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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高校  

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落实《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

件精神，推进“互联网+”、“智能+”的高校在线教学新发展，现定于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举办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大赛）。 

大赛以“以赛促建、以赛促用、以赛促教改”为宗旨，面向国内本科高校开

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专任教师或教学团队，挖掘、培育并展示教师课程

建设、教学设计等成果，推动校内教学改革和“一流课程”建设。 

大赛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分析报告》和《全国

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的数据统计源，是衡量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生态的重

要指标之一。 

大赛由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九所高校，及广东

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委员会、高校教学发展网络（CHED）联合主办，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协办。 

 

附件：《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章程》 

 

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老师，130 5721 6086， 

        苏老师，138 1789 0223； 

邮箱：zxjy@sjtu.edu.cn 

大赛 QQ交流群：834489112 

大赛网站及二维码： 

https://cnmooc.org/blended-teaching-race/2020 

 

  

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组委会  

（上海交通大学代章） 

202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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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章程 

 

一、 大赛简介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推进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建设应用进程；推动基于在线课程的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并在疫情背景下，推进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改革，经研究决

定，举办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本届大赛由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四川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九所高校，及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

导委员会、高校教学发展网络（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Network，

简称 CHED）联合主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协办。大赛鼓励参赛教师：确立学生

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提升课程的高阶性，突出课程的创新性，增

加课程的挑战度。大赛以“以赛促建、以赛促用、以赛促教改”为宗旨，挖掘、

培育并展示教师的课程建设、教学设计等成果，激励教师不断创新，将课程建设

与课堂教学实践紧密结合，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二、 参赛对象及项目范围 

国内高校承担课程教学或实践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改革的教师或教学团队。 

    参赛团队选定一门课程作为参赛项目，可以是以下三者之一： 

（1）基于优质在线开放课程（引用或自建），结合本校实际对校内课程进

行改造，打造在线课程与本校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混合式课程。包括疫情期间利用

直播等形式替代线下课堂的混合式课程。 

（2）以面授为主、发挥在线课程平台等信息化技术优势的线下课程。 

（3）华为产学合作专项：以上二种类型课程中，引入华为公司相关资源，

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课程。 

    获得 2019 年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三等奖（含）以上奖励的项

目，不参加本次大赛。 

三、 大赛赛制 

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费、参赛费（提交初赛材料即视为报名参赛）。大赛分

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 

1. 初赛阶段 

参赛团队提交参赛项目基本信息及一次课的说课视频（具体要求见附件）。

项目团队依据初赛评审指南，对其它参赛项目进行在线评审（互评），未完成评

审任务的项目将取消参赛资格。大赛组委会择优确定进入复赛阶段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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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赛阶段 

参赛团队提交参赛项目的教学设计表（完整课程）及一个知识单元（3-5 学

时）的说课视频。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择优确定进入决赛阶段的项目。 

3. 决赛阶段 

参赛团队参加决赛答辩。大赛组委会确定各类获奖项目。 

4. 申诉 

在进入复赛、决赛及奖项评定等环节，组委会将公示名单。如有任何异议，

参赛者可在公示期内实名提出申诉。 

四、 大赛赛程 

阶段 内容 起止时间 备注说明 

初赛 

初赛培训 7月 25日-9月 11日 
混合式教学 

及参赛指导 

初赛提交 8月 26日—9月 11日 
网上填写 

提交说课视频 

初赛互评 9月 13日—9月 20日 参赛者互评 

公布复赛名单 9 月下旬 大赛网站公布 

复赛 

复赛提交 11月 9日—11月 26日 
网上填写 

提交复赛作品 

复赛专家评审 11月 27日—12月 10日 专家评审及复评 

公布决赛名单 12 月中旬 大赛网站公布 

决赛 
决赛答辩 

暨颁奖典礼 
12 月下旬  

五、 竞赛奖励 

1. 复赛总成绩排名在第 1-30名的项目进入决赛，评出特等奖、一等奖、二

等奖；复赛总成绩排名在第 31-60名的项目获得三等奖。 

2. 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具体见下表： 

奖项 数量 奖金额度 

特等奖 5 10,000 

一等奖 10 5,000 

二等奖 15 3,000 

三等奖 30 1,000 

3. 设立华为产学合作专项奖，共 10名。每名奖励 5000元，同时邀请参加

教育部-华为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进一步完成课程建设。 

*注：所有奖金均为税前人民币（元）。 

六、 竞赛组织机构 

1. 主办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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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委员会、 

             高校教学发展网络（CHED） 

2. 协办单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 媒体支持： 中国新闻社、中教全媒体、MOOC公众号（ID：openonline） 

4. 指导委员会 

 主任：     丁奎岭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委员（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陈文海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戴立益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冯宝帅  华为 EBG人才生态发展部部长 

陆  昉  复旦大学原副校长，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沈  毅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助理 

王  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郑庆华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5. 专家委员会 

 主任：     汪  琼  北京大学 

 副主任：   谢幼如  华南师范大学 

            丁  妍  复旦大学 

委员（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冯晓英  北京师范大学 

 顾小清  华东师范大学 

     郭宝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黄明东  武汉大学 

     卢  鹏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蒋建伟  上海交通大学 

     罗先觉  西安交通大学 

     庞海芍  北京理工大学 

     战德臣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红伟  四川大学 

     章晓懿  上海交通大学（CHED） 

6. 组织委员会 

 主任：     蒋建伟  上海交通大学  

 副主任：   孙  华  北京大学 

张俊斌  西安交通大学 

刘耀林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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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丁旵明  华东师范大学 

冯  菲  北京大学 

李亚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兰利琼  四川大学  

邢  磊  上海交通大学（CHED） 

赵雅琴  哈尔滨工业大学 

周红春  暨南大学  

 

7. 秘书处 

 秘书长：   苏永康  上海交通大学 

 副秘书长： 吴平颐  华东师范大学 

韩盼盼  上海微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秘书（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陈博君  上海交通大学 

顾敏哲  西安交通大学 

何  恬  上海交通大学 

林  祎  四川大学 

陆蓉蓉  华东师范大学 

钱  榕  复旦大学 

王华文  华东师范大学 

王丽丹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志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赵海霞  暨南大学 

朱莹希  上海交通大学 

七、 其他 

1. 提交初赛材料，即视为认同本章程； 

2.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 

 

 

 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组委会 

                                          2020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