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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ybrid teaching of "Computer Fundamentals of Universities" in Jiangh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eaching mode of mixed teaching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uper-satellite system (online platform) and self-developed computer system (offline platform). The 

computer system includes autonomous learning system and testing system. Through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it can collect and analyze various online and offline data, and can stratify and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hierarchically in real time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eachers to control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mechanism,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ixed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s and 

curricul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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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江汉大学《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混合教学为实例，构造了超星系统（线上平台）

和自研的计算机系统（线下平台）融合进行混合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计算机系统包括自主

学习系统和测试系统，通过自主学习平台可以实现线上和线下各种数据的收集分析，可以分

阶段的实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分层评价，为教师阶段掌控教学过程提供依据。另外，针对学

校和课程特点对混合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机制、教学管理、教学评价提出了讨论意见。 

1．引言 

“混合教学”是把学生作为教学学习的主体，教师作为教学过程控制的主体，将传统教学

的优势和互联网下数字化资源和技术的优势结合起来，既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

程的主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取得最

优化学习效果的教学方式。 

混合教学模式目前已经得到国内外相关研究部门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

混合学习项目，清华大学牵头组织了全国30多所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了“混合教育教学改革共同

体”，教育部成立了“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湖北省很多高校如华中师范大学等都开始大规模采

用混合教学模式。 

目前，混合教学的研究存在如下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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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合教学的组织问题。如何把传统教学（线下）和互联网的Moocs教学（线上）实现

有机的统一。 

2) 混合教学融合中的分层教学机制问题。线上自主学习的学生群体个性化问题突出，不

同层次的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不同，必然要求遵循不同的教学规范路径。 

3) 混合教学融合中的技术控制问题。教师要在有限的线下课堂教学中实现有效的个性化

指导，需要构造一个混合教学平台，通过计算机系统集成线上和线下教学数据，实现学生学

习路径的智能推荐。 

4) 混合教学的评价机制。包括学生的考评机制，在线课程本身建设质量考评，教师上课

质量的考评。 

为打造具有江汉大学特色的混合教学体系，以解决以上关键问题为目标，在江汉大学教

务处支持下，计算中心于2017-2018-1学期，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中正式开展了混合教

学。 

2．混合教学方案与实施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江汉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全体4000新生在入学的第一学期必修，

48学时，3学分。本课程建设及主讲教师团队为江汉大学校级教学团队，包括计算中心教研室

全体教师，共有专任教师15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6人。教学环境包括1000台计算机规模

的实验室。 

江汉大学非常重视混合教学，是Uooc联盟成员，统一使用“超星平台”进行在线课程教学

组织。计算中心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构造了以“自主学习平台”为核心的全机房授课模式，针

对混合教学的要求，完善扩充了数据分析模块，细化了测试系统。教学团队也申报了湖北省

级教学研究项目“基于数据分析的分层混合教学模式研究”（编号2016277）。经过近一年的精

心准备，完成了在线资源重构、系统研发、题库更新扩充、教师培训等关键工作。 

在2016-2017-1学期中，教学团队选择了2017级新生当中的1175名学生，分13个班进行了

混合教学试点，完成了整个混合教学流程。从最后的效果来看，混合教学班的学生成绩普遍

高于非混合教学班，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改变比较适应，教师的观念得到了彻底的更新，为江

汉大学全面推开混合教学提供了经验。 

2.1  混合教学方案 

在一般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职责是“教”和“监管”，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则是“学”

和被“测试”，是被动的学习。在这种模式下，教学效果取决于教师教的质量和方法，更决定

于教师的监管和引导。但是其问题也更突出：教师的教学时间永远都是无法满足，而学生课

下学习则无法有效反刍和监控。 

我们认为：混合教学中，应用互联网技术，可以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通过互联网

来完成：就是教师把预选录制成熟的视频、课件、习题等各种资源预选放到网上，学生选择

自己合适的方式和时间完成“学”。那么传统课堂的功能将转为教师对学生线上学习效果进行

监控和有目的的辅导，即督学。这种思路既解决了传统课堂的问题，又能使教师腾出精力，

全力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管控。 

依据以上思路，设计了如下教学方案。具体包括： 

1. 制定全新的教学进度计划表和教学要求，规范混合教学的全过程。 

2. 使用“超星平台”，自主构建全部课程内容的视频、章节测试和ppt等教学资源，平台上

面的作业、测试、讨论等功能满足学生课下学习的需求，即Moocs的功能。 

3. 自研“自主学习平台”，实现课堂数据的全方位记录和管理，包括点名、实验、作业、

数据分析等教学监控功能。 

4. 自研计算机测试系统，以计算机题库抽题、自动阅卷方式实现对学生学习分阶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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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发的“数据分析”模块，可以阶段性的对超星、自主平台和测试数据进行收集、分析

和建模，实现对学生的分层指导。 

6. 构造全新的教学评价体系。 

2.2  适合混合教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规范 

混合教学课程总共48学时，每周4学时，2次课，要求学生一半时间到课堂学习，一半时

间在线上学习，即24学时课堂学习（每周第一次课）和24学时线上学习（每周第二次课）。

为管控教学过程，专门制定了“《大学计算机基础》混合教学规范”。 

混合教学班的“教”和“学”由超星平台完成，课程资源采用闯关模式，学生需要按教学进

度要求完成所有任务点和课下作业，教师管控课堂的主要作用是针对学生学习状况进行管控。 

具体来说，就是每周第1次课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到机房学习，教师应在课前通过相关数据

分层模型，掌握学生当前学习状态，有针对性的进行辅导；课程的核心内容包括重难点讲解、

实验讲解、布置本周自主学习内容、布置实验和作业、课堂测试等；教师可以利用自主学习

平台进行课堂点名、课上实验和课上作业，使用测试平台阶段考察学生学习情况。每周的第2

次课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地点，如教室、图书馆等，但这个时间段必须进行本课程的在线

学习，教师则要求必须到机房，同时通过在线组织教学活动，如讨论、教学直播、抢答、答

疑等多种形式进行督学。 

2.3  基于超星平台的全套线上资源 

线上资源的目的是保证完整、系统、正确的呈现教学内容，同时从技术角度控制学生学

习的方式，用来替代教师的“教”，实现学生的“学”。教学团队全体参与录制了全套《大学计

算机基础》课程的视频资源，包括190个视频点，1500分钟时长，234个任务点，配置了414

道章节测试题和对应的ppt资源。具体学习过程中，学生要分6阶段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必修内

容。其它辅修选学内容学生独立完成。 

2.4  计算机辅助的各种课堂教学监控手段 

教师线下的课堂教学中教学监管方式多样，包括： 

1、自主学习平台。 

是课堂监控的主要工具，功能包括点名、实验、课堂作业、数据分析（图1）。 

 

 

图1  自主平台监控模块 

数据分析模块，实现了对线上线下数据收集分析，通过建模计算，得到学生各部分成绩，

综合获得阶段“学习指数”。学习指数能比较客观的判断学生阶段学习情况，从而实现学生的

分层，教师可以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指导策略。 

不同的专业不同难度的课程可以采用不同的学习指数，我们目前的学习指数（A）参照

指标包括： 

阶段测试成绩A1。 

超星平台导出数据成绩A2：课程视频得分，课程视频进度，课程测验得分，课程测验进

度，讨论得分，作业得分，考试得分，任务点完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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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平台数据成绩A3：课上点名，课上实验，课上作业。 

综合指数A=A1*50%+A2*25%+A3*25%。 

本课程的A2数据数据量大复杂，需要通过建模获得。 

根据学习指数，可以对学生分层，本课程策略是分三层区分如表1： 

表1  分层策略 

学习指数 评价 策略 

A>=85 优秀 过关，开始下一阶段 

A>=50且 A<85 合格 开始下一阶段，补课下作业，提供补测 

A<50 不合格 重看视频，第二次课要求，补课上作业，组队讨论，提供补测 

2、题库测试平台。 

该平台分6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自动组卷阅卷进行监督和考评，期末考试也是这个平

台进行综合组卷。测试系统是学生过程性评价的主要考核手段。（图2） 

  

图2  分阶段测试系统 

2.5  构建教学评价体系 

通过混合教学，过程性评价数据比一般教学方式丰富得多。对这些数据可以方便的实现

学生评价、课程评价和教师评价。 

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提取了超星平台的学生线上数据，自主学习平台的课上数据，测试

平台的成绩。过程指标比较客观的呈现了学生的学习状况，以下是混合班平时成绩记载要求。

（图3） 

 

图3  平时成绩记载 

3．混合教学关键问题讨论 

3.1  线上课程资源是课程质量的基础 

混合教学中，教的环节主要由事先录制的视频承担，因此，视频质量的好坏是决定课程

质量的核心指标。 

每学期结课以后需要根据在线学习数据的反刍比以及学生、教师和同行对于课程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修改教学视频。除了视频外，PPT课件和章节测试需要合理配置，比

如在视频中加入测试，从技术层面防止学生挂视频现象。另外，还可以美化视频，加入动画

等元素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实际运行发现，参与录制视频的教师应该挑选教学经验最丰富、

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完成，而不需要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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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线下教学仍然是教学质量控制的核心 

教师仍然是整个教学过程最关键一环，教师对教学组织控制的程度仍然是教学质量的保

障，有经验有付出的教师学习效果较好。 

教师课堂的教学手段非常重要。计算机系统的辅助作用可以帮助教师客观得到学生的学

习数据，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补充。在大班教学中，计算机辅助系统几乎是必须的。测试是督

学和评价学生最客观的手段。线下6次测试成绩对学生的区分度是最高的。对学生进行分层督

学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根据课程性质不同，讨论能起到的作用不同。对于大班工科类

课程来说，课上讨论时间不够、目标不可能统一、学生参与度也不能保证，可以考虑改为课

下线上讨论，效果较好。 

3.3  数据收集和分析建模是区别教学的重要工具 

通过数据收集，实现阶段数据建模，得到学生的学习效果指数。为教师提供真实的学生

实际学习效果的判断依据。针对不同的课程可以构建不同的数据模型，这方面需要加大研究

力度。本文提供了一种基于《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习指数，对此进行了有益尝试。 

3.4  客观的教学评价体系可以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 

对学生的评价，应该以学生形成性过程为导向，对学生考评的指标包括，线上的课程视

频、任务点、讨论、作业、考试、访问数等；线下的点名、实验、课堂作业、测试。线上数

据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评，线下数据是教师监控学生学习的数据。对教师的评价，应该从

课程实施方案，教学计划，教学过程来规范。也可以从各种数据得到依据。对课程质量的评

价，课程建设包括线上资源建设和线下监控手段完善；学生的反馈是课程质量的最核心指标；

同行的阶段性评价也可以保障课程进一步完善。 

4．结语 

以互联网平台作为教学平台，以计算机系统作为监管平台，相互作用，可以最大化的提

高学习效率，方便教师的课堂管控。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分层，区别督学，可以有效的提

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依据数据分析，实行数据建模，对学生的客观分层体系研究，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根据不同的学生水平，不同的课程难度，制定适合学校需要的在线课程质量保障体系和

教师上课评价体系是教学管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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