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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alloc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eaching needs of teachers and the needs 

of platform construction, without too much consideration of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users. It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MOOC to build a learning platform based on the independent learning needs of users, and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serve 

learners be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campus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tries to explore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based on campus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looks for the path to solve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of campus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Keywords: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military academy education  

基于校园在线教学资源的自主学习平台研究  

雷小康 1, a石皓 2, b* 

1 陆军勤务学院教研保障中心，沙坪坝，重庆，中国 
2 陆军勤务学院军需采购系，沙坪坝，重庆，中国 
A 397642341@qq.com 
b*373679886@qq.com 

摘要 

目前在线教学资源的配备主要是基于教学者教学需求和平台建设需要，而没有过多考虑使用者多样化的需求。

基于使用者自主学习需求建设在线教学资源的学习平台是在线开放课程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为

学习者服务。本文从教育技术的角度分析校园在线教学资源和自主学习平台的应用状况着手，试图探讨基于校

园在线教学资源的自主学习平台系统架构，寻找解决校园在线教学资源的自主学习平台相关问题的路径。 

关键词：在线教学资源，自主学习平台，军队院校教育 
 

1.前言 

在线教学资源指网络空间中各类教学资源的总

称。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学习者离开传统教室

转向在线自主学习提供了软硬件条件的支持。随着教

育信息化的普及以及创客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

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精品课程建工作的通知》（教高[2003]1 号）之

后，各高校都在积极开展在线课程的建设[1]。 

 

2. 校园在线教学资源的应用状况分析 

截止 2020 年 11 月，我国各大高校建成线上一流

课程、线下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等 5

大类金课 5118 门。目前国内对在线课程的研究多集

中于在线课程设计与开发、在线课程建设等方面，这

些研究中有一些涉及配套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但专门

研究在线课程配套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并不多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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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线教学资源质量参差不齐 

随着 MOOC 元年的到来，以微课、慕课等“以微

为美”的新课程形式出现，视频的拍摄、制作、上传网

络更加简便，导致目前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教学视频，

花样百出，但是质量无法保证，资源水平参差不齐。 

2.2. 在线教学资源利用率低 

在线精品课程建设为例，虽然共建设了上千门国

家级精品课程，但其资源分散、无效、利用率低，且

处于“只建不用”的状态，严重违背了创建精品课程的

初衷。 

2.3. 在线教学资源建设形式单一 

调查发现，我国网络公开课的课程内容形式单一，

精品课程是其主要来源。除此以外一些在线教学资源

的拍摄环境，基本上是在传统教室里对传统课程的实

录基础上搭建的。 

2.4. 视频公开课知晓率低 

国内视频公开课抛开了教案、讲稿、电子课件、

参考资料和在线讨论等一系列教学支架，在大学生中

知晓率和应用率不高。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学生与

学习内容之间缺乏交互和讨论。 

2.5. 教学材料不足，互动交流不够 

调查发现，大部分同学都希望在课程视频学习之

外能够获得课程的 PPT 和课外推荐书目，超过半数

同学希望能够得到网上讨论交流的机会。而缺少学习

相关材料、没有课程背景资料、不了解知识点间的联

系是在线教学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 

2.6. 在线课程资源后期制作水平低 

一节精品课基本上都只是添加了字幕、片头和片

尾，缺乏对课程内容的整体设计。不能从教育技术的

角度，对资源本身进行逻辑梳理，对使用者和学习者

的理解没有达到更好的帮助作用。 

3. 校园自主学习平台应用状况分析 

目前国内外涌现了大量在线自主学习平台，国内

的网络开放教学资源学习平台主要有商用和非商用

两种类型，商用的主要有尔雅通识课系统平台、网络

教学平台( 清华) 、超星慕课系统等，非商用的主要

有网易视频、新浪名校、搜狐名校、爱课程网。同时

还有一些利用计算机的相关语言和技术自主研发的

网络课程教学平台或者移动学习平台。这些平台都大

多注重教学的组织，而对于资源的关联性和自主学习

的便利性关注不够。 

军队院校全面试点智慧教学条件建设，探索推广

研讨式、案例式、启发式、沉浸式、混合式等现代教

学方法，加快推动智慧教学在育人实践中的研究应用，

重塑教学组织方式。运用慕课、微课、公开课等网络

教学资源，推广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

大背景条件下，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将课程建设中产生的优质课程资

源保留下来，整合起来，实现课程资源共建、共享，

最大程度发挥课程资源作用，建设持续服务课程教学

的自主学习平台，成为军队院校课程建设发展的必然

趋势。 

3.1. 清华大学在线学习平台建设情况 

“学堂在线”由清华大学研发，于 2013 年 10 月正

式启动，面向全球提供资源，课程共计 393 门，开设

基础学科 19 个专业，平台合作伙伴包括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部分 C9 联盟

高校。据实时数据显示，目前正在开课的近期课程有

63 门，申报人数已达 299584 人。 

“学堂在线”的实用工具服务方便快捷。它首先完

成了 OpenEdX 平台的国际化功能，其课程检索不仅

支持中英文，还可通过检索字幕精确定位到课程相关

教学内容所在的视频帧；用户学习体验可轻松分享到

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支持跨平台、跨浏览器的纯

网页公式输入，与富文本编辑器无缝集成。在过程层

面，“学堂在线”在“参与讨论”和“结业考试”两个环节，

集成了现在网络流行社交平台和软件，不仅祛除了网

络学习的孤独感，其课程讨论伙伴的地域、层次范围

更为宽广，交流面更大、信息获取量更多的同时是思

维凝练的知识内化和拓展过程，有利于研究性学习的

开展。 

“学堂在线”与众多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开放式合

作，但课程质量上，缺乏课程质量评价标准的严格管

控，对长久发展不利。 

3.2. 国防科技大学在线学习平台建设情况 

“梦课”是由国防科技大学于 2013 年 8 月建成的

基于军事综合信息网的 M O O C 平台。目前，教学课

76 门，公开课 35 门，课程共计 111 门，军事学和基

础学科共计 8 个专业，开课单位除国防科技大学外还

包括装备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军械工程学院、中

山大学在内的 8 所院校。据实时数据显示，目前正在

开课的近期课程有 66 门，申报人数已达 252388 人。 

在学科划分上，“梦课”除按通用学科进行课程分

类外，它充分结合了军队特色，按照军事职业教育、

军队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实践等进行分类，方便官兵

依据自身岗位发展需求进行检索。“梦课”考试完全可

以依托院校承办自主场地实施，考试的有效性大大提

高，证书的授予标准和权限也不受外界影响。 

但“梦课”部分课程的保密要求导致其合作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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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造成了课程资源建设力量薄弱。过程层面

提供的讨论平台停留在“留言板”功能层次，通用性和

便捷性都很低，而且课程质量上也缺乏课程质量评价

标准的严格管控，对长久发展不利。 

3.3. 重庆医科大学在线学习平台建设情况 

重庆医科大学利用自主研发的“酷课”( COOC) 

自主学习平台建立开放课程。COOC 平台以建构主

义和关联主义的理论为支撑，基于课程知识点，整合

各种学习资源，包括图书馆、教师和学生个人储备和

互联网免费学习资源。 

该平台是构建以知识点为教学单元的自主学习

和泛在学习平台; 构建开放、动态和一站式的自主学

习课程体系; 构建学习行为管理、教育大数据应用平

台，实现对学习行为的跟踪、测试、考核和评价; 构

建课堂教学之外的师生交流学习社区和学习生态圈，

开启学校体验式互联网教学模式。该平台向学生提供

在线学习、学习资源汇聚、在线考试、效果评价、信

息互动等功能，实现基于知识点的学习、测试、资源

扩展等一站式学习;明晰课内课外知识点的关联关系，

纵向明确某一课程的全部知识点，横向明确某一知识

点会出现在哪些课程中以及发现它们之间的表述有

无差异、知识点间的关系如何等，提高学生利用网络

进行碎片化学习与自主学习的能力; 面向教师实现

课程门类、课程名称、课程章节、知识点、目标要求

等自由增删编辑; 实现同一课程不同模块教学内容

自由组合、自动生成基于知识点的教学大纲、师生互

动，提供类 Wiki 知识点( 拓展) 编辑，实现相关知识

点网络教学资源自动收割。 

3.4. 综合分析自主学习平台应解决的问题 

3.4.1.在线课程学习后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反馈 

精品在线课程存在“重申报、轻建设”的现象，普

遍存在着投入不足，重视不够，看似存在着交流平台，

但在学习者提出问题后,真正得到回答的问题却很少，

且回答不够及时。 

3.4.2.课程内容相互交叉同质 

主要表现在课程教学内容交叉重叠，针对不同教

学对象的课程同质化，同本教材用于不同培训层次、

不同专业方向课程的现象仍然存在，课程定位不够精

准、各层次间界限不够明确，不能完全区分出不同教

学对象之间的差异和关联。 

3.4.3.支撑混合式教学还有差距 

打造线上一流“精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

“精品课程”，必须有一个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

课程建设管理平台，对视频、音频、图片、图书、文

献资料和课件等丰富的课程资源进行高效的管理，支

撑混合式线上教学，目前还缺乏一个承担这样一个角

色的课程建设管理平台。 

3.4.4.课程内容相互交叉同质 

缺乏统一的课程建设管理平台，无法实现本校的

优质课程资源有效传承，且课程资源更新梳理较慢，

大多经过本校录制后，由相关单位加工后向上提供，

过程较为繁琐耗时较长，缺乏统一的简便易操作的平

台，实现课程资源的快速传承、快速更新。 

3.4.5.课程资源的传承更新问题 

现有教学评价形式单一，只注重学生对知识掌握

程度的评价，而忽略了学员学习过程、学习能力及学

习态度等发展性评价。且常态化课程评价实施难，课

程评价标准难以得到延续，存在课程评价的真实性、

客观性、公正性难以保证等问题。 

4. 基于校园在线教学资源的自主学习平台系

统构架 

为达到 “教、学、建、管、评一体化”的总目标，

现提出一种基于校园在线教学资源的自主学习平台

系统架构，满足教员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设计、快速

智能建课、教学运行、教学评价，提高教学效率和教

学质量控制的需要；满足在校学员强化基础和自主学

习、课后练习、测试与互动和远程在线自主学习需要。 

4.1. 课程资源信息化 

1.集合在线课程资源管理。可展示、查询课程的

基本信息，实现对课程基本信息的新增、修改和删除。

学生可以按照章节、关键词规范有序的查找知识，便

于自学。 

2.实现对章节内知识点的管理。实现知识点与章

节的隶属关系管理，展示章节内的知识点数量。增加

每门课程知识点的描述内容，描述内容需尽可能把所

有未来课程的授课对象考虑进去，可通过如文字、图

片、动画、视频等方式描述。 

4.2. 教学资源素材库建设自主化 

1.教学资源信息化。围绕每个知识点建设与学习、

练习、考核相适应的信息化教学资源素材库，设计、

制作课程配套的相关视频、案例、图例、模型、动画

等知识点所关联的学习参考资源内容，以备知识点学

习时调用和课后查看。 

2.构建自学管理模块。经学员申请、教员批准，

学员可参与素材库建设，构建其自己的学习管理模块，

以便拓展教学资源素材的建设。借助这一平台，教员

和学员都能进行自主地、探究式地学习活动。 

3.以知识点为中心建设题库。将知识点衍生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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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种题型，用于组织练习、测试、考试和审核等。 

4.自主学习平台所提供的学习资源库可为模拟

实验、体验式学习等提供基础。通过信息整合，加强

外部交流，丰富学习途径，满足课程联盟、项目驱动

教学的目标。 

4.3. 后台系统管理数字化 

建设集“数字化校园统一门户”、“教员个人中心”、

“学员个人中心”一体的后台系统管理。教员可通过自

主学习平台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管理，也可实现与其他

教员、学员线上沟通交流，打通线上教学的壁垒。同

时也可通过发布公告、电子作业、模拟考试、录入成

绩、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实现对学员学习情况的跟踪

与辅导。最终实现师生互评、督导评价等功能。同时

支持学员个人信息的管理，可与其他学员、教员线上

交流互动，编辑、共享笔记，且可实现交流各类在线

教学资源。学员通过收取课程公告、提交电子作业、

考试等，展示学习进度、学习历史进度、学习状态等，

也可查询成绩、错题记录，以实现师生互评的功能。 

4.4. 课程建设管理单元化 

1.通过展示课程基本信息，可选择并搜索授课教

员、课程名称，甚至课程资源中的章节、知识点、课

程的学时、学分等等。 

2.抽选知识点。通过“课程-章节-知识点”的路径

方式，抽取知识和与知识点相配套的课程资源，并且

实现对抽取后课程的章节、知识点编辑、排序； 

3.自动按课程章节、知识点相关学时生成教案初

稿，给出资源索引，填写思考题，课后作业。 

4.课程章节管理。实现对课程内章节的新增、编

辑和删除，以及章节顺序调整，实现章和节之间的隶

属关系管理。选取教员作为章节负责人，实现对章节

的有效管理。 

4.5. 后台评价管理 

1.展示考试任务信息。包括考试课程名称、考试

开始和结束时间，考试完成状态等基本信息，实现对

考试基本信息的快速查询，实现考试任务的新增、修

改和删除功能。 

2.考试任务。实现对课程建设管理中，支撑知识

点的不同习题自动组卷，可以随机组卷或按照预定规

则组卷，下达考试时间，参考人数等，实现无纸化、

自动化、智能化下达考试任务，完成考题自动阅卷，

生成考试成绩。阅卷后，自动按课程、章节、知识点

进行考试成绩分析。 

3.评教评学管理。在课程界面，提供评教评学模

块，体现专家、督导、同行、学员评价情况；实现专

家、督导、同行对课程的考评，学员对课程教学的满

意度评价。具有对接学院教学评价系统的功能，实现

督导成绩网上评价、学生网上评价、教学质量评价等

功能。 

4.6. 后台统计管理 

1.课程资源统计。统计各门课程的知识点数量、

习题数量、各类课程资源数量等有关课程资源的数据

信息，掌握各门课程资源建设的整体进度情况。 

2.课程教学统计。统计各门课程的选课人数、学

习人数，学习总时间、平均学习时间，课程教学讨论

次数，学员做笔记次数等有关课程教学的数据信息，

掌握各门课程教学的活跃度情况。 

3.作业考试信息统计。统计各门课程布置作业数

量、学员上交作业数量、完成作业数量，布置考试任

务数量、学员参考数量等有关作业、习题和考试的数

据信息，掌握各门课程作业和考试的活跃度情况。 

4.数据展示。平台实现对各类数据的直观展示，

包括采用饼状图、直方图等方式展示数据信息，并且

支持各类统计数据的导出。 

5. 结论 

基于校园在线教学资源的自主学习平台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专业课教学与部队教学中存在的自主学

习程度低、课程难重复学习、知识不系统、基础知识

掌握不够及前沿知识偏少等问题。为最终实现线上、

线下混合式智慧教学体系提供强有力的平台支撑奠

定坚实基础。通过建设一体化的课程建设管理平台，

逐步完善课程资源数据管理、优化课程资源配置，力

争实现课程“教、学、建、管、评一体化”，实现优质

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借助这一平台，不管是教师还

是学生都能进行自主地、探究式地学习活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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