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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融合式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经管系 沈佳君

一、课程介绍

《跨境电子商务》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必修主干课程，在大

二下学期开设。该课程对于丰富学生的行业相关专业知识、提升专业

素养，引导未来的就业方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跨境电子商务》是

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综合课程，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课时分配均为

36个课时，课程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1.理论课程共分为 9章，主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概述、跨境电子

商务物流、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术语、跨境电子商务保险、跨境电子商

务通关和商检等内容。

2.实践课程是依托南京“奥派”信息产业股份公司开发的“跨境

电子商务虚拟仿真平台”，通过让学生实践模拟商品在线上交易流程

中的重要角色，参与体验包括卖家角色、买家角色、物流角色以及银

行角色，模拟商品在跨境贸易中的流通过程，同时完成各个角色的业

务内容操作，主要包括：跨境 B2C、跨境支付以及跨境物流三个模块

的实操运用。

综上所述，本课程需要学生能够在掌握系统的跨境电子商务理论

基础的同时，熟练掌握虚拟仿真跨境 B2C 平台的实操运用。

二、课程信息

 教学班构成

1.班级：经管系国际贸易专业 2004、2005 级

2.学生人数：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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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联系 QQ 群：629294300

 教学形式：

因新冠疫情的影响，学生们无法到校上课,《跨境电子商务》课

程本学期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要求所有选课学生严肃课堂纪律，同

等对待线上授课，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本课程选取的线上教学平台及

课程链接如下所示：

上课时间：周一（4-5） 10.55am-12.10am

教学平台：“腾讯课堂”老师极速版

课程链接：

https://ke.qq.com/webcourse/4238027/104399063#from=8000

21724&lite=1&live=1

图 2-1“腾讯课堂”教学平台教师主界面截图

三、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

《跨境电子商务》，赵慧娥、 岳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4 月。

 主要参考书目

https://ke.qq.com/webcourse/4238027/104399063
https://ke.qq.com/webcourse/4238027/10439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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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基础》，王建主编，北京中商图书出版社，2015

年 11 月版；

《跨境电子商务》，何传添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年；

《境电子商务》，钟卫敏主编，重庆大学版社，2016 年。

四、学情介绍及授课难点

本学期《跨境电子商务》课程的授课对象是经管系国际贸易专业

2004、2005 级的学生，共 38人。学生在前期已经学习过《国际贸易

学》、《进出口业务》等相关课程，具备了国际贸易方面的基础知识，

了解了进出口的基本业务流程，为学习《跨境电子商务》打下了必要

的基础。另外，理论课程偏重跨境电商基本知识点的系统梳理，实践

课程要求学生将理论课程的内容运用到实际操作中。

在教学过程中，本课程授课的难点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1.理论课程不仅涉及跨境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术语、相关古典

贸易理论，还涉及到相关复杂度较高的应用题，要求学生掌握不同运

输方式的计量方法，并完成核算步骤，具有一定的计算和应用难度；

2.实践课程的实操运用过程中，学生可能产生各种细节的问题。

在线下课堂中，任课教师在有限时间内难以对所有学生的问题进行解

答，尤其是上课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有时出现拖堂情况，并且部分不

够积极主动提问的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佳。

五、线上教学解决授课难点的主要路径

（一）理论教学方面

1.上课增强师生互动，通过在线课堂提问、回答问题等，加强课

堂管理。

2.针对学生计算能力薄弱，计算环节难度较大的问题，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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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利用教学平台和社交软件的便利性，例如在 QQ 群布置作业，便

于学生在线提交作业、教师在线批改，通过分析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

况，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强化相关知识点，解决学生在业务核算方面

薄弱的难点，提升学习效果。

具体教学过程举例如下：

 教学内容

选取本课程第 6 章——“跨境电子商务保险”为例，本章节共两

小节，计划教学课时为 4课时。

第一节★传统国际贸易保险 2 课时

一、协会货物条款

二、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第二节跨境电子商务保险 2课时

一、华甫达+保险公司

二、豆沙包+保险公司

 课前准备

1.批改第 5 章“跨境电子商务物流”的课后作业，了解学生前置

章节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具体布置的线上作业内容节选如下：

图 5-1 课堂练习 1 图 5-2 课堂练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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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上作业布置方式:QQ 课程群

图 5-3：QQ 课程群作业布置内容节选

3.学生作业提交及在线批改的情况如下组图例：

图 5-4 组：学生作业提交节选及批改节选



6



7

4.分析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

第 5 章的作业是围绕班轮运费以及航空运费的核算展开，其中班

轮运费的计算比较简单，公式为：基本运费+附加运费。该题的正确

率较高，大多数的学生能够掌握核算方式，主要错误点在于计算结果。

关于航空运费的计算，学生的错误率明显升高，主要错误点为重量分

界点的运费选择错误、计费重量的换算错误以及计算结果错误。

5.备课环节

第 6 章“跨境电子商务保险”围绕电子商务保险展开，主要的知

识点在于传统的国际贸易保险和跨境电子商务保险的基本保险条例

的记忆与运用。相对来说，此章内容比较枯燥，浮于传统理论，要积

极引导学生对于保险知识的关注，厘清不同的保险条例的运用规则和

适应场景。

 线上授课

1.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跨境电子商务保险的基本理论、发展趋势

及应用场景，辨析不同跨境电子商务保险之间的特点和差异。

（2）能力目标：熟悉相关跨境电子商务保险的运用规则及注意

事项，掌握主要保险和附加保险的应用适应范围，分析总结主流跨境

电子商务保险的案例。

（3）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职业迁移能力与创新能力，为储备

学生跨境电子商务相关的基本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2.学生考勤

关于线上学生考勤的环节，可以利用“腾讯课堂”的签到入口，

进行学生签到考勤，如下图 7 所示。另外可以利用“腾讯课堂”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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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记录，观看学生的上课在线时长情况、有无缺勤，往期考勤情

况节选如下图 8、9 所示。

图 5-5 “腾讯课堂”学生在线签到画面

图 5-6 “腾讯课堂”后台考勤窗口

图 5-7 “腾讯课堂”学生名单后台考勤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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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6章内容引入介绍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电商的日渐普及，如今越来

越多的企业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商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购买跨境

电商进口商品。在消费升级背景和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下，

保险成为化解各方风险、保证各方交易顺利完成的重要一环。

案例引入：日常生活中，用户经常接触的保险包括：电商平台的

运费险、车险、医疗保险等等。由此延伸出运输保险的知识点，并说

明差异性。

4.温故

针对第 5 章“跨境电子商务物流”的习题批改的结果，和学生复

盘答题情况。并提醒学生及时修改，多加巩固班轮运费的计算以及航

空运费的计算。提醒学生目前课程进程已经过半，需要及时复习以往

章节，准备好期末考试。另外本章的内容和第 4 章“国际贸易术语”

也联系很深，可以结合不同贸易条件下保险的负责方，保险的预期成

本等方面和学生展开说明，巩固已经学习的知识。

5.知新

第 6 章共分为两节，第一节为传统国际贸易保险；第二节为跨境

电子商务保险。本章的主要教学内容大纲总结如下表 1 所示：

表 1：常用的海洋运输保险条款和险别

中国保险条款 英国伦敦协会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FPA（平安险） ICC(C)

WPA/WA（水渍险） ICC(B)

ALL RISKS（一切险） ICC(A)

附加险（一般附加险、特殊附加险） 附加险（战争险、罢工险、恶意损害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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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教学重难点如下：

 教学重点：

a)Institute Cargo Clause A、B、C 的责任范围、除外责任以

及保险期限；

b)附加险：战争险、罢工险、恶意损害险的基本概念；

c)跨境电子商务保险的具体适用案例分析。

 教学难点：

a)Institute Cargo Clause A、B、C 在责任范围方面的联系和

区别；

b)Institute Cargo Clause A、B、C 在除外责任方面的联系和

区别；

c)附加险的适用范围

d)恶意损害险的适用方式

6.师生互动环节

通过“腾讯课堂”配备的“举手”功能，教师可以和学生进行实

时线上的交流互动，点击学生列表，选择几名学生回答相关的问题。

图 5-8 学生在线连麦回答问题画面

问题储备如下：

 ICC (A)的和 ICC (B)的责任范围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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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B)和 ICC(C)的关联性强吗？理由是？

 恶意损害条款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购买?

 ……

（二）实践教学方面

1.课前环节：做好硬件调试的充分准备

由于线上开展实践课程与线下相比存在硬件设备不一、需要进行

远程 VPN 插件的下载使用等问题，所以在线上实践课程开展之前，需

要和学生沟通调试 PC设备，解决浏览器差异、操作系统差异、防火

墙差异等问题，并且提前下载学院 VPN（如下图 11 所示），并告知学

生前往图书馆、空教室等学院内网覆盖区域进行试验。通过前期的充

分沟通，本课程所有学生都完成了硬件设备的调试，保证了线上课程

的顺利开展。

图 5-9 VPN 及实验网址发布

2.课堂环节：多手段提升实践演示、操作效果

首先，教师在“腾讯会议”教学平台，详细演示实验操作步骤。

学生座谈会反应，在电脑界面上观看老师的实验操作步骤演示，比课

堂上看讲台上的 PPT 更加清楚、生动，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针对线下课堂老师无法回答所有学生提问的难点，线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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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优势如下：

在教师演示过以后，给予学生一定时间进行操作，并全程保持师

生互动。具体方式是：随机点名+自发提问，要求学生共享投屏操作，

老师进行在线指导。具体如下图 12、图 13 所示：一位同学演示操作

时，所有同学都能观看，也能听见老师的指导。因此部分共性问题能

够一次性得到解决，不需要老师像线下一样在教师到处跑重复回答问

题，使得老师能够集中精力解决更多个性问题，提高课堂效率和学习

效果。

图 5-10 学生实验过程随机抽检投屏节选

图 5-11 学生实验过程随机抽检投屏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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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环节：通过批改实践作业和学生的实验报告，进一步

巩固学习效果，具体如下图 14、图 15 所示。

图 5-12 学生实践课作业完成情况节选

图 5-13 学生实践课作业完成情况节选

六、线上教学效果调查

出于了解学生对于本课程开展的线上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的目

的，并为今后进一步完善线上教学的效果，本人利用“问卷星”平台

向学生发布了相关问卷。其中，参与调研的对象为经管系 2004、05

级国贸学生，人数为 38人，问卷回收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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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内容分别设置为：学生们对于《跨境电子商务》课程线上理

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满意量表矩阵分析，具体的 8个维度及回收数据

如下柱状图所示：

第 1题：同学们认为《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的理论课程教学效果

由此项调查问卷的结果可知，学生对于本学期跨境电子商务理论

课程的线上教学效果是比较满意的。

其中在“教师教学态度”、“线上课程的合理性”、“师生线上

互动”以及“线上课堂氛围”这四个维度方面，92.11%的学生认为“很

满意”；在“线上教学方式的合理性”以及“知识点的掌握”两个维

度方面，89.47%的学生认为“很满意”；其他各维度的学生满意率也

都较高。

第 2题：同学们认为《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的实践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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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项调查问卷的结果可知，学生对于本学期跨境电子商务课程

的线上教学效果是比较满意的。

其中在“教师教学态度”、“线上课程的合理性”、“师生线上

互动”以及“实践作业布置效果”这四个维度方面，92.11%的学生认

为“很满意”；在“线上教学氛围”以及“实践要求的掌握”两个维

度方面，89.47%的学生认为“很满意”；其他各维度的学生满意率也

都较高。

七、教学案例总结

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的授课形式有很大的差异，教师们对于学生

的课程知识吸收的情况，客观上无法像线下课程那样及时观测和准确

把握。但在良好利用在线平台和技术辅助，比如在线作业批改、共享

屏幕操作演示、学生共享投屏、实时问答等等方式，仍然可以解决课

程存在的难点，保证教学质量。

在《跨境电子商务》课程的教学中，针对理论方面学生计算存在

难度的问题，本人积极运用 QQ 群作业等手段，通过学生作业充分掌

握了解学生的知识点掌握情况以及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课上有针对性

地强化知识点，提升学习效果。

针对线下实践教学中存在有限课堂时间无法解决所有学生提问

的难点，利用线上教学的优势，一方面通过屏幕共享，详细、生动地

对实践流程进行操作演示；另一方面通过随机点名叫学生投屏操作，

给与线上指导，所有学生观看的方式，有效解决了学生的共性问题，

节省时间解决更多个性问题，提高了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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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支付实验”线上教学设计

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跨境支付实验 课程类别：集中实践课程

课程（实践）学分：2 课程单元学时：3学时

开课单位：经管系国贸教研室 教学对象：国贸 2004/05 级

学时分配：3学时均为线上

一、整体设计

“跨境电子商务“实践课程是依托南京“奥派”信息产业股份公司开发的“跨

境电商务虚拟仿真平台”，通过让学生实践模拟商品在线上交易流程中的重要角

色，参与体验包括卖家角色、买家角色、物流角色以及银行角色，模拟商品在跨

境贸易中的流通过程，同时完成各个角色的业务内容操作，主要包括：跨境 B2C、

跨境支付以及跨境物流三个模块的实操运用。此次选取第 2个实验“跨境支付”

为例，线上教学围绕：理论知识讲授—教师直播示范—学生线上操作—教师随机

抽检—学生端实验操作投屏—实验验收—QQ 群实验报告提交—线上复盘等环节

展开。

图 1 “跨境支付实验”单元课时整体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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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跨境支付”实验课程的特点出发，结合理论教材中关于跨境支付、

国际结算的内容，整合金融以及国际贸易专业的交叉知识。自然导入关于跨境电

商平台跨境交易的支付环节，引起学生兴趣。

其次告知学生本课时的主要实验操作任务，在平台发布实验具体的要求，讲

授实验的实验目的、实验要求、实验注意事项和测试环境。其中“跨境支付”实

验流程如下图 2所示：

图 2 “跨境支付”流程提示

然后由教师利用“腾讯课堂”平台，在线投屏演示实验过程。一边演示的同

时，告知学生实验注意事项。“跨境支付”实训内容丰富，涉及 10 大项实训模块，

共需 12 个实训课时，要求学生同时兼顾“第三方支付”以及“银行结算”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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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回切换角色，细致阅读实验要求。基于线上教学的优势，教师可以利用线上教

学平台给学生详细展示实验微操，实验演示过程如下图 3所示。每一位学生通过

自己的 PC 端，都可以看清楚实验步骤，也可以录屏回看，相对传统线下实验室

教学，教师需控制学生电脑，或者通过实验投屏，会出现控制软件无法覆盖或者

后排学生看不清投影的问题，线上演示在有网络覆盖的情况下可以摆脱困扰。

图 3 教师线上实验演示

接着由学生在线观看完毕教师的示范实验之后，根据教师布置的试验任务，

完成本次学时的实验。在此期间，教师会随机点名抽检，抽检的同学需要利用“腾

讯课堂”线上共享屏幕的功能，向教师以及其他学生展示实验过程。此项举措，

一方面可以对学生进行线上随堂监测，引起学生对于课堂的重视，另一方面也

可以及时发现学生的操作问题，及时进行纠正，为其他有共性问题的同学提供

实验解决的思路。学生实验操作投屏情况节选如下图 4所示。

最后，教师会在 QQ 课程群上传本次课程的实验作业口令，学生需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实验并及时提交实验“已完成”的截图到 QQ 群作业，截图上需要有

学生的真实姓名，以免互相盗用他人实验截图。如下图 5所示。教师通过实验作

业的提交情况，了解本次实验学生的掌握程度，分析总结学生出现的共性实验难

题，开展实验复盘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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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生端实验过程随机监测投屏显示

图 5 学生提交实验“已完成”截图

二、实训目标：

1. 掌握跨境电商领域的多种跨境支付方式。

2. 了解跨境支付过程中所涉及的角色，以及各角色所涉及的功能。

3. 掌握第三方平台和国际信用卡的支付流程。

4. 掌握第三方平台账户的认证流程。

5. 掌握第三方平台账户收款和付款流程。

6. 了解不同跨境支付方式的优点和缺点。

7. 了解跨文化交流方式及跨境支付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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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键知识点

1. 跨境支付的相关信息及发展现状。

2. 跨境支付方式涵盖第三方支付、信用卡支付和网银在线等多种方式。

3. 第三方账户认证的三种方式。

4. 第三方账户收款和付款管理。

5. 信用卡账户还款、提现、额度管理。

6. 商家服务管理。

7. 国际汇率换算。

四、教学重难点分析

“跨境支付”实验围绕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支付接口的操作展开，需要学生

联系跨境 B2C 的基本平台操作，举一反三，在买家、银行后台、银行前台以及第

三方个人账户/企业账户的多个角色之间来回切换。相对来说，需要理解和记忆

的实验步骤数量较多，实验难度较大。主要的重难点如下所述：

【重点】1、信用卡账户还款、提现、额度管理。

2、第三方账户认证的三种方式。

3、第三方账户收款和付款管理。

【难点】信用卡的额度提升条件较为复杂，需要同时满足 2个条件：消费金

额为总额度的 2倍、进行 3次还款操作。学生必须联系实际情况仔细思考条件满

足的具体操作。

五、教学时间安排

教学项目 具体教学计划
时间安排

（3课时）

课前准备

 学生考勤

利用“腾讯课堂”的签到入口，进行学生签到考勤，

另外可以利用“腾讯课堂”后台的数据记录，观看学生

的上课在线时长情况、有无缺勤。

 实验环境调试

本实验要求学生在链接校园内网的情况下开展，疫

情期间，需要学生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学校 VPN。浏览

器的选择方面，需要学生下载 360 极速浏览器或者谷歌

浏览器。

5分钟

温故
回顾上一周的实验课程内容——跨境 B2C。复盘学

生上周实验出现的问题，反馈上周的课程作业。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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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

 联系“跨境 B2C”的实验，明确其与本次“跨境支

付”的异同点，使学生能够心里有底。

 理论联系实际，告知本次的实验目的和实验所涉及

的理论知识。

10 分钟

知新——

教师端

示范

 教师利用“腾讯课堂”的共享屏幕功能向学生们演

示本次课程的实验操作。边操作，边讲解操作缘由

以及操作注意事项。

 要求学生录屏或者笔迹相关重点实验任务，严格线

上课堂纪律，告知学生后续会不定时、不限频率抽

检学生端。

20 分钟

学生端

投屏

 学生开始实验，并告知实验时间为 60 分钟，要按时

提交实验已完成状态的截图。

 抽取花名册，随机点名，点名的学生需要开启“腾

讯课堂”屏幕共享权限，在线投屏并继续实验。

 教师在学生投屏的过程中会提问学生的操作缘由，

发现问题及时讲解。

 不定时更换学生投屏。

40 分钟

课程作业

提交

 教师在 QQ 群利用群作业功能发布收取实验的通知。

 学生要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实验截图。

 不同的学生因个体差异，完成实验并提交作业的时

间不一样。完成效率较高的同学，要求他们先写实

验报告，或者复习理论课的教材内容；完成效率较

慢的学生，需定时督促，询问缘由，并定时登记。

复盘
 教师在学生陆续提交实验截图的过程中，综合学生

实验投屏的情况，分析总结本次实验的主要问题。
2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