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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央馆、省馆及专家指导及校党政领导大力支持下，经过全校师生员工

的努力开拓，我校数字校园建设工作在 2017 年度按计划顺利完成。主要完成的

任务有：（1）建成了中心机房，在整个校园内搭建有线信息点 371 个、无线信息

点 1474 个；（2）2017 年全省信息化教学大赛中，我校学前教育系丁雅琳获得高

职组第一名一等奖，其余 4位选手获二、三等奖，教育厅推荐我校丁雅琳、薛萌

两名教师参加全国信息化教学大赛；（3）2017 年春季学期，共有 4963 名学生选

修了 4门尔雅通识课，总学课量为 8697 人次，合格率和优秀率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4）2017 年 4 月开始在世界大学城建设学习空间，并进行了线上线下混合

式培训和学习，注册用户，教师 187 名，学生 4914 名，共建设空间 2316 个，

教师开设网络课程 15 门，并运用网络空间进行讨论、上交作业及问卷调查，促

进了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经过教务处、学生处、数字校园领导组对学校师生网

络学习空间的集体评审，推荐了 10 名教师和 100 名学生参加了 2017 年中央电教

馆主办的“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评选。经

师生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我校有 4名教师获高职教师组优秀奖，2名学生获高

职学生组优秀奖；（5）2017 年 5 月配合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以及暑假期间和《山

西教育》云课堂合作，开设幼教相关直播和录播课程，面向山西省幼儿园及家长

提供远程指导。除外，我们还使用移动端对 2017 级新生进行了网络心理普查、

开通了超星移动图书馆及中国知网查阅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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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馆、省馆及专家指导下，在校党政领导大力支持下，

经过电教中心等人员的努力开拓，我校数字校园建设工作在

2017 年度按计划顺利完成。根据《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2015

年）和《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实施方

案》及“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校建设”任务的基本要求，在

此对近一年工作总结汇报如下，以促进我校信息技术应用水

平，强力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应用项目，从而带动学校教学、

科研、管理、生活服务等质量全面提升，以保证学校综合能

力良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一、本年度实验任务完成情况及建设成效。

（一）一年来数字校园建设大事记

2017 年 2 月 28 日下午，我校召开“全国职业院校数字

校园实验校”项目建设启动会议，会上宣布学校成立运城幼

师高专信息化建设组织机构，下设数字校园建设办公室，并

传达了我校《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三

年规划（草案）》。

3 月 6 日，副校长侯娟珍、电教网络中心主任胡雅婵、

教务处副处长段存乾、数字校园建设领导组办公室副主任张

翔升、电教网络中心工作人员赵刚和聂文亮一行六人前往太

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和太原卫生学校考察学习数字校园建

设工作。3 月 15 日，我校在校园网主页发布《运城幼师高专



数字校园前期设计及建设论证方案邀请函》，面向社会邀请

单位参与我校数字校园基础网络建设项目。

3 月 30 日下午，我校在图书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了数字

校园建设校企合作推进会，侯娟珍副校长、相关部门人员和

报名我校数字校园建设的 8 家公司参加了会议，会上我校技

术员提出了数字校园项目的预期目标和方案要求，并要求各

家公司截至 4 月 17 日下午 5 点向学校递交方案。4 月 27 日，

我校召开数字校园论证总结会，会议邀请专家王宝俊教授和

王福明教授就我校数字校园建设项目进行研究探讨，侯娟珍

副校长、贾银玲副主任及电教网络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

会议。会上两位专家对提交方案的 6 家公司，从技术、融资

和运维几方面进行审核评定，并给出了初评意见。5 月 5 日，

召开校企合作访谈会，与递交方案的六家公司分别进行面对

面交谈，要求公司根据学校的项目要求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

并截至 5 月 15 日递交项目方案。6 月 6 日，我校在图书楼六

楼召开数字校园基础网络建设方案讨论会，侯娟珍副校长及

电教网络中心人员参加会议，会上就山西移动、卓智网络科

技和神海科贸三家公司的项目方案进行了讨论，罗列出三家

公司的方案优势。6 月 16 日上午，我校在图书楼五楼会议室

召开了数字校园基础网络建设项目校企合作评议会，侯娟珍

副校长、数字校园建设领导组成员、师生代表及参与我校基

础网络建设的三家公司参加了会议。会上，山西移动、卓智



网络科技和神海科贸三家公司分别就自己的项目方案进行

阐述。师生代表在纪检部门和工会的监督下进行投票。

2017 年 6 月 20 日校党委会研究通过，卓智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成为运城幼师高专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单位，

并在学校网站公示。6 月 26——30 日，就数字校园基础网络

建设项目协议与卓智公司业务经理反复进行协商，进一步修

改完善合作协议，并请学校律师审核。6 月 30 日，我校与卓

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园

网项目合作协议，合作期限为 10 年（自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起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期建设和后期运维费用全部由

卓智公司投资。

2017 年 6 月 27 日，针对学生公寓无线网络问题，我校

在学校网站发布公告，暑假期间将对我校所有区域的有线、

无线网络设施进行统一改造，并电话通知移动、联通两家运

营商，对各自的网络设备进行拆除。6 月 30 日，召开施工说

明会，侯娟珍副校长、后勤和电教网络中心人员就项目勘测、

预计工期等问题，与卓智公司进行商讨，并要求卓智公司提

供建工方案。7 月 14 日，召开工程建设方案设计汇报会，侯

娟珍副校长、数字校园领导组成员、电教网络中心人员和卓

智公司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就工建范围、部署模式、设计原

则、资源需求和标准化施工进行讨论。

7 月 20 日，我校数字校园基础网络建设项目开始施工。



电教技术人员聂文亮、赵刚全程跟进。8 月 18 日，侯娟珍副

校长、数字校园领导组成员、电教网络中心技术员对项目工

程进行检查，并就项目施工的卫生、安全向卓智公司负责人

员提出建议。8 月 22 日，胡雅婵主任、贾银玲副主任及相关

人员对项目施工进行中期检查，重点检查了工程的安全、卫

生问题。9 月 3 日项目完工，校园网进入试运营阶段。9 月

25 日，侯娟珍副校长、胡雅婵主任、张翔升副主任、贾银玲

副主任、聂文亮技术员对网络中心机房的设备安装进行第一

轮验收，并向卓智公司提出整改意见。10 月 13 日上午，侯

娟珍副书记与相关人员召开数字校园基础网络项目验收准

备会议，会上协商了数字校园基础网络项目验收事宜，确定

验收时间、参会人员范围，并要求卓智公司提供验收材料。

10 月 16 日下午，在纪检部门的监督下，我校在图书楼

五层会议室召开数字校园基础网络项目第二轮验收会议。侯

娟珍副书记、数字校园领导组成员、各方代表及项目承建商

卓智网络科技公司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卓智公司技术

人员汇报了项目验收材料，参会人员对中心机房等地的校园

网设备进行实地考察后，对校园网试运营期间的问题进行汇

总，并责令卓智公司对提出的问题限期一周整改完毕。

在建设数字校园网络基础工程同时，我校根据中央电化

教育馆关于组织开展“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职业院校

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的通知精神，积极响应网络空间征集



活动号召，召开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工作会议，制定了《运

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网络学习空间推广应用及评优活动实

施方案》，并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

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讲座，引导教师应用网络学

习空间开展备课授课、学习指导等教学，鼓励学生应用网络

学习空间开展个性化学习，记录在校的学习和生活。除此之

外，我校在信息化教学大赛、超星雅尔在线课程学习等方面

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数字校园建设主要任务一览表

2017 年度数字校园建设主要任务一览表

实验任务 完成情况 建设成效

校园网基础网络工

程建设

中心机房采用两台RG-N18007核心交

换机；各个区域包括宿舍楼、教学楼、

图书楼、艺术楼、食堂以及操场各采

用一台RG-S2910-24GT4XS-E共 13台

汇聚交换机；每个汇聚交换机又下联

若干 台接入交 换机， 包括 5 台

RG-S2952G-E 有线交换机和 17 台

RG-S2910-24GT4SFP-UP-H 无线交换

机。公共区域无线 AP 采用 73 台

RG-AP520（W2）和 163 台 RG-AP720-I

以 及 22 台 有 线 无 线 一 体 化 的

RG-AP120-H 设备，宿舍区域采用 53

台主 AP RG-AM5528ES和 1185台微 AP

RG-MAP552(S) ， 户 外 采 用 12 台

RG-AP630(CD)。中心机房装有两台

RG-N18007 核心交换机，分别与两台

戴尔服务器、一台 EG3000UE 出口设

我校数字校园基础网络

建设项目建成了中心机房，在

整个校园内搭建有线信息点

371 个、无线信息点 1474 个，

达成了所有区域无线全覆盖，

宿舍区、实验室、实训室、实

训基地、办公区、教学楼、会

议室、报告厅、艺术楼有线全

覆盖。按照核心层 10 万兆、汇

聚层万兆（支持 IPV6）、接入层

千兆（可网管）的标准升级交

换机，完善网络出口设备全升

级全改造，实现可管可控。建

成了三网（移动、电信和联通）

融通、万兆核心、万兆主干、

千兆桌面，网络全覆盖的高质

量校园网。建设成了高速、稳



备 、 一 台 无 线 控 制 器 和 13 台

RG-S2910-24GT4XS-E 汇聚交换机相

连。监控大屏和操作台、电子显示牌

各一，能够显示运营状况并展示校园

网有关内容。

定、可靠、可运营、可管理的

网络，便利了师生的工作和学

习，加快了我校教育信息化建

设的步伐，奠定了我校建设智

慧校园的基础。

信息化技术辅助教

学模式改革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信息化

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推

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提高教师

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化教学水

平，促进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

泛应用，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年度

工作安排，并为参加省职业院校信息

化教学大赛选拔参赛选手和作品，全

校各系部开展了初赛、决赛活动。

2017 年全省信息化教学大赛

中，我校学前教育系丁雅琳获

得高职组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

教育与体育大类第一名，获一

等奖；语言文学系高岩、基础

教学部姜萍获三等奖；语言文

学系高源获高职组信息化课堂

教学大赛三等奖。省教育厅推

荐我校丁雅琳、薛萌两名教师

参加全国信息化教学大赛。

学生通识课程在线

学习

2017 年春季学期，共有 4963 名学生

选修了 4 门尔雅通识课，总学课量为

8697 人次。其中，《大学生安全教育》

（4393 人）、《【混合式】艺术鉴赏》

（1966 人）、《【混合式】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1488 人）、《【混合式】形

势与政策》（850 人）。

在 2017 年春季学期中，我校共

开设公选课程 4门；4963 名学

生参与尔雅通识课学习；

96.99%的学生通过课程考核并

获得相应学分；课程学习期末

考核总体优秀率为 60.95%。

学生所选的各门课程的考核平

均成绩主要集中在 80-90 分和

90-100 分的分数段，整体学习

效果较好。学生的学习情况良

好，远远超出全国高校的平均

水平。

教师及学生学习空

间建设

数字校园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

各系部师生，于 2017 年 4 月开始在

世界大学城建设学习空间，并进行了

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和学习。注册用

户，教师 187 名，学生 4914 名，共

建设空间 2316个；文章数量1957篇，

文章被浏览总次数 15300，视频数量

经过教务处、学生处、数字校

园领导组对学校师生网络学习

空间的集体评审，推荐了 10 名

教师和 100 名学生参加了 2017

年中央电教馆主办的“一生一

空间、生生有特色”职业院校

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评选。



36，视频被观看总次数 1205；创建教

研室 19 个，微博数量 1380；访客数

量 173619 个。在 2 个月中，教师开

设网络课程 15 门，并运用网络空间

进行讨论、上交作业及问卷调查，促

进了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

经师生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

我校有 4 名教师获高职教师组

优秀奖，2 名学生获高职学生组

优秀奖。（在学校共奖励了 12

名教师和 100 名学生）

信息化技术服务教

学与管理

超星电子图书系统（B/S 模式），在服

务器架设 IIS 提供服务，教工、学生

在电脑上、手机及平板等可以访问电

子图书资源，电子图书共有50000册，

涵盖教育类书籍和基础教育类相关

内容。中国知网电子期刊服务系统，

在服务器架设 IIS 提供服务，教工、

学生在电脑可以访问电子期刊资源，

实现检索、在线阅读或下载服务。在

线期刊 1 万余种，除外还有硕博论文

及会议论文等。

1.数字图书馆手机端阅读

2.目前注册总人数为 7424 人，

学生在移动开通套餐人数为

5043 人，目前，白天无线的使

用人数大致在 2000-2500 人左

右，带宽利用大致在 1G-1.5G

之间；中午午休时间的人数大

致在 2500 左右，带宽利用大致

在 1.5G 左右；用网高峰期一般

都是在晚上十点左右，人数大

致在 3500-4000 人之间，带宽

利用大致在 1.5G-2G 左右。

校企合作远程培训

及校园服务

1.2017 年 5 月配合学前教育宣传月

活动以及暑假期间和《山西教育》云

课堂合作，开设幼教相关直播和录播

课程，面向山西省幼儿园及家长提供

远程指导。

2.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教育

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开展“中国大

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试点测评的

通知》的通知要求，配合心理咨询室

开展试点测评工作。

1.张翔升老师邀请首都师大

丁邦平教授共同直播了《为了

学习的游戏》，收看幼儿园 157

所；夏晶、平莉老师直播关于

绘本阅读、家庭音乐教育讲座，

收看用户各 200 多人次。

2.心理健康状况普查：按照扫

描二维码并安装测评系统 app

→登陆测评系统→阅读知情通

知书→完善个人信息→了解测

评介绍→参加测评→提交测评

试卷流程，共有 2347人参与

测试。

二、下一年度的实验任务、计划安排：

根据目前情况，我们主要实验任务及计划安排没有变化，



只是根据学校数字校园基础工程及学校工作数字化需要，增

加了部分建设任务，将在继续加强校园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同

时，整合现有资源，仍将将重点放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模式

改革、提升校企合作效果和数字化学前教育教学资源应用三

个方面。

任务一：基础工程硬件完善和现有部门资源整合，消除

信息孤岛，具体内容有：

（1）全校师生统一认证，实行一人一号(人事处负责教

工号、学生处负责学生号)；

（2）中心机房配备安全设备和 UPS 电源（电教网络中心

负责）；

（3）中心机房配备存储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电教网络

中心负责）；

（4）将图书馆超星电子图书和中国知网资源库接入主

网；（图书馆负责）；

（5）完善教务管理系统，并并入校园网，减轻师生考

评工作量，提升教务工作效率（教务处负责）；

（6）以校园电视台为主，全校音像广播系统，模拟信

号数字化，实现数字点播，增加网络广播、电视传播功能，

强化校内宣传工作(团委负责)；

（7）校园餐厅一卡通，并入主网，实现适时查阅功能

（后勤处负责，电教网络中心配合）；



（8）光端接收安保监控系统，实现手机端查看功能，

提升安保效率（保卫处负责）。

任务二：以精品课程、公共课程为抓手，开展混合式学

习实践，促进教学模式改革（教务处、学生处负责，电教中

心配合）：

（1）推进一生一空间建设；

（2）网络互动的在线教学模式及在线开放课程开发；

（3）微课开发及同类学校课程共享模式；

（4）探讨基于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的职前幼儿教师课程

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

（5）通过网络建构园校共同体合作培养学生的教学模

式。

任务三：以电教中心音像资料等为基础，开展专业资源

库建设，为网络教学模式改革提供支持（电教网络中心、教

务处、各系部）：

（1）电教中心（含其他部门）已有资料的整理、编辑、

上网工作（电教中心牵头，各部门负责）；

（2）国家级骨干专业建设及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务处

负责）；

（3）各系部电子文本的收集和整理（各系部负责）；

（4）学校优秀课程的录制和编辑（教务处负责，电教



中心配合）；

(5)兄弟院校共享资源的整理及接入（教务处负责）；

任务四：以见习、实习、就业为基础，开展园校合作，

建成远程培训、科研共同体，提升我校社会服务能力：

（1）探讨学生见习、实习和顶岗远程教学及管理模式

（教务处负责）；

（2）探讨学生就业指导管理模式（学生处负责）；

（3）探讨与兄弟院校和相关公司、机构合作教研、培

训等知识运营模式（科研中心负责）；

（4）探讨学前教育知识在网络环境中生成、传播和应

用的基本路径和规律(教务处负责，各系部配合)；

任务五：以学校官网为基础，建设学校门户网站，对外

提升我校社会形象和服务能力，对内提高智慧决策和管理能

力（党委工作部负责，各部门配合）：

（1）完善各部门网站建设和信息化服务机制；

（2） 建立一批有影响的专题网站。

（3）建立统一的个性化门户网站，形成一个统一的网

络应用平台；

（4）为不同用户提供单点登录漫游、个性化桌面订制

等信息服务。

因为数字校园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各部门统

一行动、相互关照，因此在实验期限内，我们应有计划、有



组织、阶段性地完成以上既定任务，实现业务应用系统整合

及数据交换，主要是办公自动化及教务管理系统建设。在教

学资源库建设常态化的同时，完成园校共同体合作的数字化

教学模式建设，探讨学生见习、实习和顶岗远程教学及管理

模式，扩大并向幼儿园、家庭延伸数字化教学空间。

三、学校在数字校园建设中具有特色、形成亮点的工作

成果

【案例一】高职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建设现状及对策

高职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建设现状及对策

---以世界大学城学习空间建设为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存储方式的变革，传输网络的普及，数字

化、网络化的时代以摧枯拉朽之势扑面而来，随着数字信息越来越充

分的运用，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统一的虚拟数字世

界。与我们真实的世界相互映射，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让我们每个

人都可以在两个世界里自由地切换，也形成了我们每个人区别于物理

世界的第二存在空间。网络学习正是互联网时代最新运用成果之一，

它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家长、学生、老师能够很轻松的互动起

来；也改变了纸介质为主的知识载体，变成新颖、神奇的多媒体数字

产品；也去掉了知识的围墙与资源的壁垒，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受

时空的限制，便捷地得到想要的学习空间，而我们每个人对知识的使

用能力也变成这个时代最核心的个人竞争力。本文根据我校师生建设

网络学习空间的实践活动，提出一些问题和策略，以供大家参考。



一、我校学习空间建设事件描述

为贯彻落实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落实教育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工作部

署，我校根据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组织开展“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

色”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的通知精神，积极响应网络空间

征集活动号召，召开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工作会议，制定了《运城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网络学习空间推广应用及评优活动实施方案》，并在

全校范围内开展“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

征集活动讲座，引导教师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备课授课、学习指导

等教学，鼓励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个性化学习，记录在校的学

习和生活。

（一）低起点，高要求，专家引领，先进示范，让师生

逐渐形成学习空间之概念。

网络作为教育的一种天然工具，以其互动性、跨时空的特点，也

成为未来教育的主流运用，网络学习越来越成为学习的常态。任何人、

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找到任何想要知识的泛在学习环境，作为网

络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关于学习的最高境界。也逐步从一个概

念变成一种鲜活的实践，给无数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憧憬，

激动人心的理想空间。

首先我校邀请太原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中国教育科研计算

机网华北地区太原主节点主任王宝俊教授在我校作了题为《高校信息

化建设的实践和探索》的报告。各部门负责人、电教网络中心全体人



员、计算机教师、课程组组长以及部分学生共同聆听了报告。王宝俊

教授首先提出，信息化得到广泛的重视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必然。

他围绕高校信息化的建设这一问题，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深

入介绍了高校信息化建设的路径，并通过丰富的国内外案例展示数字

化校园的成功经验。报告最后，王教授指出，高等教育的信息化，是

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服务师生、提高办学水平，学校应努力实

现数字化校园的项目建设。报告结束后，王教授又和部分领导及技术

人员一起，就学校校园网建设的思路和困惑进行了交流研讨。王教授

对我校关于数字化校园建设的筹备工作予以肯定，同时对我校数字化

校园建设的方案及技术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与校党委书记彭刚

就我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进程进行了深入沟通。

借助王教授的报告影响，我校召开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工作会议。

侯娟珍副校长传达了《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组织开展“一生一空间、

生生有特色”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的通知》，并提出了我

校在网络空间建设工作上的具体要求。电教网络中心赵刚老师介绍了

此次征集活动的组织流程、实施要求和评审标准。张锋利副处长提出

我校教师网络空间建设的策略，鼓励教师通过应用信息技术来推动教

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创新。王丽萍副处长提出要引导学生

应用网络空间开展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并就学生网络

空间管理提出了可行的措施。

（二）领导带头，培训示范，让老师在水中学游泳

网络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生命体，一个不断增长的全球知识库，一



个知晓人类意图的智能数据中心，我们未知的还远远大于我们已知的。

因此，老师迫切需要指导，我们在调动了师生积极性后，立即开展了

学习空间建设的培训活动。为推动我校数字校园建设，响应中央电教

馆的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4 月 24 日至 4月 25 日，我校

在图书楼七楼电脑教室相继召开了两场“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

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讲座。副校长侯娟珍出席并主持，数

字校园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张翔升负责主讲，部分教师和学生代表以及

电教网络中心全体人员参与讲座。侯娟珍副校长在讲座一开始介绍了

此次中央电教馆有关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的情况。张翔升副主任向

大家讲解了“世界大学城”网络空间创建的具体步骤，并就教师空间

和学生空间的建设提出了可行的思路与方法，倡导我校教师和学生利

用网络空间这一平台，加强师生互动，促进教学相长。随后，参加讲

座的教师和学生在机房登录“世界大学城”网络空间进行实际操作，

指导教师为大家提供了学习视频，张翔升老师还在自己的空间开设了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辅导课，把建设和培训指导合二为一。

（三）鼓励先进，重点突破，让一部分“种子”师生做

星星之火。

中央电教馆的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是为落实教育部

关于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工作部署。我校作为数字校园实

验校，积极推进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利用先进的信息平台和云

服务，展示我校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教学资源，促进

学生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自主学习与交流互动，推进优质教育资源



普及共享。但理念、技术等等问题，使全面开花成为不现实的行为，

于是我们就抓典型、促先进、带全体，燃星星之火，为燎原之势。

“世界大学城”是一个全球一体化远程教育互助平台，我校作为

高专师范类数字校园实验校，利用网络学习空间推动教学改革，积极

组织师生参与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评比活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注册用户，教师 187 名，学生 4914 名，共建设空间 2316 个；文章

数量 1957 篇，文章被浏览总次数 15300，视频数量 36，视频被观看

总次数 1205；创建教研室 19 个，微博数量 1380；访客数量 173619

个。在 2 个月中，教师开设网络课程 15 门，并运用网络空间进行讨

论、上交作业及问卷调查，促进了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

经过教务处、学生处、数字校园领导组对学校师生网络学习空间

的集体评审，学校奖励了 12 名教师空间、130 名学生学习空间，并

推荐了 10名教师和 100 名学生参加了 2017 年“一生一空间、生生有

特色”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评选。本次活动共有 94 所职

业院校参加，共收到经学校初评报送的 804 个教师空间和 4217 个学

生空间。经师生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我校有 4 名教师获高职教师组

优秀奖，2名学生获高职学生组优秀奖。

二、师生学习空间建设情况分析

从传统比较适合事实性内容的教学，即“what”问题的行为主义

学习理论；到比较适合过程性和原理性的内容教学，即“how”的问

题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再到比较适合促进人格发展性内容的教学，即

“whole person”的问题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再到网络时代比较适合



个人意义建构的高级思维发展性内容教学，即“why”的问题的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现在如火如荼；技术的进步，也在不断的改变教育的

模式。数字化的学习是远程教育的新的发展阶段，可以随时、随地进

行自由的学习，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提供学生一个可以在任何地方、随

时、使用手边可以取得的科技工具来进行学习活动的 4A（Anyone，

Anytime，Anywhere，Anydevice）学习。下面是我们从全校师生学习

空间中抽取的部分样本数据。

（一）150 名样本数据统计表明，发表文章为空间主要

行为，视频发表最少，但二者在浏览、观看方面人气指数基

本相同。

在全校 2316 个空间中，按“访客数量”“文章数量”两次筛选，

提取出 150 个空间，依次编号为 1—150，统计表如表 1。从表中可以

看出，发表文章为空间主要行为，人均 102 篇；视频发表最少，总共

36段，人均 0.24 段，但二者在浏览、观看方面人气指数基本相同，

文章浏览篇均 150 人次，视频观看段均 150.6 人次。

表1 学习空间内容与互动主要参数描述性统计表

文章数量

文章被浏览

总次数 视频数量

视频被观看

总次数 好友数量 留言数量 微博数量 访客数量

Mean 13.0467 102.0000 .2400 8.0333 16.9333 6.0267 4.7133 228.15

Std.

Deviation
34.9558 278.93104 1.81596 60.75359 62．5031 23.2763 15.0192 742.618

Total 1957 15300 36 1205 2540 904 707 34222

（二）150 名样本相关分析表明，访客数量和好友数量

正相关，留言数量则和文章浏览数量显著正相关。

学习互动的快捷方便、跨越时空是网络学习的一大特点。人是



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同样学习也是社会化的。与别人交流是学习的

需要，也是情感的需要。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发现访客数量和好友

数量正相关，但相关系数较弱，为 r=0.281；留言数量则和文章浏

览数量显著正相关，而且相关性很强，r=0.758。除外，我们还发现

文章数量与浏览数量、好友数量、微博数量、留言数量也高度正相

关。

表 2 学习空间主要参数相关分析表

文章数量

文章被浏

览总次数 视频数量

视频被观

看总次数 好友数量 留言数量 微博数量

文章数量 1

文章被浏览总次数 .921** 1

视频数量 .392** .387** 1

视频被观看总次数 .373** .369** .987** 1

好友数量 .656** .545** .624** .578** 1

留言数量 .752** .758** .481** .443** .726** 1

微博数量 .664** .768** .083 .078 .154 .462** 1

访客数量 .168* .133 .134 .119 .281** .203* .019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三）150 名样本分段统计及方差分析表明，学习空间

建设行为以 10 名为一个数量级迅速减少，100 名后的空间行

为仅限于微博交流。

我们把150名样本按1-10、11-20、21-30、31-40、41-108、109-150

进行分组，然后对分组进行参数统计和方差分析，发现学习空间建设

行为以 10 名为一个数量级迅速减少，100 名后的空间行为仅限于微

博交流。但对访客数量分析发现，访客数量各组差异不显著，经查阅

数据异常的学习空间，发现一些空间好友少、内容处头像等基本介绍



外，没有其他内容，然而访客数量极高！经分析，其头像有极高的颜

值或特点，可见学习空间 LOGO 十分重要。

表 4 说明，除访客数量外，各组在文章数量、文章被浏览总次

数、视频数量 视频被观看总次数、好友数量、留言数量、微博数

量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

表3 学习空间主要参数分段统计表

文章数量

文章被

浏览总

次数

视频数

量

视频被观

看总次数 好友数量 留言数量 微博数量 访客数量

前10名

N=10

Mean
1.3620E2

1029.00

00
2.7000 84.3000 1.4860E2 62.9000 44.8000 6.2840E2

Std.

Deviation
2.56116E1 295.975 6.70075 217.912 188.468 66.4721 40.4799 733.253

前20名

N=10

Mean
34.9000

231.100

0
.7000 33.8000 61.8000 20.1000 5.7000 3.1950E2

Std.

Deviation
1.73490E1

126.516

97
1.33749 74.14820

6.87100E

1
1.68553E1 7.55792

2.21854E

2

前30名

N=10

Mean 9.0000 63.2000 .0000 .0000 7.1000 1.6000 2.9000 1.0470E2

Std.

Deviation
2.53859

34.1493

5
.00000 .00000 2.88483 1.34990 3.84274

4.72771E

1

前40名

N=10

Mean
4.6000

139.800

0
.1000 1.4000 8.0000 1.9000 3.6000 1.0680E2

Std.

Deviation
.51640

305.730

75
.31623 4.42719

1.12151E

1
2.76687 4.03320

8.71114E

1

前108名

N=68

Mean 1.6176 9.8382 .0147 .1471 2.7500 .4853 1.6912 71.8235

Std.

Deviation
.77324 8.21649 .12127 1.21268 3.22941 1.05791 2.40805

4.01984E

1

6 组

N=42

Mean .0000 .0000 .0000 .0000 2.3333 .1429 .5238 4.2248E2

Std.

Deviation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73440 .41739 2.20020

1.32019E

3

Total

N=150

Mean
13.0467

102.000

0
.2400 8.0333 16.9333 6.0267 4.7133 2.2815E2

Std.

Deviation
3.49558E1

278.931

04
1.81596 60.75359

6.25031E

1
2.32763E1

1.50192E

1

7.42618E

2



表 4 学习空间主要参数分段方差分析表

Sum of Squares df F Sig.

文章数量 * wzlb Between Groups 173351.715 5 573.000 .000

Within Groups 8712.959 144

Total 182064.673 149

文章被浏览总次数 * wzlb Between Groups 9803846.679 5 157.850 .000

Within Groups 1788729.321 144

Total 1.159E7 149

视频数量 * wzlb Between Groups 69.275 5 4.727 .000

Within Groups 422.085 144

Total 491.360 149

视频被观看总次数 * wzlb Between Groups 72830.204 5 4.396 .001

Within Groups 477128.629 144

Total 549958.833 149

好友数量 * wzlb Between Groups 217888.350 5 17.230 .000

Within Groups 364200.983 144

Total 582089.333 149

留言数量 * wzlb Between Groups 38234.665 5 25.915 .000

Within Groups 42491.228 144

Total 80725.893 149

微博数量 * wzlb Between Groups 17482.682 5 31.219 .000

Within Groups 16127.991 144

Total 33610.673 149

访客数量 * wzlb Between Groups 5232919.815 5 1.959 .088

Within Groups 7.694E7 144

Total 8.217E7 149

三、学习空间建设主要问题及对策

为了了解学生和老师空间建设的需求和动机，我们在空间向所有

用户发放了调查问卷，共包含三个问题，但只有 166 位师生接受了问

卷，完整回答只有 7人。结合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上述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学习空间建设有如下突出问题：



（一）师生普遍缺乏必要的网络教育观念和技术

目前我国的网络教育在本质上与电大几十年所走的老路区别不

大。网络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投入了大量人

力和物力，网络学习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的？应该说，有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对教师的职能没有认识清楚。把传统教育和网络教育作一

个比较可以看出，二者重合的部分仅在于教师的功能之一：传授知

识。网络教育忽视了教师的另外两个十分重要的隐性功能：学习监

控和学生管理。这两个功能是在传统课堂上由师生组成的学习共同

体所自然而然完成的，但是在网络学习条件下，却不能得到保证。

如果教师对这个缺陷不加以弥补的话，将会造成学习者一系列的不

适应，从而最终导致学习的失败。另外，网络技术障碍也是空间建

设的不利因素，视频浏览量很大，但发布数量极少，比文章要少得

多，原因就是从制作到上传网络都需要很多技术，占用时间也多。

这一点就足可以说明技术亲和力的重要性。

（二）不了解网络学习的优势及劣势，没有相关的学

习策略

网络学习者的来源、学习动机水平、学习者特征以及学习目标

等都各不相同。教师如果不了解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就难以提供让

每个学习者都满意的教学、资源和服务。同样，学生不知道自己该

用网络空间如何辅助学习、提高学习效率，也很难自觉运用网络进

行学习。

（三）学校缺乏网络学习的环境和激励机制，制度建设



落后

学校的制度还是线下教学和学习制度，对网络教学行为和学习

行为不能进行监控和评价。大赛也只是为了应付赛事，没有和教学

结合起来。个别老师运用网络开设了线上作业和测试，但因为数据

收集和线下评价无法整合，因此流于形式。加上学生上网缺乏设备，

手机流量费用太贵等，都使一些学习及空间建设步履维艰。总之，

若没有好的

（四）学校及师生缺乏网络学习空间建设的整体化模

式和概念

网络学习空间是以知识管理为基本前提的。知识管理是在组织

中建构一个量化与质化的知识系统，让组织中的资讯与知识，透过

获得、创造、分享、整合、记录、存取、更新、创新等过程，不断

的回馈到知识系统内，形成永不间断的累积个人与组织的知识成为

组织智慧的循环，在组织中成为管理与应用的智慧资本，有助于个

人或组织做出正确的决策，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在本次活动中

虽然建构了“专家引领---骨干示范---鼓励先进---促进全体”的基

本模式，但还没有形成管理策略，这也是我们后续解决的问题。

进入大学以后，学习方式和高中会有很大的不同，学生几乎必

须善用电脑来完成学习任务。学习空间建设，无论是总结自己的经

验还是学习新的知识或是收集一些资料，都会帮助师生建立一个有

效的知识管理系统，因此，我们相信学习空间建设的重要性和价值，

会随着数字化校园的建设逐渐深入人心的。（案例由张翔升提供）



【案例二】高职女生在线学习特点及模式分析

高职女生在线学习特点及模式分析
——以超星尔雅网络通识课程学习为例

网络学习的个性化、自主化以及低成本正在受到一些高职院校关

注。为了解决选修课课时不足、老师匮乏和教室紧张等问题，我校进

行了选修课网络教学的尝试。超星尔雅网络通识课程通过在线课堂的

形式，以教学活动组织实施为核心内容，围绕着教学任务、学习过程

考核、学习成果考核等方面展开，能够有效提高学校教学质量。随着

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的需求日益增加，在选修课领域进行网络通识课

体系建设成为我校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展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之

一。

一、课程开设基本情况

教学质量的提升是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高、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的重要保障。根据我校教学计划，我们于 2017 年 5月份开始，

在二年级学生中试开了四门课程，总学课量为 8697 人次。其中，《大

学生安全教育》（4393 人）、《【混合式】艺术鉴赏》（1966 人）、《【混

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1488 人）、《【混合式】形势与政策》（850

人）。

（一）课程运行模式

2017 年春季学期，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课程运行模式

如下表所示：



选课模式 混合选课

学习方式
采用网络学习的方式，在网上进行听课、做作业、参加考试、

参与线上讨论、提问等

学习计划 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的学习与考试

学习内容

点击所选的相应课程进行学习，按照学习计划观看课程视频，

阅读相关参考书目，观看相关讲座视频或直播，并根据学习内

容进行提问以及讨论

作业考试 根据个人首页提醒按时完成作业以及考试，以获得相应成绩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超星尔雅网络通识课程运行模式表

（二）学生学课课程清单

下表为本学期中，通识课的课程清单：

序

号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主讲人单位

选

课人

次

学

时

1
【混合式】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

李子勋、赵然、

苑媛
中日友好医院、中央财经大学

1

488

3

6

2
【混合式】形势

与政策

李松林、陈述、

祝志男、卫灵、姚

小玲、秦国伟

首都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

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

8

50

2

1

3
【混合式】艺术

鉴赏
彭吉象 北京大学、重庆大学

1

966

1

8

4 大学生安全教育

王大伟、张国

清、石子坚、潘安

农、张海燕、张卫

星、孙雷、姚武、

费国忠、田春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同济大学、上海

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松江大学城派出所、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紧急救护中心、同济大学

4

393

3

6

2017 春季学期，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尔雅通识课

（三）学生课程模块分布情况

按照超星尔雅通识模块分类，各模块下的课程数量、参学人次及

所占总人次比例分布情况如下：



通识课模块名称 课程数量 参学人次 所占总人次百分比

公共必修课 1 850 9.77%

成长基础 2 5881 67.62%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1 1966 22.61%

学生课程模块分布情况表

由上述数据可知，学生对成长基础模块的课程兴趣最高，学习人

次最多，而对公共必修课模块的课程学习人次较少。

二、课程学习的评价情况

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变化，人们对评价也有了诸多不同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

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它表明

一个有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有机体，因而整个宇宙表现为一个生生

不息的活动过程。现实世界就是一个过程，过程是由一系列事件组成

的，事物的本质通过这些事件表现出来。根据评价在何时进行以及通

过评价达到怎样的目的，可以把评价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

总结性评价。我们发挥网络功能，评价方式主要看重过程性，使学生

把学习落到实处。

（一）学生考核成绩统计

学校根据线下课程评价标准，设定普通课程视频观看得分（40%）、

测验得分（25%），考试得分（35%）。混合课程视频观看得分（40%）、

测验得分（25%）、专题阅读得分（5%）、观看直播得分（10%)，考试

得分（20%），据后台数据统计，学生在超星尔雅的课程考核总体通过

率为 96.99%，总体优秀率为 60.95%，与全国高校的平均成绩对比情



况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知，学生的学习情况良好，远远超出全国高校的平均水

平。考核成绩各分数段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考核成绩各分数段分布情况图

本学期学生的课程考核情况如下表所示：

课程名称

参加学习

的人数

已通过

人数 通过率

平均成

绩

优秀人

数 优秀率

大学生安全教育 4393 4231 96.31% 92.46 2999 68.27%

【混合式】艺术鉴赏 1966 1928 98.07% 91.08 1158 58.90%

【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488 1443 96.98% 88.80 676 45.43%

【混合式】形势与政策 850 833 98.00% 89.66 468 55.06%

合计 8697 8435 96.99% 91.25 5301 60.95%

学生的课程考核成绩表

由图可知，各课程的考核通过率整体趋势较为稳定，但《【混合

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混合式】形势与政策》等课程的优秀

率较低，建议在下学期开设这几门课时可注意加强教学管理，安排配



备相应的助教。

（二）学习过程数据追踪分析

1.访问量（按月）

综合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8 月整个学期的学习数据，可以得出

学生在网络通识课平台的学习访问频数。此处以月为单位描绘出贵校

学生在这 4个月的访问情况，统计结果如图所示：

学生的学习平台访问量（按月）情况图

如图所示，8月为学生学习的高峰月，学习平台访问量呈急剧上

升趋势。由此可知，即使是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对学习在线课程仍然

保持着较高热情和访问量，充分利用假期时间认真学习。

2.访问量（按周）

学生的学习平访问量（按周）情况图

由图可知，学生们更倾向于在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一进行在线

课程的学习。这一情况体现出在线课程学习对线下实体课堂的补充功



能，也符合在线学习随时随地学习的特点。

3.访问量（按时段）

学生的学习平访问量（按时段）情况图

由图可知，学生的学习平访访问量从每日 8 点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同时，学生倾向于在 16-20 点这一时段内进行在线课程的学习。由此，

我们建议加强 16-20 点这一时段内的网络管理工作，避免出现因在线

人数过多而导致的网速过慢、视频无法加载等情况。

（三）学习讨论和答疑情况

学生通过在论坛当中与同学进行互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网

络学习的孤独感，指导教师也能通过讨论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形

成良性互动。学生在 2017 年春季学期，共在课程学习中讨论 2714 次。

根据讨论数据显示，学生的在线讨论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安全教育、【混

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混合式】艺术鉴赏等几门课程上。学

前教育系学生参与讨论次数最多，总讨论次数为 2642 次。而美术系

的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则较低，建议我校助教对美术系学生进行适当

引导，鼓励他们参与在线讨论和相关的学习活动。

学生在 2017 学年春季学期共向答疑中心提问 152 人次，收到回



复数 152 个，回复率为 100%。其中，选择直接问老师有 70人次，问

图书馆员 22人次，集中答疑 5 人次，在线答疑 33人次，自助答疑

22人次。由此可见，我校学生最爱直接通过在线提问的方式答疑。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知，在学习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校学生最

喜爱的解决方式是“通过其他网络资源获取答案”。由此可见，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更倾向于自行解决问题，而非向超星尔雅答疑中心提问。

在今后的学习中，建议向学生普及超星尔雅的答疑方式，避免学生遇

到问题时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式。

三、典型课程及班级学习分析

课程总览中会自动统计本门课的详细情况，通过课程总监的监控，

学校可以直观快速地了解课程的进展详情。包括任务点、学生人次数、

实时讨论数、本月访问量等，任务进度、视频观看时长、学生活跃度

等大量数据均可通过后台查阅。我们以《大学生安全教育》一课，来

分析一个班级的学习情况。

《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共 36课时，由 131 个学习视频,133 个

章节测验，264 个任务点组成。共有 4393 位同学学习了本课程，其

中，已通过人数 4231 人，通过率 96.31%。平均成绩 92.46，达 90 分

以上同学 2999 人，占比 68.27%。下面以学前 211 班 为例，从学习



人次数、知识点完成数、视频观看进度、学生讨论数来汇报学生的学

习参与情况。

（一）登录频率

登录频率反映的是学生在最近 30天的访问课程情况，并且可以

看出每天每个时间段学生登录次数（见下图）我们分别绘制了 6,7,8

三个月份学生登录频率图。



我们学校是 6月 20 日开始暑假，9月 4 日开学。以上三个图基

本上反映了学生学习计划。6月和 8月明显和学校工作有关，7月份

可以反映出学生真实学习计划。

（二）学习情况的整体统计

该门课程共 264 个任务点，通过任务点的完成数可以看学生的学

习进度。学生平均任务点完成数为 256.7 个。最长视频观看时长

4047.6 分钟是王天娇同学。通过下图可以看出 95.02%的同学用移动

客户端访问，4.98%的同学用电脑网页版访问，可见手机终端在同学

们的学习过程中的更受欢迎。后台实行学习流程全监控，学生的视频、

作业、讨论、访问等情况实时被后台监督，从下表我们能看出学生学

习进度快、讨论积极、访问次数多的学生，点击查看并且可以看到单

个学生的进度统计，章节统计及访问统计。

由下图可以看出同学们每一个章节的观看视频情况及随堂测验

情况。由下图可以看出整个班级此章节随堂测验的提交情况、分数。



访问统计可以看到每个同学每天的访问次数，可以实时观看每个

同学的学习情况并发现问题。

（三）《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评价

为了了解学生学习完成课程后对课程的真实评价，我们设置了

“课程评价”功能，从知识量、趣味性、教师参与、课程设计方面对

课程及教师评分，满分 5 分。从下图可以看出，学生对《大学生安全

教育》这门课的总体评分是 4.9 分。本报告中的学生评价数据采用在



线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并进行了严格的数据整理和分析，力求确保

调查结果真实可信。

此次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答卷 1939 份（排除了填写 IP为省外的

问卷及回答时间少于 1 分钟的无效问卷），占总选课人次的 22.3%。

关于所选尔雅课程总体水平，学生对所修课程中 4门课程进行了评价，

它们的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课程名称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艺术鉴赏 61.06% 30.27% 7.96% 0.35% 0.35%

大学生安全教育 68.08% 26.45% 5.01% 0.16% 0.3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68.38% 25.81% 5.64% 0.17% 0.00%

形势与政策 66.00% 28.00% 6.00% 0.00% 0.00%

学生对课程满意度的评价图

99.33%的学生认为通过学习通识课有了一定的收获，进一步调

查分析后，我们得出学生主要认为在以下方面获得了较多收获：

优秀的师资是确保课程质量的根本所在。超星尔雅通识课的师资

精选自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授课教师的学术水平、教学能力卓

越。不仅有 7 位院士、2 位长江学者参与授课，更有来自北大、清华、

人大、复旦等学术领头者深入合作课程开发和设计。

课程学习测验和考核是保证课程质量及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

段，尔雅通识课在教学目标指导下，紧密围绕课程内容，以课中测、

课后测、章节测及学期测等多种形式对学生掌握知识点的情况进行检



测和反馈。93.66%的学生认为课程中的测验与考试题能够有效检测学

习的效果， 91.95%的学生认为课程中的测验与考试题题目知识点覆

盖全面，93.97%的学生认为课程中的测验与考试题数量设置合理，

93.24%的学生认为课程中的测验与考试题难度设置合理。

因网络问题、学生设备端问题等原因，少数学生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遇到了部分困难。通过客服和技术人员的协助，困难的解决率为

100%。根据统计，学生最常遇到的三类问题为：视频无法观看/卡顿

严重、无法登陆、无法提交作业。根据统计显示，学生认为超星尔雅

最需要解决的前三类是：字幕乱码/错别字、无法查看成绩、无法提

交作业。在使用意向方面，有 89.12%的学生在使用完超星尔雅通识

课之后，对其提供的服务感到非常满意，并希望能够继续使用超星尔

雅的课程。

四、课程学习特点及建议

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喜欢选择线下学习，而且学习自控能力较差

者也不会选择网络学习。“一份调查显示‘复旦大学超过半数的网络

生至今仍无法适应这种教学形式’；浙江大学首批网上学生 308 人，

至 2001 年 9 月仅有 70 人获得学士学位，只占入学总数的 23%”（陈

肖生，2002）。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学习者对网上学习这种形式不适应，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障碍。国外有学者曾经对这种辍学情况

进行过跟踪研究(Lauris J Grace;Peter J Smith,2001)，发现有相

当一部分学习者是因为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学习障碍，所以导致

了辍学。



从以上我校学生学习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高职女生在线

学习特点及学习模式。

（一）高职女生更关心和自己当下生活密切的课程

在四门课程中，《大学生安全教育》选课率最高，但在课程满意度

方面，《艺术鉴赏》最高。这说明，大学女更多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这和我们学校的日常教育和国家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多开设综合

素养模块的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是我们开设网络课程的一个方

向。在课程上多选取成长基础和公共必修的课程。

（二）高职女生更喜欢提升自己素养的额课程，而对政

治不太关心

《艺术鉴赏》在四门课中，认为很好的百分比低于《形势与政策》，

但选课的人不少。说明女学生更关心自身美的素养提升。当然，不少

学生更希望了解更多的学科知识，因此，我们可以为学生开设文明起

源与历史演变、人类思想与自我认知、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科学发

现与技术革新、经济活动与社会管理、国学经典与文化传承等综合课

程，打破专业视野的局限，帮助学生理解经典名著，对人、社会、文

明、国家与世界的永恒问题进行思考，引导学生逐渐形成对人类面对

的共同问题的理解力，培养学生理性审视生活并逐步改造的能力。

（三）高职女生网络学习时间有“闲、急、拖”的特点

根据访问量，8 月为学生学习的高峰月，学习平台访问量呈急剧

上升趋势，这是因为即将开学，学期将结束，因此在“赶课”；学生

们更倾向于在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一进行在线课程的学习，说明在



每一周学生更喜欢在前半周完成自由安排的任务，四、五将完成线下

学习任务。学生倾向于在 16-20 点这一时段内进行在线课程的学习，

这一段刚好是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大家把休闲和学习结合在一起。可

以看出，网络学习成为了线下教学有益的补充。

（四）高职女生在线学习模式的构建设想

1.提供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和咨询辅导系统，对注册入学的

学习者进行技术上的培训以及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此外，在注册入

学的时候，应该大致了解每一个学习者的学习背景、学习需要和学习

目标。以便于在学习过程中为学习者提供恰当有效的个别化服务，以

符合学习者的特定需求。

2.在了解学习者需求的基础上，协调教学设计专家、学科专家以

及技术开发人员的工作，为学习者提供完整的教学指导包、学习资源，

并为学习者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

3.为学习者建立一个虚拟的学习共同体。目前国内外有不少研究

在探讨建立学习共同体以便加强远程学习者的学习（Chih-Hsiung,

Michael Corry,2001;张建伟，2000）。作为学习共同体要能够为学习者

创造一种集体归属感，要让学习者有一种随时可以得到教师关注的感

觉，以此来消除学习者的孤立状态。对教师而言，可以利用该学习共

同体随时随地实现对学习者的监控和管理，以此增强教师的参与度。

4.培养学习者的自学能力和自控能力。要从方法和思想两个方面

加强学习者对学习活动的计划、调整、检测、评价、获取反馈以及控



制的能力。在学习共同体中，可以通过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自评和互

评的工具、建立个人档案的方法来逐步实现这一点。

学校应重视学习共同体建设，这是网络学习成功的重要机制之一，

也是我们本次开设在线课程的重要经验。学习者在遇到具体的学习困

难时，比如无法理解所学的课程、无法独立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达不

到自己的期望值等等，就可能会产生学习上的挫败感。学习者如果长

期处于一种时空的孤立状态，缺乏教师的直接关注和反馈或者得不到

其他学习者的参照信息，就会产生烦躁感和厌学情绪。所有这些问题

都是因为交互的失败和集体归属感的缺失。学习者应该对这种情绪引

起警觉，因为这种情绪如果不能得到缓解，可能会导致辍学。学习者

应该在这个时候主动调节自己的心态并积极地向辅导教师求助。但是，

任何求助和心态的调整必然涉及环境，这个环境应该可以孕育在线学

习并促进其生长，其应该是“助学者共同体----学习者共同体”互相

关照的混合式学习共同体。离开了共同体，在线学习肯定是短命的、

表面化的！（案例由张翔升、张锋利提供）

四、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项目”的意见和

建议。

经过一年的数字校园建设实践，我们有很大的收获，学

校的信息化进程明显加快，师生信息素养明显提升。但在建

设中有如下问题希望得到解决：

1、建设经费问题。由于学校经费有限，不能满足数字



化校园建设要求，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以支持！

2、教师及技术人员培训。因为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产

品换代加快，因此希望加强对技术骨干的国家级培训力度。

3、加大建设项目的关注力度。围绕该项目进行的一些

活动，希望能够和教育部有关部门一起行文，便于工作的开

展和力量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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