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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 课

慕 课:慕名而听的课

   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发生重大变革，并正在对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信息化对教育思想、内容、方法、环境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

进了教育现代化，信息技术成为教育变革和教学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

意见》 教高[2015]3号

    旨在推动我国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走上“高校主体、政府支持、

社会参与”的积极、健康、创新、可持续的中国特色良性发展道路。

 建设一批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代表、课程应用与教

  学服务相融通的优质在线开放课程。

 认定一批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2017年，认定1000门。

    2020年，认定3000门。

 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公共服务平台。

 促进在线开放课程广泛应用。

 规范在线课程的对外推广与引进。

 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学分管理制度创新。

 加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的师资和技术人员培训。

【在线开放课程】
   是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网上教学课程
，具备短教学视频
、作业、测验、讨
论、考试等完整的
教学活动。 



第一部分

石河子大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基本做法



1、组织机构

成立了以主管校领导为组长，各学院主管院领导，以及教

务处相关科室成员构成的教学信息化领导工作小组。

2、制度保障

制定了课程建设管理系列文件，开展分类课程建设、网络

课件立项等工作，并配套经费。每位老师的基本教学材料必须

上传到综合教学平台。

一、构建石河子大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有效机制



《石河子大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

《石河子大学网络课件立项管理办法》

《石河子大学网络多媒体教室管理细则》

《石河子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实施方案》

《石河子大学精品（一类）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石河子大学学生网上评教暂行管理办法》

《石河子大学教学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

《石河子大学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点管理办法》，等

石河子大学在线课程建设相关的系列管理文件



举办教师教育发展研讨班（已开展14期）

开展教师教育技术应用素养培训和沙龙

开展校内信息化教学专题研讨会

邀请专家来校进行课程改革讲学

举办校级课件大赛，参加全国课件大赛

一、构建石河子大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有效机制

3、学校教学工作例会（每月1次）

4、通过多种形式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



一、教学信息化现状1998年开设进行校园网建设，校园网主干链路已经升级至万
兆，学生宿舍楼全部接入校园网络，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 

在线课程相关的服务器平均每3年更新升级1次。目前，教学
应用服务完成了向虚拟化云平台的迁移。 

2009年318间多媒体教室实现了集成中央控制及网络覆盖。

博学楼数字化教室，计算机公共机房、外语学习机房、图书
馆机房等1600余台计算机均对学生自主学习免费开放。

二、完善在线教育的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一、教学信息化现状现有录播教室5间，高标清摄录一体机3台，标清摄像机2台，
高清编辑机3台，高清现场录制导播系统1套。

2003年构建网络教学综合教学平台（清华大学提供）。

2009年启用青果教务管理系统。

二、完善在线教育的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通过教务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了教学的全过程管理及服务。

 老师能够进行网上精品课程、特色专业、教学团队等建设。

 学生基本能够独立完成网上选课、评教、查询成绩等操作，

并通过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开展自主学习。

 多媒体教室由中央控制室统一管理，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三、建立网络信息化管理服务体系



学校现有视频教学资源993门，共9262集。

教学资源库有网络课程3017门，

音频素材1148个、动画素材1014个、

  图片13440个、文本素材1254个。

精品课程：省部级以上52门，校级29门。

获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3项，

      国家级资源共享课程2项。

四、不断加强在线教学资源建设
口腔常见疾病的诊治

远离疾病呼唤健康

—病原生物与疾病

西域美术掠影

教育研究方法 会计电算化



四、不断加强在线教学资源建设



四、不断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建设



  网络教学综合平台总访问量达23，797，307次，

  平均日访问量达1300人次。

四、不断加强在线教学资源建设



第二部分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效



基本原则：学校自建 + 引进

自建依托的平台：

          网络教学综合平台（清华大学）

             深圳新为Smart learning 

引进来源：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超星尔雅通识课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基本原则



1、更新了教育理念，加深了对信息技术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
趋势的理解,促进了学校教学改革和教学模式的变革。

2、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学生领略了大师风采。

3、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方法。

4、促进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培养了一批具备信
息化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教师群体。

 一、更新教育理念，共享优质资源



 2011年11月启动校内网络公选课建设工作，目前已建成
10门课程。累计13000余人次选课。

二、形成了校内自主建设的网络公选课程体系

校内开设的网络公选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助教教师 任课教师所属院(系)/部 人数

PN11001 幸福哲学 2 32 [0150177]张勇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4

PN11003 文学理论导论 2 32 [0700125]郑剑平 文学艺术学院 122

PN11006 西方建筑大师与中国当代建筑 1.5 24 [0415161]张宝庆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122

PN11006 西方建筑大师与中国当代建筑 1.5 24 [0415161]张宝庆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122

PN11007 现代礼仪 2 32 [0125063]王红萍 政法学院 71

PN11007 现代礼仪 2 32 [0125063]王红萍 政法学院 102

PN11007 现代礼仪 2 32 [0125063]王红萍 政法学院 102

PN11008 网络实用技术基础 1.5 24 [0132007]王新亮 网络中心 122

PN11008 网络实用技术基础 1.5 24 [0125099]仝行常 教务处 122

PN11008 网络实用技术基础 1.5 24 [0125099]仝行常 教务处 122

PN11009 Photoshop平面设计基础 2 32 [0215215]刘良波 教务处 122

PN11009 Photoshop平面设计基础 2 32 [0215215]刘良波 教务处 122

PN11010 当代青年皮肤病、性传播及皮肤美 1.5 24 [fy0287]曾佳 第一附属医院 121

PN11010 当代青年皮肤病、性传播及皮肤美 1.5 24 [fy0287]曾佳 第一附属医院 122

7门 合计 1618

2015年春季校内平台网络公选课开课14门次

二、形成了校内自主建设的网络公选课程体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教学视

频来源

指导老师

任  务
面授

学时

PN11001 幸福哲学 2 哈佛公开课

教师导学

网上答疑

学习指导

8

PN11002 音乐鉴赏（聆听音乐） 2 耶鲁大学开放课程

PN11003 文学理论导论  2 耶鲁大学开放课程

PN11004 人力资源管理 1.5 教育频道

PN11005 高级财务管理 2 教育频道

PN11006 西方建筑大师与中国当代建筑 1.5 教育频道

PN11007 现代礼仪 2 百家讲坛

PN11008 网络实用技术基础 2 教育频道

PN11009 Photoshop平面设计基础 2 微课程资源

PN11010 当代青年皮肤病、性传播及皮
肤美容 1.5 课程资源

二、形成了校内自主建设的网络公选课程体系

充分依托和利用国内外免费教育资源和资料



网络自主学习及无纸化考试

二、形成了校内自主建设的网络公选课程体系

设置防挂机功能

禁止学习时玩游戏及QQ



 2006-2007学年，探索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建设。
 2013年，开展《家畜繁殖学》混合教学模式改革。
 2014年，开展《文献信息检索》混合教学模式改革。

三、开展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必修课课程建设



建设历程

2008年充实资料

功能拓展期

2005年 开始接触

结合课程建设学生与课程
信息准确 校内访问快 长期保存教

学过程资料

2006-2007自由使用期

2011年以后重点建设期

符合教学
习惯

模块比较
齐全

互动手段
多样

支撑平台

弹性学习

平时成绩
依据

学生管理
方便

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历程

建设历程



基本模块

互动模块

拓展
模块

教学材料  笔记

日历 大纲 课程介绍

课程论坛
课程作业
在线测试
教学邮箱

研究

型学习

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内容



     《家畜繁殖学》基于翻转课堂的理念进行设计

 翻转课堂的四个维度：呈现 → 体验 → 反馈 → 反思。

 采用“在线学习 + 面授教学 + 实践教学”等混合教学模式进行学习。



《家畜繁殖学》混合教学模式构建

 学生通过教学平台进
行在线的自主学习，
并针对具体问题进行
研究型学习的探讨，
面授解答。

 实验实训教学模式：
在鸡场、牛舍、羊舍
、公司等地进行实践
教学，让学生从“做
中学”。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与实践就已经
掌握知识点的学习。



 《家畜繁殖学》多元评价方式                     

    采用综合评定方法，注重学生在学习环境中的过程性评价。考核方式

多元化，每个学生的考核总成绩计算：

在线学习（40%）+翻译训练（30%）+期末考试（20%）+专题讨论+报告（10%）

     基于“清华教育在线”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

分析评价，并充分尊重学习者的学习方法。



全面监测学习《家畜繁殖学》过程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对新模式的教学方法及教师的教学组织形式，
体验学习后通过邮件、论坛、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及时反馈教师进行
调整，征求学习者的意见。



《家畜繁殖学》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课程访问增长趋势（2014年3月-7月）

     课程开设仅3个月的时间，课程总访问量由0增长至10054人次，远超于
开设年限多年的课程，跃居石河子大学网络课程总访问排行前十名。 非动科
学院的学生也加入到该课程的自主学习过程中，浏览和查看相关的资源。

10054人次



 《家畜繁殖学》学生自主学习成绩良好

    对3个班的学生通过在线学习、文献翻译、报告撰写、在线考
试等进行综合评定，学习成绩通过率100%，成绩分布如下90-100
分占比20%，60%的学生成绩在80-90分区间，80%的学生成绩在80
分以上。且民族班与汉族班的学生学习成绩没有差异性。



《家畜繁殖学》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

       通过开展自主学习，学生的信息素养也得到提升和锻炼。不仅熟悉
了教学平台的基本使用，对基本的办公软件的使用水平也能熟练掌握。
从学期初第一次小组汇报到学期末的学期总结会发现学生的信息素养有
了质的飞跃，并在语言表达、团队协作能力都有进步和提升。



 2014年，利用网络综合教学平台，启动《信息检索与利
用》混合教学改革，112个班级的3467名学生参加，并
全部实现了网络无纸化考试。

二、开展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必修课课程建设

课程总学时为32学时
20课时为理论教学
12学时为检索实习

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
学时比为1:2

课程总学时为32学时
课程引导课2学时
网上自学10学时

课堂见面讨论8学时
检索实习12学时



  四个
  模块

  三个
  平台

 在线学习

讨论学习

综合实习

上机考试

 在线教学平台

 课堂教学平台

 在线交流平台

《信息检索与利用》



微视频

  《信息检索与利用》六个单元共23

个视频（293分钟）。每段8-15分

钟，根据学习内容配相关PPT和唱

词、参考资料。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信息检索与利用》成功试点无纸化考试改革。学生的优良

率达到了86.7%，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考核方式得到学生的认可。网上在

线考试节省纸质试卷3500余份，减少监考教师216人次，节省了人力物力。

学习过程评价



    2014年，参加《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的学生共3467
名，仅有27名学生成绩不合格，成绩合格率达99.2%。



对 2014 年
624 名学生
在线学习时
间统计结果
显示，在线
学 习 达 到
900 分钟以
上 的 占90%
以上。

《信息检索与利用》



           
           

上
课
效
果
调
查

你认为信息检索课采用慕课教学方式的效果如何？

信息检索与利用



《信息检索与利用》



2013年6月，我校加入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

2014年9月起，我校选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课程23门
次。选课人数达13480人次。

四、形成了国内优质课程资源的良性共享机制



四、形成了国内优质课程资源的良性共享机制

2014年秋季学期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课程10门2014年秋季学期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课程10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助教教师
任课教师所属院(系)/
部

人数

LM16012 数学大观 2 32 [0700901]李双成 理学院 152

lM16013 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 2 32 [0320225]刘雯霞 药学院 152

LM16014 神韵诗史 2 32 [0710058]杨雁 文学艺术学院 152

lM16015 翻译有“道” 2 32 [0720002]崔建强 外国语学院 159

LM16016 时装文化与流行鉴赏 2 32 [0700826]王志炜 文学艺术学院 152

LM16017 职业素质的养成 2 28 [0700302]张建平 师范学院 156

LM16018 公共关系 2 32 [0510324]黄程 经济与管理学院 230

LM16020 生命科学导论 2 32 [0155079]石峰 生命科学学院 152

LM16021 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2 36 [0700302]张建平 师范学院 155

LM16022 唐诗宋词人文解读 2 36 [0700126]杨向奎 文学艺术学院 152

LM16024 大学化学（通识类） 2 24 [0700548]李洪玲 化学化工学院 152

LM16027 经济伦理学 2 24 [0510112]程莉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2

LM16028 <世说新语>国学密码解析 2 24 [0710009]赵红 文学艺术学院 152

合计 13门 2068

2015年春季学期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课程13门2015年春季学期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课程13门

四、形成了国内优质课程资源的良性共享机制



东西部课程联盟2014年秋季《法律基础与思修》选课情况一览表

（42所高校，19004位同学选课）



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课程选课学习方式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课程选课学习方式



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相关培训资料

混合式教学



四、形成了国内优质课程资源的良性共享机制



2014年春季，通过超星尔雅网络教学平台，选择了
20门通识课程，选课人数2288人次。

四、形成了国内优质课程资源的良性共享机制



课程名称
选课 结业 获学分

课程名称
选课 结业 获学分

人数 人数 比例 人数 人数 比例

辩论修养 110 78 70.91% 戏曲鉴赏 35 23 65.71%

从“愚昧”到“科学”-科学技术
简史

103 70 67.96% 现代自然地理学 108 85 78.70%

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 238 199 83.61%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 113 71 62.83%

逻辑和批判性思维 108 70 64.81% 中国古典小说巅峰-四大名著
鉴赏

126 103 81.75%

民俗资源与旅游 140 107 76.43% 中国近代人物研究 105 55 52.38%

世界建筑史 135 107 79.26% 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 110 57 51.82%

数学的思维方式与创新 113 54 47.79% 中国文化概论 88 54 61.36%

唐诗经典与中国文化传统 104 67 64.42% 中华传统思想-对话先秦哲学 101 54 53.47%

微生物与人类健康 117 61 52.14% 中华民族精神 109 73 66.97%

文化地理 120 88 73.33% 中华诗词之美 105 58 55.24%

2014年5月，选20门尔雅课程，2288人选课，1534人取得成绩，通过率67.05%。2014年5月，选20门尔雅课程，2288人选课，1534人取得成绩，通过率67.05%。

四、形成了国内优质课程资源的良性共享机制



混合式教学模式：

网上视频+网上直播+网上提交作业+论坛发帖+见面讨论+PPT汇报

注：此图
表不包含
大学物理
的数据。



学生：我们的收获是蛮大的



1、希望加强对网络课程的宣传。

2、希望教师多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要注重学习效果而不

   是学习进度。

3、考核方式应多样化，要注重平时测验和阶段考试。

4、希望教师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学习的引导。

5、希望网络学习加强硬件设备建设和供应。

选课学生对教师的期待



第三部分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1、开展在线教学的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

2、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针对性和自觉性有待提高。

3、教师的建设在线课程的热情还需要进一步激发和
培育。

4、网络学习的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一、实施在线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教学
资源

免费资源

自建资源

购置资源

教
师
教
学
资
源
平
台

1、丰富以视频资源为引导的教师教学资源平台

二、如何发展在线教育



2、完善“教、学、管”三位一体的综合交流信息平台

学生自主学习 教师教学辅助

教学管理

学生

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

管理者

支持服
务

教师

教学指导

二、如何发展在线教育



二、如何发展在线教育

3、更新教育理念，主动开展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

英语教学改革、计算机教学改革、……………



4、加强对教学环节的监控和反馈，改革考核方式

二、如何发展在线教育

混合式教学模式不是把教师单一的灌输模式改变成富媒
体模式下的灌输模式；要注重师生研讨、合作、对话，
推动学生自主学习。



   结束语
• 一切教学变革的根本，都应当着眼于唤起
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动机，以及学习效率和
学习成就感。

• 教学信息化应用始于学习，终于促进有效
学习。

• 教学信息化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