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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扑面而来，混

合式学习正是互联网时代最新教育成果之一。本文以我校网

络公选课和学习空间建设为例，分析和描述一些网络促进教

学模式改革的实践策略，供大家参考。

一、实施背景

我校 2006 年搬入新校区后，因资金紧张，现代化教学

及办公举步维艰，信息孤岛严重，师生教学观念落后，将现



代化教学模式理解为使用课件上课、用多媒体看视频，大量

的师生信息、电子资源和教学录像资料分散在不同部门电脑

中，不能共享互用。在建设职业院校数字化校园实验校的任

务驱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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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抓住契机，通过学习空间建设和网络公选课学习

活动，来解决学校教学课时紧张、公共课教学任务繁重、教

室紧张、学生学习效率不高等问题，同时希望以此推进教学

模式改革、转变师生教学理念、提升学生网络学习品质！为

此，我们和超星尔雅签署了网络选课协议，并召开了网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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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培训讲座，

引导教师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备课授课、学习指导，鼓励

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个性化学习。在这两项活动的带

动下，从 2017 年 5 月到 9 月间，完成了基础网络工程的重

建工作，并对一些信息孤岛进行整合，为下一步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二、教学模式创新及成效

网络学习的个性化、自主化以及低成本是我们进行教学

模式改革的初衷。在选修课网络教学及学习空间建设的尝试

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原教学模式：传统模式+信息技术+被动学习



在进行网络教学改革之前，我校的教学改革主要借助多

媒体技术手段，将老师从板书中解放了出来，同时通过播放

视频、动画等增加课堂的理解性和趣味性，增加课堂教学容

量，但由于老师数量不足、多媒体教室紧张，我们不得不采

取大班额（2-4 个教学班）上课，教学模式从本质上看仍然

没有走出“理论为主，讲授为主，教师为主，课堂为主，终

结性评价为主”的传统模式，个性化教学、诊断式辅导和学

生学习监控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点在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及

选修课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我校的教学突出表现为:

大班额、大容量、满堂灌、被动学习、以考代评。教学效果

差，老师忙，管理难，监控弱，效率低，师生关系紧张，资

源浪费严重，“以生为本”基本上是写在纸上、喊在嘴里，

难以落实。

（二）网络支持下的教学模式：互联网技术+移动学习+

深度学习

为了落实“工学结合、理实一体”和个性化教学理念，

我校决定在“互联网+”的理念指导下，创新教学模式和管

理模式。2017 年 5 月，借助超星雅尔网络课程平台，在二年

级开了《大学生安全教育》等四门课程，总学课量为 8697

人次。同时鼓励师生建设学习空间，解决个性化教学和辅导

问题，形成了“专家引领---骨干示范---鼓励先进---促进

全体”的网络教改模式。具体操作为：



1、低起点，高要求，专家引领，让师生逐渐形成混合

式学习之概念。先后邀请太原理工大学王宝俊教授作“高校

信息化建设的实践和探索”报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韩锡

斌院长做“互联网时代职业院校混合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专

题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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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报告影响，召开

网络建设会议,提出要求，鼓励教师通过应用网络技术来促

进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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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领导带头，培训示范，让老师在水中学游泳。为推

动数字校园建设，邀请专业公司高级讲师相继举办了两场网

络学习空间建设培训。数字校园建设办公室成员带头在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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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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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鼓励先进，重点突破，让一部分“种子”师生做星

星之火。由于理念、技术等等问题，建设学习空间全面开花

是不现实的行为，于是我们就抓典型、促先进、带全体，燃

星星之火，为燎原之势。我们在各系部推选的基础上，组成

了由 20 位教师和 200 名学生参与的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共同

体，开展了研究性学习和网络教学改革探究工作。及时奖励



了优秀师生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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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学校的云平台、官网等及时发布数字校

园及网络建设的进展和成绩，营造一种积极上进的网络教学

教改环境。

（三）教学成效：个性化教学技术与学习品质逐步养成

虽然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网络技术对教学模式改

革的效力还是明显呈现。一个突出的效果是：学生通过手机

端学习课程，在 2017 年的全国幼教资格考试中，一次性通

过率达到 87.1%，比 2016 年的 61.3%提升了 25%，相反我校

在 2016 年考前组织了大量老师对学生进行了系统的考前辅

导，而 2017 年考前只是组织了 2 次模拟测试和几次自愿参

加的考前指导讲座。除此外，还有以下数据分析可以表明网

络技术对教学模式改革的意义：

1.学习空间建设是信息化教学改革成长的土壤。积极组织

师生参与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评比活动，注册用户 5100

名，建设空间 2316 个；创建教研室 19 个，访客数量 173619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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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

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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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习空间建设过程对师生信息化素养的涵养有



“润物无声”的作用。我们对学生空间进行了抽样，把

前 150 名样本进行分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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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相关分析发

现访客数量和好友数量正相关（r=0.281）；留言数量则

和文章浏览数量显著正相关（r=0.758）。除外文章数量

与浏览数量、好友数量、微博数量、留言数量也高度正

相关。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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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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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网络课程学习可以将教学质量评价落实到学习行为

过程中，并能提供基于大数据平台的、跨校比较的便捷渠道。

网络选修课紧密围绕课程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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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定课程视频观看得分（40%）、

测验得分（25%），考试得分（35%）等标准，据后台数据统

计，在超星尔雅的课程考核总体通过率为 96.99%，优秀率为

60.95%（表 2），高于全国高校的平均成绩（图 1）。学生

学习成绩好于学校传统开课，并大量减少或节省了教师资

源、教室使用和教学管理任务。

图 1 运城幼专学生学习成绩比较分析

表 2 学生的课程考核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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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验与反思



结合建设过程中的调查问卷和数据分析，发现学习空间

建设有如下问题：一是师生普遍缺乏必要的网络学习观念和

技术；二是不了解网络学习的优势及劣势，没有相关的学习

策略；三是学校缺乏网络学习的氛围和激励机制，制度建设

落后；四是学校及师生缺乏网络学习空间建设的整体化模式

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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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后续要解决的问题。大学学习方式和中学有很大的

不同，通过学习空间建设，会帮助师生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

管理系统和交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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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