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教学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组织总体方案》，确保“推迟

开学不停学”，工程测量技术专业教研室结合实际，特制定

本教学实施方案。 

一、成立工程测量技术专业教研室教学实施指导小组 

组长： 刘长洪 彭 华 

副组长：喻艳梅 张冬菊 

成员：袁江红、王怀球、陶红星、颜学铮、严宇、李

乐蓉、刘娜、赵彦军、刘云春、董良、唐保华、陈建军、

唐争气 

职责： 

1.及时将经学校审核备案的专业教学实施方案通知相

关师生； 

2.指导各任课教师制定具体的课程实施方案； 

3.加强监督，做到教师不停教、学生不停学，确保教

学任务不减、教学质量不降。 

二、教学计划调整 

(一）开学前 

1.理论教学具体安排 

组织老师积极开展线上教学、组织线上讨论、答疑辅

导等教学活动，布置在线作业，进行在线测验等学习考

核。如暂无条件开展网上教学的课程授课教师也积极提供

网上教学资源供学生自学。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测绘地理学院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2019—2020—2 学期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组织安排情况一览 

教学组织形式 

线上教学 序号 年级 课程名称 周课时 授课教师 班级名称 

上课时间 线上授课链接地址 
线下补课时间 

备注 

1 2018 工程施工测量 8 彭华 2018152301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2 2018 工程施工测量 8 王怀球 2018152302 周一 1-4 节 
周二 1-4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44skavyrwrjfod
pzk5yvxw&tokenId=joimav

yruanfwcam4wvww 

  

3 2018 工程施工测量 8 严宇 2018152303 周一 1-4 节 
周三 1-4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44skavyrwrjfod
pzk5yvxw&tokenId=joimav

yruanfwcam4wvww 

  

4 2018 工程施工测量 8 严宇 2018152304 周二 1-4 节 
周四 1-4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44skavyrwrjfod
pzk5yvxw&tokenId=joimav

yruanfwcam4wvww 

  

5 2018 工程变形监测 4 陶红星 2018152301 周一 5-8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quepavyrrilkvv
914us2q&tokenId=i3isavyrs

41dakjn1vuzbw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日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序号 年级 课程名称 周课时 授课教师 班级名称

教学组织形式

备注线上教学
线下补课时间

上课时间 线上授课链接地址

6 2018 工程变形监测 4 陶红星 2018152302 周三 5-8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quepavyrrilkvv
914us2q&tokenId=i3isavyrs

41dakjn1vuzbw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7 2018 工程变形监测 4 陶红星 2018152304 周三 1-4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quepavyrrilkvv
914us2q&tokenId=i3isavyrs

41dakjn1vuzbw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日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8 2018 工程变形监测 4 唐保华 2018152303 周四 1-4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quepavyrrilkvv
914us2q&tokenId=i3isavyrs

41dakjn1vuzbw 

 

 

9 2018 计算器编程 4 唐争气 2018152301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日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10 2018 计算器编程 4 陶红星 2018152302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11 2018 计算器编程 4 向继平 2019152303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日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12 2018 计算器编程 4 向继平 2019152304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13 2018 GIS 应用 4 董良 2019152301 周三 1-4 节 
https://mooc.icve.com.cn/cou
rse.html?cid=MAPHN40431

 
 



序号 年级 课程名称 周课时 授课教师 班级名称

教学组织形式

备注线上教学
线下补课时间

上课时间 线上授课链接地址

3 

14 2018 GIS 应用 4 董良 2019152302 周一 5-8 节 
https://mooc.icve.com.cn/cou
rse.html?cid=MAPHN40431

3 

  

15 2018 GIS 应用 4 董良 2019152303 周五 1-4 节 
https://mooc.icve.com.cn/cou
rse.html?cid=MAPHN40431

3 

  

16 2018 GIS 应用 4 董良 2019152304 周三 5-8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hzuyabkq4a5irli
nrzmndq&tokenId=tf3jafmrr

5dar8pgyfwtbq 

  

17 2019 数字测图 6 张冬菊 2019152301 周一 3-4 节 
周五 1-4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0guzaawrk4pbu
j57npycgg&tokenId=8nonad

or0a1if5nv8fp7oa 

  

18 2019 数字测图 6 袁江红 2019152302 周二 3-4 节 
周四 1-4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0guzaawrk4pbu
j57npycgg&tokenId=8nonad

or0a1if5nv8fp7oa 

  

19 2019 数字测图 6 袁江红 2019152303 周二 1-2 节 
周三 1-4 节 

https://zjy2.icve.com.cn/expe
rtCenter/process/edit.html?co
urseOpenId=0guzaawrk4pbu

  



序号 年级 课程名称 周课时 授课教师 班级名称

教学组织形式

备注线上教学
线下补课时间

上课时间 线上授课链接地址

j57npycgg&tokenId=8nonad
or0a1if5nv8fp7oa 

20 2019 测绘 CAD 4 刘娜 2019152301 周三 5-8 节 
https://mooc.icve.com.cn/cou
rse.html?cid=CHCHN18633

3&from=timeline 
  

21 2019 测绘 CAD 4 赵彦军 2019152302 周一 5-8 节 
https://mooc.icve.com.cn/cou
rse.html?cid=CHCHN18633

3&from=timeline 
  

22 2019 测绘 CAD 4 赵彦军 2019152303 周四 5-8 节 
https://mooc.icve.com.cn/cou
rse.html?cid=CHCHN18633

3&from=timeline 
  

23 2019 工程制图与识图 4 刘云春 2019152301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24 2019 工程制图与识图 4 李乐蓉 2019152302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25 2019 工程制图与识图 4 李乐蓉 2019152303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26 2019 自然地理学 2 2019152301 陈建军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27 2019 自然地理学 2 2019152302 颜学铮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序号 年级 课程名称 周课时 授课教师 班级名称

教学组织形式

备注线上教学
线下补课时间

上课时间 线上授课链接地址

28 2019 自然地理学 2 2019152303 颜学铮   计划在 4-5 月利用周六完

成 
随学校安排修改补

课时间 

填写说明：年级用于区别 2018级、2019级；课程名称可在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9－2020－2学期理论教学任务一览表里面进行筛选；选择线上教学，上课的时间与课表一

致，并请将线上教学的链接粘贴上；选择线下补课，请将具体补课的时间段附上。 

 



2.实践教学具体安排 

（1） 顶岗实习安排 

顶岗实习根据疫情及顶岗实习单位的要求进行，不能

去到顶岗实习单位之前，安排学生收集顶岗实习资料，为

毕业设计的撰写做准备。工程测量技术专业顶岗实习指导

老师建立 QQ群，通过 QQ群和校友邦平台联系学生，密切

了解学生的动向，敦促学生如果在家就等疫情结束再去单

位实习，如果已经到岗实习的，及时掌握实习单位地址，

并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要求所有学生每天在群里进行健

康报备，如学生有感冒、发热等生病症状，提醒务必及时

就医，同时上报。 

（2）毕业设计指导安排 

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利用 QQ群或微信群，指导学生进行

毕业设计的书写，进行线上答疑和指导，尽量及时完成毕

业设计，不影响学生的正常毕业。 

（二）开学后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线下授课计划，查漏补缺，

按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和课程标准认真完成教学内容，确

保教学质量。 

三、确保教学质量的具体措施 

（1）认真落实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关于教学的工作方案。 

（2）加强监督和指导，及时收集、反馈教师教学和学

生学习的情况。 

（3）疫情防控期，部分课程开展线上教学，配合在线

答疑、在线作业等方式确保教学效果。 



（4）疫情防控期结束至本学期末，所有课程校内集中

上课，已开展线上教学的课程适当调整开学后的教学任务

安排。 

（5）根据情况，适当调整集中实训的时间安排，保证

校内集中上课的课时需要。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2020年 2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