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教学中教学互动的策略和体会 

                ——基于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课程线上教学 

医学技术学院  环诚 

 

我今天来分享一点我在线教学中教学互动的策略和体会，我带的这门课是病

原微生物与免疫学课程，这一门是专业基础课，医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就

以这门课，为基础进行分享。 

今天分享的内容分四部分，第一、互动意义，第二、在线教学平台特点，第

三、互动策略，第四、互动体会。 

一、互动意义 

1.提高学生注意力,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2.引导学生去思考，知识的内化。 

3.激发学生的潜能，创新性学习 

首先开始我只是想让学生在线听课，因为我发现有些学生是签到后就离开了，

换位思考，上课 50 分钟很容易走神。再一个也想了解学生学习的情况，来调整

进度。随着教学过程中，又发现虽然教师对内容介绍的逻辑性很好，内容也很丰

富，但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并没有理解和掌握，可以设置一些问题逐步引导学生

思考，是知识内化成学生自己的，并构建本门课程框架体系。例如总论的归纳，

或一些案例题，再后来教研室集体备课的过程中，大家发现有些互动，例如小组

作业可以激发学生潜能。学生利用自己特长进行创新性学习。这些是在我的教学

互动中的一些思考。 

二、在线教学平台特点 

俗话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实际上想要达到以上的线上教学互动目标，

必须充分了解和熟练使用你主要使用的教学平台软件。在这里先要接下来介绍一

下我们教研室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 

1.雨课堂 

特点： 



 课堂上使用方便灵活互动性好 

 资料导入快 

 对资源有限制 

雨课堂它是插入 PPT的一个软件，课堂上使用方便灵活，以前在线下课堂使

用效果也不错，但这次在线教学效果更好，学生线下他不愿回答，线上可以无所

顾虑。互动性好：多种互动方式，资料导入快，尤其是测试题方面，word 文档

直接上传，就可生成试题。但对资源有限制，例如直播不能放动画和视频，视频

的资料上传要审核，这一点建议大家可以应用其它平台弥补这一点，例如课件的

动画和视频，让学生在企业微信观看。同时打开两个软件，可以同时使用。雨课

堂是有慕课，可以提前做预习，学习评价系统自动生成。 

2.智慧树 

特点： 

 存放较多的教学资料 

 可以形成在线课程 

 可以进行小组学习 

 直播不能回看。  

智慧树和优慕课比较相似，如果有大量的教学资料可以进行存放，学生可以

在线学习，并且可以申请 1-2 门优质的和你这门课时数和教材相同的线上课程，

内容以 5分钟-10分钟微课提供给学生，进行翻转课，布置小组作业，每个小组

有组长，组长管理小组学习及作品上传。分组可以教师定，也可学生自己组合。

学生可以上传各类形式的作业，包括视屏。建议经常需要进行小组协作或案例分

析的课程使用。 

3.企业微信 

特点： 

 基本操作方便 

 信号稳定 

 资料不需要导入 

 学习评价弱 

 



雨课堂 智慧树 企业微信 

优势：课堂互动方式多

样，效果好。建议年轻

教师课堂使用。 

 

优势：教学资料的存放和

小组学习，建议想开启网上

在线课程（对校外和校内）

或翻转课堂的老师使用。 

优势：基本操作上手快，针

对疫情突发情况，效果好。 

 

注意：建议以一个教学平台为主，另一个为辅，搭配使用，弥补不足。 

三、互动策略 

1.课前   

公布规则：介绍课堂或课下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成绩组成   引起重视 

课前推送：相关内容的链接，有趣的动画，电影，相关历史，扩展视野 

    预习 PPT：录制微课或雨课堂自带的慕课+测试题   难点重点 

试题作业总分+到课率+弹幕总次数+阅读公告数=平时成绩 

规则公布可以上几次课后在进行排名鼓励，讲明规则。规定：每项各占 25%。

课前预习中 2-3道测试题，系统自动评分，来了解学生对相关内容了解程度。课

前推送，以学生为中心，选择既要和课程内容相关有是学生喜欢的形式，例如利

用美剧中介绍一型超敏发病过程，大多数是学生喜爱的短视频。这些链接学生看

了以后会布置一些思考题，但不多。先开始学生并不点看，老师可以不断鼓励学

生去点开，除了成绩的奖励，还有将视屏内容在开课前放映一会，来吸引学生，

引发学生思考，学生会发弹幕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会回过头点再开公告。

在布置预习 PPT中，建议对重难点进行预习，不能太多，因为会占用学生比较长

的时间，因为视屏 10 分钟，但是后面有一些题，他可能要反复听才可以答对题。

后来学生提意见了，进行了调整。 

2.课中    

设置问题，口头提问，或 PPT文字提问：发动学生用弹幕、投稿回答 

出测试题：对于刚讲的重点内容进行单选题或多选题测试，课堂测试 

病案分析：设置问题或测试题，弹幕、投稿、课堂测试回答 

在设置问题环节中，学生发弹幕时留给学生充足时间，有时答案不是唯一的，

学生发的弹幕可以增强相互学习，有时前一个学生提出问题，后面的学生就帮着

解答了，所以教师这时不着急回答学生的问题，让弹幕飞起来，可以反问学生们，



对回答正确的学生点名表扬。鼓励学生发弹幕，即便重复的，也要鼓励。课堂弹

幕有两大作用，作用一：学生发弹幕，注意力在线，作用二：发弹幕的过程中也

是学生主动学习的一个过程，例如有的学生回答不全或错了，这时老师可以问还

有没有其他答案，或稍微引导一下，要不了多久正确答案就出现在弹幕中了，随

后学生们都意识到了，所以老师只需要引导，就可以促进学生相互学习，最终找

到正确答案，这种学习过程会对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比直接告诉他效果好的多。 

出测试题：课堂测试每次一般 1道题，2-3分钟，一次课 2-3次，系统自动

批改，学生答完之后，正确答案就显示，老师也可以获得答题情况，可以有针对

性讲解。鼓励学生抢答， 

测试题和发弹幕不一样的地方，弹幕不是每个人必须发的，但试题是每个人必需

做的，如果没做，说明没在线，这一点也要和学生讲明，课堂测试可以发现课中

不在线的人，鼓励学生抢答发红包，钱不需要很多，主要是回答的又快又对的同

学的姓名会显示在每位同学手机上。这无形中激励大家。 

3.课后    

布置作业：思维导图、总结归纳、思政内容  形式题材不限 

布置测试题：对本节知识点进行线上测试，单选题 有截止时间 

及时反馈：进行优秀作业展示、对易错题进行讲解 课堂内进行 

优秀作业展评也是学生相互学习的一种方式。又例如我们教研室史琳娜教师

布置的小组作业，小蛔虫找妈妈，学生利用自己特长，写成歌配成视频，创作出

的这份作业，同类型的每学期都可以收获不少这样的作业。比较优质的小组作业

鼓励其他同学可以为教师提供有效的资源，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也可以激励下一

届学生进行大胆的创造。每学期可以布置一次小组作业，针对一个内容，这样学

生也可以帮你制作出一定数量的资源。每当看到这样的作业，深感到青出于蓝胜

于蓝的那份欣慰。 

四、互动体会 

1.熟练使用平台 功能特点  灵活应用  多平台，相辅 

2.以学生为中心  短视频  爱发弹幕  关注同龄人 

3.鼓励为主  鼓励互动  鼓励优秀  反复鼓励 

 



在线教学中教学互动的策略和体会 

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课程 

汇报人：环诚 时间：2020.5.6 

医学技术学院 



目录页 

互动意义 在线教学平台 互动策略 互动体会 



1、提高学生注意力,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 

互动的意义 

3、激发学生的潜能 

2、引导学生去思考，知识的内化 



在线教学平台 

雨课堂 智慧树 企业微信 



 课堂上使用方便灵活 

 互动性好 

 资料导入快 

 对资源有限制 

特点 

雨课堂 



 存放较多的教学资料 

 可以进行小组学习 

 可以形成在线课程 

 直播不能回看。  

特点 

智慧树 



 基本操作方便 

 信号稳定 

 资料不需要导入 

 学习评价弱 

特点 

企业微信 



一、雨课堂 二、智慧树 三、企业微信 

优势：课堂互动方式多

样，效果好。建议年轻

教师课堂使用。 

 

优势：教学资料的存放

和小组学习，建议想开

启网上在线课程（对校

外和校内）或翻转课堂

的老师使用。 

优势：基本操作上手快，

针对疫情突发情况，效果

好。 

在线教学平台 

以一个教学平台为主，另一个为辅，搭配使用，弥补不足。 



互动策略 

课前 课中 课后 



课前推送 

预习PPT 

介绍课堂或课下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成绩组成   引起重视 

相关内容的链接，有趣的动画，电影，相关历史，扩展视野 

录制微课或雨课堂自带的慕课+测试题   难点重点 

公布规则 

课前 



试题作业总分 
观看总页数
(共130页) 到课率 弹幕总次数 

阅读公告数
(共发布22个) 

290 130 100% 133 22 

287 130 96% 149 22 

284 130 92% 139 22 

280 130 96% 170 22 

277 91 92% 90 18 

268 57 92% 52 22 

266 118 92% 67 9 

264 129 92% 79 22 

264 130 92% 93 22 

263 130 92% 91 22 

262 130 96% 153 22 

公布规则 



阅读公告数= 试题作业总分+ 到课率+ 弹幕总次数+ 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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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推送 



预习PPT 



出测试题 

病案分析 

口头提问，或PPT文字提问，发动学生用弹幕、投稿回答 

对干刚讲的重点内容进行单选题或多选题测试，课堂测试 

设置问题或测试题，弹幕、投稿、课堂测试回答 

设置问题 

课中 



设置问题 

弹幕回答可以增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学习 

让弹幕飞起来，不着急回答学生问题 

鼓励学生发弹幕，两大作用 



测试题 

教师和学生了解教与学情况 

问题简单，刚刚讲过的重点内容 

鼓励做测试题：点名表扬和红包 



病案分析 

多种方式互动 

增强学生间相互学习 

了解学生教学内容掌握情况 



布置测试题 

及时反馈 

思维导图、总结归纳、思政内容  形式题材不
限 

对本节知识点进行线上测试，单选题 有截止时间 

进行优秀作业展示、对易错题进行讲解 课堂内进行 

布置作业 

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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