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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

任课教师利用一教智慧教室直、录播系统，或利用已建或在建的在线课程网

站，按照课表安排时间地点及课程教学日历开展混合式教学，同时辅以超星泛雅

在线教学平台功能进行教学互动。

A.方案介绍

◼ 课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安排组织学生开展课堂面授教学或课程网站/直播学习；

◼ 课前和课后，在超星平台开展答疑辅导、作业、讨论、测验等，学生做好预习

复习。



» 任课教师在正方教学管理系统中公布课程网站或直播安排，并在课程教学日历

中注明线上和线下教学内容安排；

» 在线课程网站教学内容需与线下教学匹配；

» 需在超星泛雅在线教学平台上发布课程教学安排通知，做好在线签到、答疑、

辅导、作业测试和考核等在线教学工作。

B.实施要求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

C.实施方法——一教直播教学+超星平台

推荐课程：量大面广的基础课程和团队授课课程

课中 课前和课后

教学团队将直播视频上传至超星平台，方便学

生回看（同一授课时间的多个教学视频可同时

上传至同一课程网站，学生可自主选择视频进

行学习）。

课前和课后，师生通过超星平台开展答疑辅导、

作业、讨论、测验等；学生做好预习复习。

根据课程教学日历中填写的线上和线下教学内

容安排，在一教开展课堂面授教学或线上直播

学习。

建议以教学团队为单位建设课程网站；所有教

学环节均按照课表安排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

C.实施方法——课堂面授+超星同步课堂+超星平台

推荐课程：专业课程和个人授课课程

课中

根据课程教学日历中填写的线上和线下教学内

容安排，教师组织学生开展线下面授教学或线

上学习。教师开展线下面授教学时，可同时利

用手机端超星学习通开启“同步课堂”，授课

PPT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室电脑投影；所有教学

环节均按照课表安排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课前和课后

课后，学习通可以生成速课并保存至教师个人

超星云盘，教师将视频上传至课程网站，方便

学生回看学习。

课前和课后，师生通过超星平台开展答疑辅导、

作业、讨论、测验等；学生做好预习复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

C.实施方法——课堂面授+其他直播软件+超星平台

推荐课程：专业课程和个人授课课程

课中

根据课程教学日历中填写的线上和线下教学内

容安排，教师组织学生开展线下面授教学或线

上学习。教师开展线下面授教学时，可同步利

用超星或腾讯会议、QQ平台、Welink会议、

ZOOM、钉钉等平台开启直播教学；所有教学

环节均按照课表安排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课前和课后

课后，教师通过直播平台导出教学视频，并上

传至课程网站，方便学生回看学习

（授课教师应尽量选择可以导出视频的APP）。

课前和课后，师生通过超星平台开展答疑辅导、

作业、讨论、测验等；学生做好预习复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

D.学生学习方式

01.课前进行预习

02.课中学习

03.课后进行学习

结合自身的选课情况，提前登录超星学习通平台，查

询每门课程发布的课程相关资料及各种通知、公告，

并加入对应教学班的QQ群、微信群或Welink群。

及时完成老师布置的线下作业；

下载课程相关资料，录播视频进行辅助学习。

已返校学生应与授课教师保持联系，

根据教师统一组织安排进教室或线上听课学习。



02 线上教学方案



线上教学方案

A.方案介绍

任课教师可利用已建或在建的在线课程网站，按照课表安排时间、地点和
课程教学日历开展线上教学，同时辅以超星泛雅在线教学平台功能进行教
学互动。

在线直播授课

一教直播、腾讯系工具、钉钉、ZOOM等

在线录播授课

超星泛雅平台等

超星泛雅平台

超星泛雅平台

1

2



B.实施要求

线上教学方案

» 建议任课教师在正方教学管理系统中公布课程网站或直播安排，并在课程教学

日历中注明线上教学内容安排；

» 教师需在超星泛雅在线教学平台上发布课程教学安排通知，明确课程时间，做

好在线签到、答疑、辅导、作业测试和考核等在线教学工作。

» 所有教学环节均按照课表安排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线上教学方案

C.实施方法——课前、课后

超星泛雅平台

课程大纲课程简介 过程成绩记载考核方式 作业及测试课程资源教学日历课程通知

课前 课后



线上教学方案

C.实施方法——授课（课中）

在线直播授课

在线录播授课

任课教师通过一教智慧教室的直播系统或通过超星泛雅等第
三方直播平台，按课表安排的时间和地点直播授课；学生通
过一教直播系统或超星泛雅等第三方直播平台同步在线学习。

任课教师利用已建设完成的在线课程网站，在线教学，在课
表安排的上课地点进行课程学习指导；学生在线自主学习，
在线与教师互动。



线上教学方案

D.学生学习方式

01.获取授课信息

02.准备听课软件

03.按时直播听课

04.课后进行学习

根据授课教师的要求，提前下载所需学习软件，注册

账号，绑定身份信息，熟悉软件功能，加入班级互动

交流群，配合老师完成软件测试工作。

根据授课老师要求，提前打开相应学习软件，检查网

络及软件是否正常运行。开始上课后，按时考勤，认

真听课，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及时完成老师布置的线下作业；

下载课程相关资料，辅助学习。

结合自身的选课情况，提前登录超星学习通平台，查

询每门课程发布的课程相关资料及各种通知、公告，

并加入对应教学班的QQ群、微信群或Welink群。



03 教师直播指南



A 授课地点——一教智慧教室

直播方式：使用一教智慧教室直录播系统

介绍：教师在一教智慧教室直接使用教室电脑按传统模式正常授课，

教学过程中由系统进行自动直播和录播，无需教师进行其他操作。

操作步骤：

1. 教师可通过微信群、超星平台等渠道通知学生提前进入智慧教室直录播云平台，

查看下一周直播安排，并在正常直播时间进行登录观看。

2. 直录播结束后，老师可在第二天进入信息门户——教学科研——智慧教室直

录播云平台，对已直录播结束的课程进行视频文件下载（剪辑），上传至学习

平台供学生参考学习。



A 授课地点——一教智慧教室

直播方式：使用一教智慧教室直录播系统

温馨提醒：

1.教师用电脑复制链接，确保分发链接不出错；提示学生尽量用电脑观看直播，可切换PPT小窗；

2.PPT 课件深蓝色背景、白色粗体字，直播效果会更好；

3.适当灯光画面更清晰；

4.带好水滴麦，不要被衣物所遮挡，水滴麦请提前充足电量；

5.动作引导摄像头，老师不要频繁走动，讲PPT时一般站屏幕右侧效果较好；

6.精品录播八间教室稍有不同，需要注意；

7.突发情况不要慌，继续讲，即使万一直播中断也还有录播视频；

8.直播提前准备好，第二天课后下载直播视频，方便分享。



B 授课地点——普通授课教室

直播方式①：使用教室电脑

介绍：教室电脑已安装常用直播教学工具，教师在上课时打开第三方直播工具同

步开启直播，然后正常在教室授课即可。

注意事项：

• 信息化办公室已在教室安装超星、钉钉、腾讯会议、腾讯课堂、直播软件最新

版本，并配置USB麦克风，摄像机、调试音频输入等直播录播设备；

• 直播时尽量采用屏幕共享（桌面分享）模式，保证教学质量；

• 如果需要黑板进行板书教学，请及时调整摄像机位置，保证黑板板书内容清晰

可见。



B 授课地点——普通授课教室

直播方式②：自带笔记本电脑

介绍：教师在上课时自带笔记本电脑，通过电脑上安装好的第三方直播工具同步

开启直播，然后正常在教室授课即可。

注意事项：

• 直播时尽量采用屏幕共享（桌面分享）模式，保证教学质量；

• 尽量靠近笔记本电脑，以免影响直播音质；

• 如果需要黑板进行板书教学，请及时调整摄像机位置，保证黑板板书内容清晰

可见。



教室授课时不同直播方式对比

笔记本电脑
（第三方直播软件）

教室电脑
（第三方直播软件）

一教智慧教室
（一教智慧教室直录播系统）

课前准备

课前资料准备 超星泛雅平台 超星泛雅平台 超星泛雅平台

使用设备 笔记本电脑 教室电脑 教室电脑

投影连接
手动连接，可能需
要自备转接口

已连接 已连接

网络设置
需配置无线或有线

连接
已连接 已连接

支持教室 所有教室 所有教室 第一教学楼

课中讲授 直播工具 第三方直播软件 第三方直播软件 一教智慧教室直录播系统

课后复习
课后回放

根据第三方直播软
件功能而定

根据第三方直播软
件功能而定

支持

辅导答疑 超星泛雅平台 超星泛雅平台 超星泛雅平台



04 相关技术指南文档



技术指南

技术指南文档（点击可看）

1. 教师可以自带笔记本电脑或使用教室台式电脑授课；

2. 自带笔记本可以同步教师视频画面和部分黑板板书区域；

3. 教室台式电脑仅可以实现类似PPT会议功能;

4. 教师已录制并上传的章节视频可作为学生课前预习资料和课程内容的有益补充。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技术指南

2. 上海理工大学在线教学技术指南

3. 上海理工大学网络平台教师服务指南

4. 上海理工大学网络平台学生使用指南

5. 超星同步课堂使用指南

6. 第一教学楼智慧教室使用说明

7. 一教智慧教室直录播远程教学须知

8. 超星平台+Zoom平台在线教学参考指南

9. 超星平台+钉钉在线教学参考指南

10. 超星平台+腾讯课堂在线教学参考指南

11. 超星平台+腾讯会议在线教学参考指南

https://jwc.usst.edu.cn/_upload/article/files/bf/01/c0e00cd94bc0a38da968278a3576/81b4363f-08fe-424c-af04-46209df72500.pdf
https://jwc.usst.edu.cn/_upload/article/files/f2/19/1433d28c4655be2ebccf405de548/57eeac79-e77c-4920-8925-e4cff074bcdb.pdf
https://jwc.usst.edu.cn/2020/0217/c10239a221612/page.htm
https://jwc.usst.edu.cn/2020/0217/c10239a221613/page.htm
http://jwc.shnu.edu.cn/_upload/article/videos/c8/a3/1867d5824a47aef19c96059894d5/61172eae-1eac-4287-bbc6-64958378d601.mp4
https://net.usst.edu.cn/2020/0305/c6850a215563/page.htm
https://net.usst.edu.cn/2020/0312/c6850a216089/page.htm
http://jwc.usst.edu.cn/2020/0327/c720a216841/page.htm
http://jwc.usst.edu.cn/2020/0303/c720a215466/page.htm
http://jwc.usst.edu.cn/2020/0224/c720a214668/page.htm
http://jwc.usst.edu.cn/2020/0224/c720a21466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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