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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计算机应用课程混合式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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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机应用课程传统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自主学习力不足。为了提高课程
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甘肃中医药大学通过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借助 MOOC＋SPOC 开展混合式
教学改革，依托智慧教学工具，实时动态反馈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进度，混合式教学使学生在线学习时
长、参与课程互动和完成作业的质量都有显著提升。目前，计算机应用课程混合式教学已在全校范围推
广，现就混合式教学的优点和实践过程进行总结，以期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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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Blended Teaching Mode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Courses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U Chun, LI Yan, LI Zi-rong, WU Xiao-dong, TAO Wei-tian, WANG Jin-lan, SONG Xian-xia, ZHANG Wei,
AN Qian-ru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courses is mainly taught by teachers, and
passively accepted by students, and the ability to learn independently is insuffici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s and improve the learning ability of students, Gans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ed mixed teaching reform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and
MOOC+SPOC, relying on smart teaching tools to dynamically feedback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 and learning
progress in real time. Blended teaching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time, participation in
course interaction, and quality of homework. At present, the blended teaching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courses
has been promoted throughout the university. Th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process of blended teaching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majority of educators.
Key words: blended teaching; computer application courses; reform; practice;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现代高等教育正在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进程

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中医药传承与创

中 ， 《 教 育 信 息 化 十 年 发 展 规 划 （ 2 0 11 － 2 0 2 0

新的第一资源 [2] 。甘肃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本

年）》 [1] 明确提出要加快对课程和专业的数字化改

校”）以培养“德业双修、医文融合、理术并重”

造，创新信息化教育与学习方式。中医药人才是中

的中医药人才为目标，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计算机应用课程面向本校各专业学生开设，是

基金项目：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计算机基础

本科阶段学习计算机文化、熟练掌握计算机实践操

教 育 教 学 研 究 （ 2019-AFCEC-110 ）； 中 国 高 校 计 算 机 教 育

作、提升信息处理能力的公共必修课。

MOOC 联盟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B190050）

1 传统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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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训练，培养利用计算机获取信息、分析问题、

2.1.2

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中医药人才计算思维发展，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和智慧教

[3]

激发学习积极性

Dec. 2020

借助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学工具，代替传统教学，学生在课外就可以完成知

是计算机教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 。
传统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学交互还停留在较

识的学习，课堂变成了教师与学生教学互动的场

低层次，只能利用投影等传统媒体呈现信息，课堂

所，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还可以促进师生

教学以教师讲授和内容展示为主，学生被动接受和

之间的交流，提高学习效果。

消化知识，难以拥有获得感。课堂教学交互环境的

2.1.3

缺失，让很多学生远离课堂、远离教师，教师对学

限 制 性 在 线 课 程 （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

生的学习处于“失控”状态。

SPOC）＋智慧教学工具，结合线上线下的教学环

针对学生被动接受、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的现
状，亟待开展教学模式改革，并重点解决以下问

及时得到教学反馈

通过 MOOC＋小规模

境，为教师提供全面的教学反馈，提高教学质量。
2.2 混合式教学的实践

题。⑴学生学习资源不足。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学

本校坚持“以学生思维发展为中心”的教育教

生学习的主要资源是教材，单一的教学资源，影响

学理念，开展计算机应用课程混合教学改革，从资

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⑵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源建设、教学模式改革、多元化学习过程评价等方

传统的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主体，学生的主动性不

面进行。

高，很难使学生有获得感，影响了学习效果。⑶学

2.2.1

生学习评价单一。传统的课堂教学，不好掌握学生

开通新编大学计算机基础共享课，创建计算机应用

的学习效果，影响了教学策略的实施，很难体现因

翻转课。新编大学计算机基础共享课是由北方工业

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大学杜春涛团队创建的 MOOC，计算机应用翻转课

2 混合式教学

是根据本校学生学习需要创建的 SPOC。MOOC 的教

混合式教学（Blended Teaching）是将在线教学
[4-6]

丰富学习资源

在智慧树在线教育平台申请

学案例、视频与教材完全吻合，引导学生采用“线

。通

下自主阅读理论知识→在线观看视频→模仿操作→

过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把学生的学习由

扩展训练”的线上、线下互动（Offline to Online，

被动转为主动，由浅到深过渡，从而获得更佳的教

O2O）学习模式，满足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

和传统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方式

学效果。混合式教学的结构如图 1 所示。

在资源建设方面，突出实用、有趣、先进、易
学、开放的原则，反复打磨教学设计，丰富教学资
源，雕琢教学案例，案例取材源于实际应用，重点
提升高阶性、突出创新性、增加挑战度，推动“学
生忙起来、教师强起来、管理严起来、课程优起
来、效果实起来”。如学生何时观看视频、观看视
频的时长、课堂练习的答题情况，是否完成学习任
务等都在平台上详细记录下来，方便教师掌握学生
的学习情况和制定教学计划。
2.2.2

开展混合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以

任务驱动的案例式教学为手段，开展混合教学，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前部署，科学规划，制
定混合教学计划，让教学活动覆盖课前、课堂、课
图 1 混合式教学结构

后 3 个阶段。
课前准备：教师在课前备课充分，准备优质的

2.1 混合式教学的优点
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

教学资源（教案、任务书、知识点集合、教学课

况，选择任何时间、地点，学习想要学习的内容，

件、教学视频）上传到教学平台，学生提前预习，

更能体现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

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进度计入平时成绩。

2.1.1

造性。

打破学习时空限制

课堂教学：教师重新组织教学内容，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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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开展模块化教学。组织小组讨论，设置

学生的医学信息素养。

问题进行抢答；布置小组任务，让小组成员分工完

2.3.3

成；以上教学活动与具体模块相结合，学生每完成

学为手段，强化实践能力训练。在夯实理论教学的

相应的学习即可获得一定的平时成绩加分。

基础上，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开展案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以任务驱动的案例式教

课后反馈：加强师生实时互动，教师参与学生

例教学，由问题导入，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鼓励学

的交流讨论，为学生答疑解惑。鼓励学生之间交流

生主动探索、对比、分析，梳理总结，培养学生理

探讨，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论联系实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3

形成过程性评价，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采用

2.3.4

增强学生感悟能力

教学中渗透计算思维，

多元评价方式，综合考量评分办法，激发学生学习

以点带面，触类旁通。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概念

动力。将学生线上、线下学习行为都纳入评价体

去求解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的行为。计算机

系，制定评分办法，关注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进

教学中渗透计算思维[8-9]，寻求计算机解决途径，建

度，客观评价学习状况，掌握学生进度，适时激励

立计算机表达模型，培养问题求解的思维方式，感

反馈，调控教学策略。

悟计算之美，激发学习兴趣。

在实际教学中，借助智慧教学工具，实时发起

教学是一门艺术，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教

线上教学活动，例如课堂签到、随堂测试、讨论、

学理论，改革教学模式，优化教学策略，提升教学

问卷调查、作业发布等，汇总学生线下与线上学习

水平，为新时代培养“学思践悟”的中医药人才。

的详细数据，随时查看学生学习情况，实时、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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