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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教育？



http://www.onlinelearningsurvey.com/report/2014SurveyInfo.pdf



online education is critical



Key report findings:
•The year-to-year 3.7%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online 
leaning students is the lowest recorded over the 13 
years of this report series.
•The adoption of MOOCs  is reaching a plateau, only 8.0%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urrently offer one, 
another 5.6% report MOOCs are in the planning stages.
•The proportion of academic leaders who believe that 
MOOCs represent a sustainable method for offering 
online courses dropped to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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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开放大学应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模式

在线学习环境如何与教学模式匹配

管理与服务如何在线学习相适应



1.0 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模式



1. 1 为何选择混合模式
——对50个在线学习研究个案元分析,2010.9,USA



1.2 何种混合模式



1.2 何种混合模式



1.2 何种混合模式？

A flipped model puts video lectures 
online and brings the practice activities
into the classroom



1.2 何种混合模式



1.3 何谓混合模式



1.3 混合-在线-网络辅助：差别在哪里

在线传播占比 课程类型 典型描述

0％ 传统模式 不使用在线技术，内容靠书写或者口头传递

1－29％ 网络辅助模式

网络辅助教学，本质上是面授。

例如，使用课程管理系统（CMS）或网页
发布课程提纲、作业。

30－80％ 混合模式 在线+面授。大部分内容通过在线传递，

Typically uses online discussions, 

Typically has some face-to-face meetings

80％以上 在线模式 大部分或者全部的课程内容在线传递。
Typically has no face-to-face meetings。



1.4 如何混合1：
Typical rhythm of a week-to-week blended course



1.4 如何混合2：
Framing a blended course with onsite 

meetings(开课和综合复习FTF)



1.4 如何混合3：
My rhythm of a week-to-week blended course



• 社区是成功地进行混合教学的关键因素

（Conrad, 2005; Haythornthwaite &  Kazmer, 2004）。

• 社区感与学生感知学习之间有显著的联系

(Shea,2006; Shea, Li, & Picket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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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混合学习的关键是什么？



教学临场感

认知临场感社会临场感

(Garrison, D. R.，2000)

1.5 探究学习社区理论框架：有效的在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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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开放大学的教学模式选择

学习环境如何与教学模式匹配

在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的管理与服务如何改革



2.1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习平台？
资源与组织 练习与评价

Web page creation

Lesson sequencing

Outcome alignment

File upload

Conditional release

Collaborative editing

Quizzes and tests

Surveys

Online assignments

Self-checks

Rubrics



2.1 平台-教学模式的匹配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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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MS需要哪些通用功能：
Common features in an LMS tools

班级管理 通信与互动 组织与资源 练习与评价

Class roster花名册

Grade book评分薄

Group management

Peer review 

assignments

Data tracking or

learning analytics

Class announcements

Private messaging

Discussion forums

Live chat

Videoconferencing

Multimedia comments

System notifications

RSS订阅

Web page creation

Lesson sequencing

Outcome alignment

File upload

Conditional release

Collaborative editing

RSS feed Aggregation

Quizzes and tests

Surveys

Online assignments

Self-checks

Ru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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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们的选择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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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功能选择：学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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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哪些功能是教师满意的

4/27/2015



2.4 信息化建设的阶段目标

4/2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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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国开的教学模式选择

学习环境如何与教学模式匹配

管理、服务如何适应在线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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