2、王海峰老师和王清老师利用腾讯课堂《智能仪器设计基础》的授课。 

 

 

  



3、张国华老师和杨杰老师利用腾讯会议完成了《单片机原理及其应用》的授课。 





 

  



4、杨倩老师利用腾讯会议完成了《控制工程基础》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授课。 

 



5、沈辉老师利用腾讯课程完成了《测试技术》和《工程项目管理》的授课。 

 

（二）毕业论文安排 

由于疫情期间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不间断，系主任沈辉通过微信群发布通知，要求论

文导师时刻与所带毕业生时刻保持联系，并布置了论文任务书和开题报告撰写，各位老师已

经建立的课题联系群，积极开展了相关的课题安排工作。 

 



 

 

四、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第一周教学工作总结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涉及到 11 名教师的 17 门本科生课程。在疫情严峻的非常时期，所

有老师都奋战在工作的第一线上，本系教师认真贯彻疫情期间“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精神，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教学时间开展网络教学。做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做最大的贡献。 

为保证线上教学的顺利运行，所有任课教师在开课前两周均已加入相关在线课程培训群，

每位教师至少进行 2 个以上教学平台的使用培训。同时，为了保证线上教学的组织和与学生

的即时沟通，所有上线课程均按照授课班级分别建立微信群和 QQ 群，实现了多渠道师生联

系。 

1、教学情况 

经过一周的线上课程运行，所有课程均顺利完成了第一次的线上教学工作。绝大部分课

程教学过程流畅、全程直播、严格按照课表按时上下课、与学生互动顺畅、学生积极性高、

课堂秩序良好。在教学模式方面，大部分课程使用“在线直播+微信群/QQ 群课后答疑”的

混合教学模式，学生反映教学效果良好；也有部分课程采用了线上课程资源，通过“在线资

源学习+在线直播讲解+微信群/QQ 群课后答疑”的模式来进行教学工作。 

2、毕业设计情况 



由于疫情期间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不间断，各位老师已经建立的课题联系群，积极开

展了相关的课题安排工作，各位导师时刻与所带毕业生时刻保持联系，并布置了论文任务书

撰写和答疑以及汇报工作。  

3、总结 

由于雨课堂平台无法登陆，信息传递难以流畅，虽然我们在前期试讲中已经发现了上述

问题，但其在正式上课期间的表现，还是让师生大跌眼镜。对此我们的老师迅速采用了预案，

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总结发现线上教学平台中腾讯系软件和平台使用效果最佳，钉钉

会议等信息传输流畅度和稳定性均表现优异。教学效果的保障，与老师们的精心准备和辛苦

工作密不可分。 

4、网络教学和毕业设计指导案例 

 

郑艺华网课 

 



 

 

杨启容网课 

  

 

 

贺素艳网课 

 



 

 

 

张金翠网络课程记录 

 



 

郑艺华毕业设计指导 

 

 

杨启容毕业设计指导 



 

田小亮毕业设计指导 

  

 

马永志毕业设计指导 



  

 

赵有信毕业设计指导 

  

 

贺素艳毕业设计指导 



 

张金翠毕业设计指导 

 

 

五、工业设计系第一周教学工作总结 

 



(一)教学情况总结 

2020年春季学期的前半学期，工业设计系共有 7名教师开设 10门本科生课程。在抗击

疫情的非常时期，所有任课教师认真贯彻疫情期间“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精神，奋

战在教学工作的第一线。为保证线上教学的顺利运行，所有任课教师在开课前两周均已加入

相关在线课程培训群，每位教师至少进行了 2个教学平台或工具的使用培训和模拟。所有线

上课程均按照授课班级分别建立微信群或 QQ群，实现了多渠道师生联系，保证了线上教学的

组织运行和与学生的即时沟通交流。 

经过两周充分的备课和预案准备，在开学第一周本系教师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课表时间

开展线上教学，所有课程均顺利完成了第一次的线上教学工作。大部分课程全程直播，教学

过程流畅，与学生互动顺畅，学生积极性高，课堂秩序良好。但由于某些教学平台的网络不

稳定原因，信息传递难以流畅，因此部分课程迅速采用了第二预案，采用腾讯会议、腾讯课

堂、QQ群视频等作为备用教学平台。在教学模式方面，充分采用教师线上直播授课、布置作

业，学生课前自主在线课程学习，线下复习完成作业，线上提交作业师生讨论答疑的混合教

学模式，学生反映教学效果良好。 

 

（二）课堂教学方面 

1、王建华老师前期通过微信群跟学生沟通交流课程信息，通过雨课堂布置学习任务、上

传学习材料。由于雨课堂平台体验不是太好，上课时通过“微信群+腾讯课堂直播”的形式。

王建华老师在完成理论知识讲授的过程中，不时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学生在讨论区积极

参与，有质有量的完成了《展示设计》第一周的教学工作。 

            



                                     

 

 

 



 

 

2、王昊辰老师的《设计素描（下）》课程选择了中国大学 MOOC中的一门在线开放课程

《设计素描》作为教学资源，要求学生们课前观看在线视频学习，同时进行线上布置作业、

作业练习和点评辅导。由于设计素描课程要求学生们在家里自行准备画材用具，而疫情期间

采购受阻，第一周作业推迟到第二周末前上交，给大家充足时间准备画材用具。 

 



   

每次课提前制定发布进度安排和课程要求。 

 

每周两次课，按照上课时间准时在微信群进行打卡。 



   

利用学习通平台进行作业的布置、回收和点评。 

       



 

3、王昊辰老师的《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课程使用腾讯会议平台进行在线直播授课，通

过分享屏幕的方式进行课程讲授，在讨论区进行答疑，利用学习通平台发布并回收作业。 

 



 

 

4、刘培晨老师的《设计图学（下）》课程使用 QQ群视频工具进行在线直播授课，通过

QQ 分享屏幕的方式进行 PPT 课件讲授，通过 QQ分享屏幕显示软件界面进行即时操作，学生

在 QQ中互动上传课堂练习，老师进行点评答疑。 



 

 



 

 

5、刘培晨老师的《CREO 产品造型设计》课程使用 QQ群视频工具进行在线直播授课，通

过 QQ分享屏幕的方式进行 PPT课件讲授，通过 QQ 分享屏幕显示软件界面进行即时操作，学

生在 QQ中互动上传课堂练习老师进行点评答疑，通过对分易教学平台布置、批改作业，进行

学生考勤。 



 

 



 

 



 

 

6、赵川老师通过 QQ 群给 2018级工业设计班讲授了《计算机辅助设计Ⅱ》课程，利用

QQ 群共享屏幕、群在线文档和群聊天等功能实现了操作展示、课件分享和互动研讨，顺利完

成本周课程的教学任务。 



 

 

 

（三）毕业设计安排  

由于疫情期间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不能间断，系主任赵博通过微信群发布通

知，要求所有毕业设计指导教师与所带毕业生时刻保持联系，并于上学期末完成了毕业设计

分组和选题工作，本学期开学后进行毕业设计任务书和设计调研报告的检查细化。各位老师

早已建立了毕业设计微信群，时时督促学生群内分享讨论毕设相关内容，老师能够时刻了解

学生学习进度并安排毕设任务及时给予指导。通过腾讯会议、钉钉语音、QQ视频分享屏幕等

功能实现了调研报告分享和互动研讨，顺利开展了本周的毕业设计检查和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