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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blended learning, the paper describes a blended
learning oriented full-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author first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bility of each teaching activity involved in blended learning from both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method dimension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ethods
for designing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organizing teaching materials. Then, the paper takes practice in
the course of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full-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blended learning oriented
full-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can meet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learning needs,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as well as realiz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设计与实践
那俊, 黄利萍, 李丹程*
东北大学，沈阳，中国
*

通讯作者

关键词：混合式教学；MOOC；教学环节设计；教学资源组织

摘要：为有效提升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效果，文章首先从教学过程和教学方式两个维度对混合
式教学中各个教学环节的特点和适用性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支持全维度教学的教学活动设计
和教学资源建设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过程设计和实施方
案。最后，文章以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中的教学实践为例，分析了面向混合式教学
的全维度教学模式的实践效果。结果表明：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方法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了学生学习效果的总体提升。
1．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推行，移动网络已经“无缝式”地融入日常生活，教育必然要进化为互联
网科技与教育领域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即“互联网+教育”[1]。借助互联网平台，慕课、
微课等在线教学模式发展得如火如荼，学生能够直接通过网络获取学习资源和信息，学习也
从传统的课内教室学习扩展到了课外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在线学习。教学地点、形式、内
容发生的变化，对教师的角色、教学的设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充分发挥线上学习和
传统面对面教学各自的优势，跟随“互联网+教育”的发展有效改善教学，教育界提出了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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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论[2]，即要在“合适的”时间为“合适的”人采用“合适的”学习技术和为适应“合适的”学习
风格而传递“合适的”技能来优化与学习目标对应的学业成绩。
在混合式教学中，既强调学生借助在线学习平台主动、自由、灵活地获取知识，也强调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的引导作用，从而充分突出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中心组织
完整的教学过程。然而，互联网平台上各种应用和学习资源层出不穷，要发现并整理出与教
学目标相匹配的学习资源，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课程本身的教
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有深刻的理解，这对课程的初学者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由于部
分学习从传统的教室搬到了互联网平台，教师如何能够在教室以外仍然可以参与到学生的学
习活动中，给予学生所需的帮助和指导，也是教师在新的教学模式下面临的新问题。因此，
需要重新梳理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教学环节及其特点，形成一套能够充分发挥混合式教
学优势的教学设计，有效组织线上线下教学活动，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3,4]。
综上，通过从教学过程和教学方式两个维度分析各个教学环节的特点和需求，本文提出
了一套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设计，包括支持全维度的教学活动设计和教学资源建设，
并以“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为例，展示了所提出方法的实践过程和实践效果。
2．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环节分析
为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的优势，优化教学效果，需要处理好传统线下教学与现代化线上
教学之间的关系，有效衔接线上线下教学活动。为此，本文首先从教学活动所发生的时间维
度和空间维度进行分析，提出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的概念并对其包含的教学环节的
特点进行分析。
一般地，根据教学活动所发生的时刻不同，教学过程可以被划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
个环节。而引入混合式教学之后，又可以根据教学活动所发生的位置不同将教学过程划分为
线上和线下两个环节。上述两个维度的交叉可以最终得到六个维度教学环节，即课前线上、
课中线上、课后线上、课前线下、课中线下和课后线下，本文称之为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
度教学环节。进而，有效结合线上线下教学可以被进一步细化为有效衔接在上述六个维度上
发生的教学活动。为此，分析并描述出每个教学环节的目标和特点对于优化教学设计至关重
要。
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课前和课后通常是由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的教学活动构成，课前
以学生预习为主，课后以学生做作业和复习为主；而课中则是以教师为主体，按照教师预先
设计好的教案开展有计划的教学活动、完成相应教学任务。
其次，从空间维度上看，线上教学通常由学生自主完成，教师按照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
在所选择的网络平台上提供文字、视频等学习资源，学生根据自己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和学习
节奏进行自主学习；线下教学则通常以教师为主体，涉及更多的面对面互动环节，既包括学
生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
不同维度上的教学主体和特点不同，决定了在不同维度的教学上适合开展的活动不同，
为了有效提升教学效果，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的教学活动并建设配套的教学资源。
3．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过程设计
根据上述对混合式教学中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教学特点和需求的分析，明确定位各个维
度教学活动的主体和内容，并在各个维度的教学活动之间建立有效的链接对于充分发挥混合
式教学的优势至关重要。为此，本文对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过程进行了设计，具体
教学过程如图1所示。图1中自顶向下划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时间段，在每个时间段上
采用浅灰色和白色两种不同的底色区分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假设在课程开始之前，授课教
师或课程建设团队已经完成线上课程的初步建设，例如，已经拥有一门MOOC或SPOC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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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过程

按照图1中展示的教学过程，学生将在课前首先完成线上预习任务，例如观看课程教学视
频、阅读预习材料或者完成相应的自测题和讨论等预习任务。根据学生完成课前预习的情况，
教师在线下备课过程中设计并优化课堂教学安排，确定课堂讲授的重点内容、设计课上交互
题目以及课后作业题目。例如，通过布置自测题可以获得学生对本次授课内容涉及的知识点
的理解和掌握情况，从而通过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和互动安排有针对性地提升教学效果，并通
过课后作业进行学习效果评估。
传统课堂上主要以教师讲课为主，发生的互动也多以个别提问为主，难以了解整个学生
群体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情况。而基于微助教、雨课堂、慕课堂等现代化课堂交互工具，
教师则可以完成课堂在线调查和测验，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并对重点难
点问题组织有针对性的讨论。因此，我们认为线下课中仍然以教师为主体，进行课程内容的
讲授。同时，可以配合现代课堂交互工具，扩展线上课中交互，从而为教师提供实时的教学
效果反馈。
最后，学生需要在课后完成线上的作业和复习任务，参与相关课程讨论。教师则可以进
一步根据线上课中互动、课堂讲授和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的综合分析，掌握学生的实际学习效
果，确定本节课授课目标是否达到，重点难点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学生在哪些知识点上仍然
存在问题，存在什么类型的问题等。进而，根据分析结果，教师可以通过对后续教学活动的
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和巩固。例如，可以针对存在的问题补充讲解资料和测试题目，或
者在后续预测任务中扩展相应测试，再度检查学生的掌握情况和学习效果，从而形成一个教
学反馈与优化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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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过程实践
依据上述全维度教学过程设计，我们以《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为例，进行了教学实
践，收集并分析了论文所提出的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
4.1 课程基本情况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开设在软件工程专业大一年级第二学期的专业技术基础课程，
旨在使学生在掌握了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之后，深入理解面向对象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
提升软件设计与开发能力，逐步加深对软件工程的理解，提高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课程重点强调面向对象编程思想的建立，涉及类、对象、继承、多态、文件和异常处理
等内容，依托Java语言作为实践工具，帮助学生学会应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设计灵活、可
重用和可维护的小型应用系统。
由于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开课之前，学生只学习了依托C语言的先修课《程序
设计基础》，并没有Java语言基础，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的中心有在于帮助学生理
解并树立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不局限于某一种语言的语法细节，这为实际教学提出了挑战。
如何能够在重点帮助学生建立面向对象思想的同时，解除学生在使用Java语言时遇到的各种
语法上的障碍，协助学生在实践中重视体验面向对象思想的好处，一直是《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课程改革的目标。
为此，课题组引入了混合式教学理念，借助现有Java语言相关MOOC资源，建立SPOC，
并在SPOC上扩展对面向对象核心概念的讲解，从而形成教师线下以面向对象思想为核心的教
学与学生线上自学Java语言语法相结合的混合式授课方式，并基于所提出的全维度教学过程
设计，有效结合线下面向对象思想的讲授和线上Java语言的学习与实践，从而切实提升了学
生的学习效果，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
4.2 教学资源建设
课程以中国大学MOOC上北京大学唐大仕老师的《Java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为线上自学
Java语言的主线，配合C语言中文网上的“Java教程”系列网页，按照《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
程的大纲要求，分别选择了与课程对应的视频讲解和网页讲解，建立了8个学习模块。每个模
块的教学活动包括课前预习、课前自测、教学课件、课后作业和课下讨论等五个部分。此外，
线上课程还设置了每周一题和作品展示等交互环节。线上教学活动依托学校BlackBoard平台
进行，跟踪学生的平时学习过程，此部分成绩构成课程最终考核的平时成绩部分，占总成绩
的20%。
4.3 教学活动安排
课前预习对学生和教师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面向对象程序课程》在提供视频和
网页学习资源的同时，在每次课开始前都布置了相应的预习自测题。自测题以选择题的形式
出现，重点检查学生对即将开展的线下课程学习中的知识点掌握情况。此部分题目的内容通
常涉及线下课程学习中相应的基础概念，不强调对概念和方法的灵活应用，一般比较容易，
其主要目的是一方面督促学生预习并通过回答较简单直接的问题获得成就感，另一方面帮助
教师进行课前调查，从而根据学生的预习情况有针对性地组织线下课堂教学内容。
线下授课过程中，教师依据学生的预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课件内容，并在微助教平台
布置了相应的课堂互动题目，主要包括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和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和简答
题。其中，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主要考察学生在授课过程中对重点难点内容的理解情况，并
帮助教师有针对性地调整讲授进度；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和简答题则通常为了引发学生对
知识点的深入思考和讨论，从而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提升其灵活运用能力。
最后，每节课都配有相关知识点的编程练习题。此外，通过在线上课程中每周布置一道
互评作业，即“每周一题”环节，测试学生综合运用多个知识点的能力和水平，同时通过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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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实现相互学习，扩展结题思路。以论坛的形式布置了作品展示模块，则通过对优秀作品
的分享促进学生们的深层次讨论，促进创新思维的培养。上述课下环节的完成情况，则作为
教师准备后续授课内容，调整线上教学资源、优化线下教学安排的依据，从而形成了图1所示
的教学反馈闭环。
4.4 实践效果分析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最终成绩由20%平时成绩、20%课后作业和60%期末考试构成。其
中，期末考试包含了概念选择题20分、程序填空选择20分、读程序写结果15分、读类图写程
序25分和设计类图20分。所有学生被划分为采用全维度教学的实验班和没有采用全维度教学
的对比班。从最终考试结果看，实验班同学在复杂度较高的后三道题目上具有明显优势。具
体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对比表
读程序写结果题

读类图写程序题

设计类图题

三题总成绩

对比班

实验班

对比班

实验班

对比班

实验班

对比班

实验班

平均分

9.15

9.9

16.9

19.17

10.25

11.17

36.14

40.25

及格率

61.7%

73.51%

70.64%

86.49%

35.74%

50.81%

62.13%

76.22%

满分率

0.43%

3.78%

4.68%

9.19%

1.7%

0.54%

0

0

由表1中的对比结果可见，在题目的平均分和及格率上，实验班学生的最终成绩明显高于
对比班的成绩。而在满分率上，读程序写结果题目和读类图写代码题目实验班的满分率明显
高于对比班，而在设计类图方面则满分率略低。实际数据为，实验班共186人，只有一位同学
满分，而对比班共255位同学，其中满分4人，满分人数相对较少。
5．结束语
论文提出了一套面向混合式教学的全维度教学设计，通过分析线上线下和课前、课中、
课后两个维度上不同教学环节的特点，形成了一套全维度相互支撑的教学设计。通过在《面
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中的实践，验证了方法在实际教学中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实际学习效
果，特别是深入理解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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