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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寒假网络在线课程学习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各位同学：

为给同学们提供更丰富的教学资源，更灵活的自主学习空间，经商议本学期寒假继续开展网络在线课程学习，通知如下：

一、开设课程

1、大学英语类课程

包括《大学英语(一)、(二)、(三)、(四)》和《大学综合英语(一)、(二)、(三)》共 7门课程，其假期网络在线学习分为

两类。

第一类为大学英语水平考试假期网络在线学习，以下简称“水平考试”。针对本学期大学英语类课程期末总评成绩≧

75分，愿意参加下学期开学前下一级别大学英语类课程水平考试的学生，可自愿参加上述课程的假期网络在线学习，通

过下学期开学前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且自愿认定成绩者，按该课程 1/4学分收取学分学费。

第二类为英语课程重新修读假期网络在线学习，以下简称“重新修读”。针对曾经修读过大学英语类课程但未获得相

应学分需再次修读该课程的学生，可自愿参加上述课程的假期网络在线学习，按课程学分收取学分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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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类英语课程假期网络在线学习只能选择一类，并且只能修读一门英语课程。不按要求选课，出现已选课程不符合

所属类别修读要求、选修门数超过一门、课程选修错误等情况的，将取消学习、考试资格。

2、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课程信息见表 1，限选一门。选择修读公选课的，学完考核通过后获得对应类别的公选课学分 1分。选择修读创新创

业类选修课程的（只对 2019、2018、2017级开放），学完考核通过后获得创新创业学分 1分。寒假不开设《创业学基础》

（面向2020、2021级的必修课）课程，2021-2022-2春季学期会有更多相关课堂开放。

3、学科基础平台课程、专业任选课程

课程信息见表 1，请同学们仔细核对课程信息，确保“课程代码”、“课程名称”、“学分”这三项重要信息与培养

方案要求相符。学科基础平台课程禁止首次修读该课程的学生选择，如不按要求选课，将取消学习、考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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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寒假网络在线课程信息列表

序

号
课程所在平台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课程类型 新课程类

别

旧课程类

别

校内认

定学分

校内认

定学时
开课学校 主讲教师

1
爱课程

（中国大学MOOC）
灾害应急与救援（2022 寒假课程）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医学类 自然科学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张 玲

2
爱课程

（中国大学MOOC）
证券投资学（2022寒假课程）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余学斌

3 学银在线 计算机科学导论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理工类 自然科学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胡 威

4 学银在线 嵌入式系统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理工类 自然科学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胡 威

5 楚课联盟 内脏学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医学类 自然科学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刘晓柳

6 楚课联盟 社交礼仪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人文社科 人文社科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陈珊秀

7 楚课联盟 舞蹈与健康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美育教育 艺术体育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袁 芳

8 楚课联盟
医学科研方法（所在平台课程名
称：医学科研设计与文献利用）

选修 专业任选课程 1 16 武汉科技大学 程光文

9 校内课程中心 身边的数学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理工类 自然科学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李德宜

10 校内课程中心 线性代数 必修 学科基础平台课程 2 32 武汉科技大学 李德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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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学堂在线 宝玉石鉴赏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美育教育 艺术体育 1 20 清华大学 温庆博

12 学堂在线 中国茶道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美育教育 艺术体育 1 20 湖南农业大学 朱海燕

13 学堂在线 婚姻家庭法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人文社科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张 晶

14 优课联盟 创业投资管理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贺 尊

15 优课联盟 创业学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经济管理 创新创业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贺 尊

16 优课联盟 管理信息系统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张志清

17 优课联盟 西方文化经典之旅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人文社科 人文社科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陈 尧

18 优课联盟 冶金概论 选修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理工类 自然科学 1 20 武汉科技大学 王 炜

二、选课、报名、课程确认与学习

此次寒假网络在线课程的选课、报名均在新版本科教学系统里进行，登录网址：http://bkjx.wust.edu.cn/。默认账号、

密码都是学号，第一次登录时需按要求修改密码，修改后务必牢记密码（忘记密码，请联系学院教学管理人员或辅导员重

置）。登录新版本科教学综合管理系统时，建议使用谷歌、Microsoft Edge、火狐、极速模式下的 360 浏览器（下载的 360

极速浏览器也要改成极速模式），不要使用低版本 IE 以及兼容模式的 360 浏览器。如果登录出现问题，请参考教务处主

页【师生服务指南】下的“新版教学系统的登录说明”设置电脑。

http://bkjx.wust.edu.cn/
http://jwc.wust.edu.cn/2020/0917/c1928a222071/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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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欠费情况的学生将被限制选课。如果临时补缴，在财务处统一更新数据后再阶段性开放选课权限，具体开

放日期在教务处微信公众号通知，因此导致的选课延误责任自负。

1、英语水平考试

第一步：报名。在 1 月 11日 14：00 - 1月 15日 14：00 时间段内，登录新版本科教学系统 -> 考试报名 -> 成绩管理

-> 社会考试报名 -> 英语课程水平考试 -> 报名。在弹出的报名界面输入手机号码，点击保存并确定，待出现“报名成

功”提示后即报名成功。报名成功后，该考试会出现在页面下方列表中。假如想取消报名，点击“取消”按钮，该考试会从

列表中消失，即取消报名成功。注意：

（1）水平考试报名“英语课程水平考试”，报名按课程级别分类。报名时依照本学期大学英语类课程的期末总评成

绩、大学英语类课程修读规则自行选择学习、考试的课程。报名结束后会根据本学期期末总评成绩及大学英语类课程修读规则

筛选符合考试资格的学生，并且向教务处主页、学院公布名单。

（2）系统显示的报名费仅为验证，不需学生缴费，也不会从一卡通或者银行卡扣除任何费用。

第二步：课程确认。1月 17日将在教务处主页公布报名成功且符合条件的选课名单。

第三步：课程学习。1月 18日- 2 月 23 日登录课程中心，进入“我的学习空间”，按照相关课程要求开始网上在线学

习、在线完成作业、章节测验等。进入武汉科技大学教务处网站 ->在页面左侧的专题栏目里点击【课程中心】（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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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czx.wust.edu.cn/Portal/CC#index，推荐使用火狐浏览器。若页面使用时仍存在问题，请按照课程中心主页上的文件

说明设置浏览器。） ->登入课程中心（登录账号为“学生学号”，默认密码为“学号+身份证号码最后四位”。）

2、英语重新修读、通识教育平台课程、学科基础平台课程、专业任选课程

第一步：选课。在 1 月11 日 14：00 - 1 月 15 日 14：00 时间段内，登录新版本科教学综合管理系统 ->点击主页面快

捷菜单中的【学生选课中心】或者点击功能菜单中的【培养管理】->【选课管理】->【学生选课中心】-> 选择【2022年

寒假网络在线课程】类别进入选课。选课期间可以在系统里选课、退课。选课时间截止后，不能再退改选课程。注意：

（1） 此次寒假网络在线课程归属在 2021-2022-1 学期里，所选课程在课表备注栏显示。实际学习进度、时间由同学

们按学习平台上的课程要求自行安排。

（2） 每位学生每次限选一门通识教育平台课程，单门课程选课人数未达 10人不开课。

（3） 本次选课开放【必修选课】、【选修选课】、【专业内跨年级选课】、【跨专业选课】、【公选课选课】共五

类选课。对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各类课程可能显示在不同选课分类里，学生可在各个选课分类里搜索查找。寒假课

程，可在“合班名称”处输入“寒假”快速查询。

第二步：课程确认。1月 17日将在教务处主页公布选课成功且符合条件的选课名单。

http://kczx.wust.edu.cn/Portal/CC#index


7 / 11

第三步：课程学习。1月 18日起，登录课程所属服务平台进行确认。选课、退课是否成功以及所选课程信息均以教

务系统中所选课程为准，请核对并确保课程平台所学课程与教务处系统中所选课程班相同。课程核对确认后，即可按照相关

课程要求开始网上在线学习、在线完成作业、章节测验。

（1） 课程中心平台网址：http://kczx.wust.edu.cn/Portal/CC#index，登录账号为“学生学号”，默认密码为“学号+身

份证号码最后四位”。

（2）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平台网址：www.icourses.cn，登陆后输入学号进行认证，认证码为 111111。认证后在

“我的学校云”内的学校专属课程选择 SPOC课程学习，具体学习方法和过程请仔细阅读附件 1《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学生学习手册》。该平台课程支持手机学习，在手机应用商店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安装 APP。

（3） 优课联盟（UOOC）平台网址：http://www.uooc.net.cn/，具体学习方法和过程请仔细阅读附件 2《优课联盟平台

学生使用手册》。该平台课程支持手机学习，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安装 APP。手机 APP上可以进行账号绑定、身份验证、选

课、学习，但是期末线上考试必须在电脑上完成。

http://kczx.wust.edu.cn/Portal/CC#index
http://www.icourses.cn/
http://www.uooc.net.cn/


8 / 11

（4） 学银在线、楚课联盟网址 http://whkjdx.fanya.chaoxing.com/，具体学习方法和过程请仔细阅读附件 3《武汉科技

大学学银在线学习平台学生学习手册》及附件 4《武汉科技大学楚课联盟学习平台学生学习手册》。该平台课程支持手机

学习，在手机应用商店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安装APP。

（5） 学堂在线网址 https://wust.yuketang.cn，具体学习方法和过程请仔细阅读附件 5《武汉科技大学学堂在线学生学

习手册》。该平台课程支持手机学习，请参考平台学习手册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安装 APP。

http://whkjdx.fanya.chaox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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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安排与成绩说明

1、大学英语类网络在线课程考试安排

大学英语水平考试假期网络在线学习仅作为大学英语类课程水平考试的一部分。学生完成假期在线学习后，获得的

相应成绩记为大学英语类课程水平考试的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50%，与下学期开学初大学英语类课程水平考试的卷

面成绩，共同构成该大学英语类课程水平考试的总评成绩。未参加假期在线课程学习的学生，其大学英语类课程水平考试的

卷面成绩即为总评成绩。

英语课程重新修读假期网络在线学习采用线上学习、线下考试的教学模式。线上学习完成后，安排一次线下考试（与

大学英语类课程水平考试一同进行），课程不提供补考、缓考，错过学习、考试时间的，无补救方法！。线上学习与线下考

试各占 50%，共同构成所修英语类课程的总评成绩。

2、通识教育平台课程、专业核心课程考试安排

这两类课程采用纯线上教学模式，期末考试为线上考试。各平台线上考试时间以课程线上通知为准。课程不提供补

考、缓考，错过学习、考试时间的，无补救方法！（《创业学》网络在线课程可加 QQ讨论群：452601444；《创业投资

管理》网络在线课程可加 QQ讨论群：66532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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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基础平台课程线下考试安排

《线性代数》课程采用线上学习、线下考试的教学模式。线上学习完成后，安排一次线下考试，课程不提供补考、缓考，

错过学习、考试时间的，无补救方法！本次寒假课程线下考试设定在补考周，与 2021-2022-1学期基础课补考一同进行，届

时请关注相关基础课补考安排。线上学习成绩作为平时成绩，线下考试成绩作为期末成绩，两者共同构成网络在线课程的总评

成绩。（《线性代数》网络在线课程 QQ讨论群一号 593945432，讨论群二号 821971934，先加入第一个群， 如群满，再

加入第二个群。）

四、注意事项

1、在线课程考核更为注重日常学习质量和效果，这部分所占比重较大，而期末考试所占比重较少（具体占比分配见

课程通告）。因此，请同学们务必按照课程要求及时推进课程学习进度，避免临近考试才集中学习，从而导致课程平时成绩

较低而无法通过课程考核。

2、网络课程严禁代刷，一旦经查被认定有不端学习行为的，将依校纪校规严肃处理。

3、学生只要选课成功且没有按要求履行退改选程序，系统都将自动记录为选课成功并纳入学校收费范畴。

仅在校内教务系统选课，而未在网络服务平台确认课程并开展学习的，学习进度视为 0，期末成绩记为缺考 0分，仍

需正常缴纳学分学费且不退还。自行在网络服务平台注册学习，未在校内教务系统内选课的，学校不认可其所获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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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学习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网络平台的在线客服予以解决。常见教学问题主要通过所学课程的课程网站

及课程讨论区、课程讨论群等反馈。

特此通知。

教 务 处

2021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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