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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本校应用是关键！



你的课程-慕课=？





MOOC的优势如何发挥？

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相结合！

什么是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

从广义的“混合”，逐渐过渡到狭义的“混合”，即特指是通过

面对面学习与在线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来达成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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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机制

感知
sensory registration

工作记忆 长期记忆

Learning is making durable memories
How: cognitively process it —
actively link new knowledge meaningfully with prior
knowledge 

编码 Encode

提取

Elaborative Rehearsal

By creating an active dialogue between working memory and long term memory, 
by thinking to learn, we extend, elaborate, connect, modify, and/or consolidate new memories.



"Memory is the residue of thought.”

——Daniel Willingham



"Give the pupils something to do, not something to learn; 
and if the doing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demand thinking; 
learning naturally results."

——John Dewey   



记忆的机制

感知
sensory registration

工作记忆 长期记忆

知识的可迁移性
在真实世界中解决问题

编码 Encode

提取

• 有线索的回忆(cued recall)：specific information
• 无线索的回忆(free recall)：general information

Learner should generate own cues
Prior memory should be well 
organized



四种学习模式









测试能够极大程度地改进学生学习



• 何克抗（2003年12月）首次在我国正式倡导“混合

式学习”。他提出

 “混合式学习”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

和E-learning的优势结合起来

 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

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

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何克抗，2005)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混合式教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 2009 年，美国教育部大型调查报告

《对在线学习的实证研究评价: 对在线

学习的元分析与评论》，对1996-

2008年间在高等教育中开展的有关面

对面教学、混合式学习、在线学习的

实证研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混合式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其次是在线学习

 单纯面对面教学最低效

国外高等教育中的混合式学习



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与学

混合式教学：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模式



讨论：您是否开展了混合式教学？

您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您对开展混合式教学存在的问题

混合式教学课程应该如何设计？

混合式教学是不是需要教师投入更多时间？

混合式教学是不是需要学生投入更多时间？

只有自己做了在线课程才能够开展混合式教学吗？

A

B

C

D

提交

混合式教学是不是需要学校与院系的大力支持与投入？E

投票 最多可选5项



混合式教学 ：重度混合（SPOC）

轻度混合 (雨课堂）



汽车理论



 授课老师：医学院 吴宁

 线上MOOC：不减少线下学时，学生课余时间学习MOOC，提交学习笔记，期末评选优秀笔记

 线下课程：讨论课+实验课。讨论课：学生分组准备病例分析并在课堂展示及讨论；

实验课：课前小测+课上实验+课后作业

 学生反馈：“学得最好、最扎实的专业课”

医学寄生虫学



社会研究方法



在线视频与习题

精准阅读材料

小班主题讨论综
合性辅导讲座

• 根据各次的学

习内容设计主

题

教师抛出题目

• 每周有多个时间

• 每个时间段根据人数有多个

班每班20人左右

学生自由报名

• 准备案例

• 情景模拟

教师带领助教集

体备课

• 助教分工，带各

班讨论每次1.5

小时左右

讨论课实施

• 最终成绩有很好的区分度

• 能够反映学生平时的学习投入

• 在线问卷显示，学生的满意度较高

• 时间：2014年秋季学期
• 受众：本科生
• 课程性质：公共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概论

设置多重教学环节，线上线下统筹兼顾，
改革考核方式，淡化期末，强化平时

1、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完成每章的测试题。

2、阅读课程参考书目和各章的阅读材料。

3、在讨论区进行讨论。

1、课前十问 2、假期调研

3、读书报告 4、期末论文

5、课程总结 6、 Office Hour

7、小班讨论教师提出讨论主题，助教主持，学

生自愿报名，进行展示，自由讨论。

8、线下辅导 教师或受邀专家专题讲解，补充

教学视频的不足，面对面地与学生进行即时互

动

线上 线下



图案审美与创作



数据模型与决策

授课老师：经管学院 孙静、肖勇波

线上MOOC：学生在入学前完成MOOC学习，形成对知识内容结构的基本认识

线下课程：老师串讲知识点+案例分析，学生在课下分小组进行学习交流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同时，为非全日制MBA学生提供了空间、时间上的便利



公共危机管理

 【课程组织】传统的传授型课堂 交流互动式课堂

 课程的线上线下教学环节的课时分配为1：1，实际的授课过程中，

同学们的讨论往往会延续到线上的微信群中，交流的时间要远远

超过规定学时

线上视频学习、线下讨论和课后交流三个环节，成为本课程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教师评价】

“混合式教学能够真正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时间，把课堂变为更加注

重交流和互动的场所 。不管是专业能力还是职业素养，每一名同

学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提升，这也正是研究生培养的目标”



工程管理

 【课程组织】

设计理念：课程采用“𝝅”形设计，其一是各行业各专业的前沿课程和基础知

识，其二是与经济、管理、大数据和互联网相关领域；然后是团队精神和团队

融合能力。

具体组织：同学们在课下自主学习，进行思考，带着自己企业的问题进入课堂；

以现实的场景作为切入点，提出热点问题开展讨论，总结则为知识点并提出下

一个问题。将32个学时的混合式教学变为200个知识点；移动课堂开

展游学活动，德国工业4.0、日本经济产业、美国再工业化等；打造“全生

涯教育”平台，与校友会结合，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

 【教师评价】混合式教学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效率，从现实问题出发，归结

到知识点的不断积累。



授课老师：外文系 杨芳

线上MOOC：学生通过学习MOOC锻炼听力，MOOC能让学生更系统化的学习

线下课程：老师授课+学生分组讨论+学生演讲。课外老师修改论文+国际助教与学生见面交流

微信群、微信订阅号组织学生学习，分享课外材料

通过混合式教学，进一步锻炼了学生的小组合作、文案撰写及演讲能力

博士生英语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发展方向

• 混合式教学内涵会发生变化：线上线下的混合、完全线上的混合

• 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用好慕课

• 挑战——雨课堂是现阶段最好的解决方案之一



雨课堂：轻度混合式教学工具



课前发布预习课件

Tips：

以5~8页ppt为最佳，

学生10~15分钟的完成

重点知识先修知识等
一两道习题 慕课或网络视频

——清华大学 杨芳《生活英语听说》



希望教师提前多久推送预习内容？

希望哪个时段接收预习内容？

未完成预习的原因？

时间：提前3-7天 17:00-22:30

“将此推送频率和习惯的延续，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养成课
前预习、大量阅读的好习惯“。

课前预习版PPT推送

—— 广西医科大学 赵文婧《基础医学形态学》



弹幕：并行讨论

全班一起讨论

发言不再是几位同学的独享机会



忠实呈现教学全周期
全景数据，实时同步

覆盖课前-课上-课后每一个环节

个性化报表，让教与学更明了

自动任务提醒，真正的数据驱动



关注预习数据 掌握自学情况

• 明确学习要求，量化学习行为。精心设计
预习材料，难度适宜，并将自主学习与平
时成绩挂钩

• 关注学生自主学习材料中的答题详情，及
时讲评

• 关注学生【报告老师】，及时解答



课后小结 手机端反馈

截图自2018.1.13 雨课堂智慧教学研修班

关注教学数据 记录教学行为



邮件获取详细数据

课前预习反馈

截图自2018.9.8 雨课堂峰会培训



你喜欢雨课堂吗？（1分～5分，单选） 你喜欢雨课堂哪些功能？（限选1～2个）

5分 61.11% 幻灯片同步与“不懂”反馈 77.8%

4分 18.89% 课堂习题应答系统 61.1%

3分 11.11% 课外课件推送 35.6%

2分 2.22% 投稿与弹幕讨论 65.6%

1分 6.67% 其它 5.6%

* 2017年针对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扬州大学、青海大学等多个校院1170个学生的网络问卷调查

学生们喜欢雨课堂吗？



连续三年，同一门课，同一时间，同一个问题

雨课堂对学习电路原理课程的帮助

量表题，0~10，0为无帮助，10为帮助极大

16春平均：6.90

17春平均：7.65

18春平均：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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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昱春：疫情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疫情中完全在线混合式教学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要总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在线教

育的经验，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

革教育模式。

—— 习近平 （2020年9月22日）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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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国培（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

高教国培是由高校知名教育专家、教育技术专家、科研管理专家
组成的机构，专注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与服务，致力于中国教育事
业的发展研究。面对互联网+教育挑战，高教国培勇于探索、拥
抱技术，于2019年上线“高教国培在线课程平台”，支持教师随
时、随地、随意自主在线学习、实现教师终身发展。

获取直播课信息和详细课题，关注
右侧“高教国培在线教育”微信公
众号，随时关注菜单栏的直播信息。

高教国培（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