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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教育教学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学生的学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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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如何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融入“互联网”元素是目前教学研究的热点。本文以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为例，对比分析了
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利弊以及学生在线学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院教学条件现状，提出了一种基于任务
型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该模式在大数据专业课程教学中得到了有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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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learning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How to integrate
Internet elements in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becomes a focus of research now. Taking the computer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s and the possibl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students in process of online learning.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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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onditions in author’s college, this paper proposes a task-based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 and the
mode is evaluated effectively in activities of teaching big data majo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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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线上教学虽然有效地丰富了教学模式的形式，也极大地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教育教学

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但是线上教学并不能代替线下教学，探

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传统的、单一的线下教学模式已不再普

索一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是目前研究的热点[3-7]。

遍适用，全国很多高校和教师正在探索和试验着各种新的教

因此，本文针对传统的线下教学和新型的线上教学进行了对

学模式。如何加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比分析，并结合我院计算机专业教学条件现状进行了教学模

神、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是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模式改革的

式改革的探索性研究。

一个重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互联网+”时代，线上教学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随

2 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对比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着在线教学平台逐渐大众化、简单化，越来越多的课程已完

目前，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在我国高职教学实践中仍然

成了在线资源库建设，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也习惯接受这种

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模式需要学生到教室里面与教师进行面

模式的学习。同时，依据课程性质与特点、个人网络使用习

对面教学。该模式中教师与学生是“一对多”的教学关系，

[1]

[2]

惯等因素，线上直播教学、MOOC教学 、SPOC教学 、微信

其不仅便于教师实时监管学生学习动态，而且也对学生的学

/QQ群中讨论与答疑等形式，成为目前很多高校和教师线上

习过程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经过长期实践经验表明，线下教

教学的主要形式。

学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着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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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发展，线上教学顺应趋势

在线教学资源，其将学生课前通过微视频进行的在线自学与

高速发展，给传统的线下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线上教学

传统课堂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陈剑波[4]等人在建筑

促进了教育教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以互联网

力学课程教学中，通过引入云课程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理念,

为载体，通过更便利、更灵活、更低价的教育形式，为广泛

积极探索了基于云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该模式

的受众群提供教学服务。

有效提高了课程的教学效果。张伟华 [5]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
BOPPPS模型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其主要是借助精品课
程教学平台,展开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该混合教学模式能有效

过线上教学平台做到教学“留痕”，并且可以逐步积累在线

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课堂参与度。韩静[6]以计算机专

教学资源，而学生可以重复观看线上教学资源，做到预习、

业课“网页素材设计与制作”为例，依托超星学习通在线学

学习、复习三个阶段的同步学习。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环境

习平台进行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实践研究，其

下，比如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线上教学成为唯一可行的

通过课前、课中、课后和考核四个阶段来进行学生学习过程

教学模式。但是线上教学要求学生有更高的自觉性，而且线

的把控，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质量。董文永[7]等人针对程序

上教学的内容是有限的。同时，学生在进行线上学习时也会

设计类课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基于深度学习策略的算法设计

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分析类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其通过搭建在线评测系统

3 线上学习问题分析(Analysis of online learning
problems)

来辅助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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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中的时间和空间优势，不仅对教师是一种不错
的选择，而且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良好的体验。教师可以通

以上文献均表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新时代教

育教学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上述文献均是针

心和根本。从近三年全国各省高职专科的录取分数线可以看

对如何通过在线教学平台来辅助线下课堂教学进行研究和实

出，高职院校学生的生源质量在逐年下降。相比本科院校的

践，即主要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管理和

学生，多数高职院校的学生基础知识较为薄弱，自学能力较

监督。然而，通过网络直播或者录播的形式进行真实的在线

差，学习热情不高。然而，线上学习方式对于学生自身的素

教学是目前发展的新趋势，同时，教学内容的设计在线上线

质却有着较高要求，不仅需要学生拥有积极的态度，而且也

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

需要学生拥有较好的技术功底。因此，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群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院教学条件现状，进一步加强了

体，在线上学习中可能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教学内容设计方面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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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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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学生始终是教育的中

我院计算机专业的线下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无法一目了然地掌握学生的课

学生人数偏多，所学专业课程种类多样，但实训室等硬件资

堂学习反馈，所以极易导致教师授课节奏的快慢和轻重缓急

源和师资力量有限，导致教师日常教学任务密集，学生学习

不合理，一些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甚至会被教师无

时间不规律，而且日常教学中必须严格按照上课计划执行教

意略过。这种线上教学模式下的学习，学生的学习质量是不

学活动，如有调课等特殊需求很难执行。

可控的，很可能使得一些学生是带着问题、困惑在学习。

w

(2)学习纪律问题

如今线上教学很大程度上缓减了我院教师的教学压力，
而且线上教学模式能够以更为便捷、更为低价的形式，最大

度地“模拟”线下教学。但是，面对自主学习能力弱、学习

机专业的学生，已基本普及了手机和电脑的应用，同时，计

热情不高的这类学生群体，在没有教师的监督和学校制度的

算机专业的专业课程全部通过电脑来完成。因此，计算机专

约束下，学生在直播上课时频频出现旷课、迟到、早退等现

业的学生群体为线上教学奠定了便利的基础条件，也为探索

象。学生的不自控和家长的不重视，很可能使得一些学生无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改模式提供了保障。

程度地实现个性化教学。但是它对学生的学习设备(包括：手

这种比较直接的形式来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很大程

机、电脑等)和网络环境也是有一定要求的。目前，我院计算

w
w

在线上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选择采用“直播+录播”

法保证足够的学习时长，甚至有些学生根本不学习。

本文拟提出一种基于任务型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因此，如何提升线上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如何加

该模式要求教师充分结合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势，一方

强学生学习过程的监管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上述问

面在线上教学中通过“任务型”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参

题，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了一种基于任务型的线上线下混合教

与在线学习，并利用信息技术平台增强在线师生互动，来把

学模式。

控学生线上的学习成效。另一方面，通过适宜的线下教学活

4 教学模式的改革研究——以计算机专业为例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a case
study of computer major)

动帮助学生答疑解惑，并根据教学进度实时检测学生的学习

受全国大环境的影响，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和
落地实施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3]

质量。同时，结合线上教学平台，利用线上教学中的各种互
动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来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的监管。

4.1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研究
开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即将教学任务

是全国各大高校和教师研究的重点。Zeng 等人通过录制微

根据一定比例对线上、线下授课时间进行合理分配，线上教

视频等内容建设了化学、材料、环境、药学等专业的SPOC

学部分教师负责对所教课程知识点进行讲授，线下教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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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负责对学生近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和对学生近

作业”“程序作业”和“提升作业”三个级别的学习任务。

期学习的进度进行监控。

其中，题库作业是根据课程所学知识点设计了填空题、选择

线上教学时间，教师可以通过直播或者录播的形式进行

题和判断题等题目类型。程序作业是将课程学习时教师讲解

多班级授课，即将同一门课程所涉及的所有班级统一授课，

的程序案例，在自己电脑上进行实践演练。提升作业是教师

并且同一门课程的所有教师可以联合授课。这样，一方面可

根据所学内容设计了拓展案例——统计《三国演义》小说中

以解决我院目前教学硬件资源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

人物的出现次数，学生需要根据所学知识自主思考完成程序

整合我院师资力量，加强教学管理，提升教学质量。

设计。
本次课后作业任务，针对不同学习进度的同学进行了个
性化设置。通过线上教学平台的数据统计，多数班级有50%以

间参与教学活动，从而方便一线技术人员更深入地参与高校

上的学生参与了初级难度的题库作业，有30%以上的学生参与

教学。这种师资引进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加强校企合作和深化

了中级难度的程序作业，甚至有10%左右的学生完成了全部难

产教融合，而且可以更大程度结合实际工作岗位的技术需求

度的作业任务。同时，在作业完成的过程中，部分同学通过

进行教学，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

微信跟教师积极交流和沟通，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教师通

4.2 线上“任务型”教学方法研究

过发言频率、发言质量等数据，也可以一定程度把控学生的

线上“任务型”教学方法主要是指依托现有网络教学平
台(如腾讯课堂、智慧职教、微信/QQ、学习通等)，采用“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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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教学时间和空
间相对灵活，我院可以通过聘请企业相关技术人员在业余时

学习成效。

5 结论(Conclusion)

本文通过分析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利弊以及高职院校

务型”教学方法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其中，“任务型”具

学生在线学习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结合我院计算机专业教学

决问题)进行教学，也可以是通过案例形式(即以真实生活情景

资源现状，提出了基于“任务型”教学方法的线上线下混合

为研究内容，引导学生进行问题抽象，将其转变为所学知识点

教学模式，并在大数据专业课程的线上教学过程中得到了有

的练习)进行教学，还可以是通过情景交流形式(即假设特定学

效验证。但是，并不是所有课程或者知识点都适合任务型教

习情境，引导学生相互讨论、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进行教学。

学，也不是所有的专业都适合线上教学。因此，教师应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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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说可以是通过问答形式(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

所授专业和课程的实际情况而定，因地制宜。不过，从长期
发展看，建设更好的高校在线教学管理系统，使其与传统线

“简短、高效”的内容为主，即每个子任务的学习时长以10

下教学更好地融合是必然趋势。

分钟左右为宜。课上，要求教师根据课程内容提炼知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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