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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线教学模式的构建理论与方法



在线教学模式是基于在线教育思想、在线教与学理论的指

导，在网络教学环境和资源的支持下，教与学活动中各要素

之间的稳定关系和活动进程的结构形式。

•模式是以简化的方式，对不容易或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完
善的描述，从而有助于理解和观察。

在线教学模式



n 在线教与学理论指导

n 网络教学环境、课程资源、教学工具的支撑应用

n 稳定的教学结构形式

在线教学模式的特征



《疫情时期在线教学》MOOC





《疫情时期在线教学》慕课
登上中国大学MOOC平台首页

《疫情时期在线教学》慕课
登上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
开放课程联盟首页





3. 理论分析

6. 模式完善

2. 文献研究

1. 问题提出

5. 行动研究

4. 初形构建

8. 效果分析

7. 推广应用

在线教学模式的构建过程



n文献研究（理论分析）

n行动研究（实证研究）

n基于设计的研究（理论分析+实证研究）

在线教学模式的构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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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研究操作模型



1. 确定研究总体目标

2. 通过第一轮行动研究向总体目标逼近

3. 通过第二轮行动研究向总体目标逼近

4. 通过第三轮行动研究向总体目标逼近

5. 实现研究总体目标

模式一

行动研究方法的应用

1. 确定研究总体目标，并分解成若干子目标

（2-3个）

2. 通过第一轮行动研究，完成子目标1的试验

3. 通过第二轮行动研究，完成子目标2的试验

4. 通过第三轮行动研究，完成子目标3的试验

5. 实现研究总体目标

模式二



•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旨

在通过形成性研究过程，采用“逐步改进”的设计

方法，把最初的设计付诸实施，检测效果，根据来

自实践的反馈不断改进设计，直至排除所有缺陷，

形成一种更为可靠而有效的设计。

基于设计的研究



EITT 2020

The Construction and Effect of the

MOOC-based One Plus Three

Teaching Model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疫情时期基于慕课“1+3”在线

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

谢幼如、邱艺、黄瑜玲、黎佳、
刘亚纯、吴嘉瑶



疫情时期基于慕课“1+3”在线教学

Youru Xie, Yi Qiu, Yuling Huang, et.al. The Construction and Effect of the MOOC-based One Plus Three Teaching Model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EITT 2020



“1+3”模式：

1(1个慕课平台)
+

3(使用3种工具；提供3种服务；解决3种需要)

“1”：基于中国大学MOOC平台和优质课程资源
对课程目标、内容、资源、评价等适当调整

“3”（1）使用校内同步教学工具、校际异步教学工具和互动交流教学工具等三类
在线教学工具

（2）提供学习组织支持服务、双师协作支持服务和协同教研支持服务等三种
在线学习支持服务

（3）解决疫情时期校内班级在线教学、兄弟院校SPOC教学和中小学一线教
师

在线研学三种在线教学需求



l 面向本校班级在线教学

l 面向兄弟院校SPOC教学

l 面向中小学一线教师在线研学

支持重灾区武汉的老师开展教学



“1+3”模式特点：

n 体现互联网思维，彰显在线教学价值

n 方式多样，受益面广

n 实施简便，操作性强



互联网+教学模式

• 教学体系：以互联网为基础和教学创新要素
• 教学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 教学流程：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流程再造
• 教学评价：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诊改与评价
• 教学目标：实现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

互联网+教学模式：以互联网为基础和创新要素的新型教学模式



二、湾区高校疫情在线教学模式的特征分析





第一批：参评高校39所，共312项案例，评选出优秀案例119项（高校、

学院及专业类15项，课程类一等奖52项，课程类二等奖52项）

第二批：参评高校42所，共1216项案例，评选出优秀案例310项（高校、

学院及专业类55项，课程类一等奖95项，二等奖160项）

第三批（限额申报）：参评高校58所，共683项案例，评选出优秀案

例407项（高校类25项，课程类一等奖184项，二等奖198项）

三批共收集2211项案例，评出优秀案例836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在线教学
——郑劲平、钟南山、王新华、黄庆晖、叶枫、杨玲、关伟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在线教学
——郑劲平、钟南山、王新华、黄庆晖、叶枫、杨玲、关伟杰

课程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

院士、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郑劲平教授、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带头人、广州医

科大学校长王新华教授、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副

院长黄庆晖教授等权威专家共同授课。

及时、精心、权威、创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在线教学
——郑劲平、钟南山、王新华、黄庆晖、叶枫、杨玲、关伟杰

系统、全面、辐射、覆盖

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概论

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治

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措施

四、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

五、新冠肺炎防控的人文关怀

六、新冠肺炎的研究热点及启示

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呼吸诊疗技术指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在线教学
——郑劲平、钟南山、王新华、黄庆晖、叶枫、杨玲、关伟杰

系统、全面、辐射、覆盖

课程已覆盖全国含广东、湖南、河北、河南、重庆、天津、北京、江西、

贵州、广西、吉林、黑龙江等地共 78所院校，使得广州医科大学优质教育

资源大规模辐射社会成为可能。

选课高达17900余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在线教学
——郑劲平、钟南山、王新华、黄庆晖、叶枫、杨玲、关伟杰

资源多样有广度

n 课程内容精心划分为 26 个知识点，每个

知识点约 10 分钟，着重讲解知识点中的
重点和难点

n 为学习者更好的吸收课堂知识，课程还特

别提供主要推荐资料供学习者可在平台上

自由查看学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在线教学
——郑劲平、钟南山、王新华、黄庆晖、叶枫、杨玲、关伟杰

互动丰富有深度

n 截止 4 月 9 日，平台发帖总数 1194，讨论互动

人数 5422，学生交流参与度高。

n 课程平均视频学习率高达 66%，视频学习总次
数超 12.6 万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在线教学
——郑劲平、钟南山、王新华、黄庆晖、叶枫、杨玲、关伟杰

评价多维有针对

n 学+练+考=掌握，以考促学，课后习题、讨论题、

章节测验题及期末考试题等要素交织的在线教学

过程，评价多维

n 创新性增加错题集板块，将学生出错的题目进行

汇总，使学生清晰知道自身薄弱之处，有针对性

地加强学习



临床医学专业 PBL线上教学模式
——广州医科大学 谢燕清、叶劲松、杨其霖、何晓青、黄俊士、郑丽霞、潘建刚
罗恒聪、戴汝均、杨伟民、陈烨、周颖芳、张凌丽、潘朝杰、许松青、林爱华、李建华

模式一



临床医学专业 PBL线上教学模式
——广州医科大学 谢燕清、叶劲松、杨其霖、何晓青、黄俊士、郑丽霞、潘建刚
罗恒聪、戴汝均、杨伟民、陈烨、周颖芳、张凌丽、潘朝杰、许松青、林爱华、李建华



临床医学专业 PBL线上教学模式
——广州医科大学 谢燕清、叶劲松、杨其霖、何晓青、黄俊士、郑丽霞、潘建刚
罗恒聪、戴汝均、杨伟民、陈烨、周颖芳、张凌丽、潘朝杰、许松青、林爱华、李建华



临床医学专业 PBL线上教学模式
——广州医科大学 谢燕清、叶劲松、杨其霖、何晓青、黄俊士、郑丽霞、潘建刚
罗恒聪、戴汝均、杨伟民、陈烨、周颖芳、张凌丽、潘朝杰、许松青、林爱华、李建华



疫情期间形评系统驱动下的大学英语在线教学模式
——广东医科大学 杨劲松、宋燕青、陈英、刘宇

模式二



疫情期间形评系统驱动下的大学英语在线教学模式
——广东医科大学 杨劲松、宋燕青、陈英、刘宇



《教育心理学》多元混合交互在线教学模式
——华南师范大学 何先友

模式三



《针灸百日通》在线多元混合教学模式
——南方医科大学 张东淑

模式四



《虚拟现实基础及应用》基于任务驱动的项目化 SPOC教学模式
——深圳大学 曹晓明、郑烔桐、谢娜

模式五



基于自建实训平台的直播+翻转互动在线教学模式：《程序设计基础》
——暨南大学 林龙新

模式六



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分析模型

谢幼如，邱艺等，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方式的特征、问题与创新，《电化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



主要特点

强调互联网+教育思维

体现疫情防控期间教育需求

尊重学生居家学习规律



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分析维度

谢幼如，邱艺等，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方式的特征、问题与创新，《电化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



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分析维度具体内涵













疫情时期在线教学模式的主要特征

n 教学理念：互联网+教育

n 教学目标：融入疫情思政

n 教学设计：在线教学特点、居家学习规律

n 教学过程：流程重组、结构再造

n 教学效果：育人效果、社会影响

n 特色创新：可操作、简单高效



n “互联网+教育”认识错位

n 在线教学创新的理论指导匮乏

n 条件保障仍需持续优化

n 政策机制有待不断完善

疫情时期在线教学模式的存在问题





三、后疫情在线教学模式的创新发展



n强调教学实质等效

n强调学生能力发展

n强调线上线下融合化发展

n强调“新基建”技术运用

后疫情在线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



n理论创新
在线教学理论、在线学习理论、在线教学设计理论等

n技术支持与创新
技术应用、技术支持、技术创新等

n教学结构重组
教师、学生、目标、内容、活动、环境、评价等之间关系

后疫情在线教学模式的创新维度



推动在线教学模式创新的关键

彰显在线教学功能价值

创新在线教学设计理论

加强在线教学规范指导

优化在线教学条件保障

提升师生在线教学胜任力





1. 融合MOOCs与翻转课堂的高校MF教学模式

谢幼如、倪妙珊、柏晶、张惠颜，中国电化教育，2015.10

2. 以MOOCs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教与学模式的理论分析

谢幼如、张惠颜、吴利红、盛创新、倪妙珊，电化教育研究，2016.03

3. “互联网+”时代基于OBE理念的在线开放课程资源结构模型研究
柏晶、谢幼如、李伟、吴利红，中国电化教育，2017.01

4. 基于ARCS的在线开放课程自组织学习模式研究
谢幼如、张惠颜、吴利红、邱艺，电化教育研究，2017.07

5.Research on Open University Online Courses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OCLSS)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Ubiquitous Learning （泛在学习视域下开放大学在线课程学习支持服务的研究）
吴献跃、邱艺、谢幼如、张惠颜、吴利红，ICBL 2017

6.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Open University
in China（面向开放大学的课程资源分析与发展研究）
李世杰、吴献跃、邱艺、吴利红、陈鹏宇，ICBL 2017

7.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教学实践研究：课程视角
谢幼如、吴利红、邱艺、张惠颜、李伟，中国电化教育，2017.11



8.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hare-Synergy-Innovate (SSI) Mode Based on MOOC（基于MOOC
的共享-协同-创新（SSI）模式构建与应用）
谢幼如、邱艺、黎佳，EITT 2018

9.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MOOCs Learning on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E-learning Self-efficacy
（MOOCs学习提高大学生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的效果研究）
谢幼如、黎佳、邱艺、黄瑜玲、赖慧语，EITT 2019

10.融合创新，有效提升“金课”建设质量
谢幼如、黄瑜玲、黎佳、赖慧语、邱艺，中国电化教育，2019.12

11.疫情时期高校在线教学“湾区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邹园园、李成军、谢幼如（通讯作者），中国电化教育，2020.04

12. The Construction and Effect of the MOOC-based One Plus Three Teaching Model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疫情时期基于慕课“1+3”在线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
谢幼如、邱艺、黄瑜玲、黎佳、刘亚纯、吴嘉瑶，EIT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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