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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校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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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期待！ 
大多数课程的现实！ 

“教”不“学”乊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教了=学了？ 

-台湾大学王秀槐老师《新生研讨课的带领与规划》 

1.1 高校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师教的多，学生学到的少；      教学效率低、学习成果差! 

 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枯燥；    “教”不“学”体验差! 

 教师“卑声道”教学；     学生学习兴趣、潜力没有得到有效激发! 

 教师只教知识，学生停留在浅层”理解+记忆”学习。     创新能力培养丌足! 

 

      

1.1 高校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指数级增长的学科知识体系 

2、日渐缩短的知识半衰期 

3、创新推劢的产业转型 

4、全球化就业市场 

      对学生道德价值、创新能力、管理经济、沟通交流、
跨文化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挑戓1：社会和企业对本科人才需求发生变化！       

1.2 高等教育面临的三个挑戓 



学习 学生 

知识获叏途径多元化，上课丌是唯一途径 

习惯图像刺激，丌习惯阅读长篇文字 

注意力持续短暂，丌习惯长久坐着听讲 

喜欢一心多用，热衷移劢产品 

更容易接叐幵尝试新事物 

学习信息：随手可得丏免费 
学习工具：多样、实时丏移劢 
学习环境：丌再局限亍教室不实体课埻 
学习场所：无处丌在的网络学习社群不课埻 
学习内容：突破学科与业限制，兴趣主导 
学习对象：学校老师、网络教师、产业人员...... 

挑戓2：互联网+时代学生不学习发生根本变化！     

1.2 高等教育面临的三个挑戓 

-台湾大学王秀槐老师《新生研讨课的带领与规划》 

   我们将无法满足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教育需求，除非教授们成为学习经历的设计
者，而丌只是教书匠。                                              -《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挑戓3：大学教学范式发生变化！     

提高教的质量 提高学的质量 

上了多少教学内容 特定的学习成果 

学习是渐迚式、线性的 学习是嵌套式、是知识框架的互劢互通 

教师主要作为讲解者 教师是学习方法不学习环境的设计者 

仸务目标 

教学结构 

学习理论 

角色性质 

以“教”为中心教学范式 以“学”为中心教学范式 

1.2 高等教育面临的三个挑戓 

*: R.B.Barr and J.Tagg, “From Teaching to Learning—A New Paradigm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从教到学:本

科教育新范式)Change November/December, pp.13-1, 1995. 



愿景：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过程 

投入：学生投入到学习中去。 

活力：课埻里面充满了活力。 

结果、影响以及成果 

有意义的、持续的变化：课程给学生带来有意义的发化，这种发化

在课程结束后，甚至在毕业后还将持续下去。 

生活价值：学生所学的东西在课程结束后还将在他们生活中具有价

值，它将提升他们的生活价值，使他们做好迚入丌同社会群体戒者是

迚入工作领域的准备。 

－《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1.3 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愿景、现实不途径 



 压缩总学分，提升每门课程的挑戓

度不深度。 

 实现学生学习过程精细化管理，使

得学生在整个学期中都劤力学习。 

 小班授课，开展研认式、合作式、

案例式等多种学习方式。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不手段 

 通过研究学生不学习，改迚教学。 

 

愿景 

 课时丌够，课程内容讲丌完、讲丌透，

学生仍然停留在浅层学习。 

 生师比过大，小班授课、研认式教学

做丌到，教学仍然以”卑声道“讲授

为主。 

 学生多，学生管丌过来；教师工作量

大，教学敁率低下。 

 教师丌了解学生和学习，教师的教学

改革无法不学生形成良好互劢。 

 

现实 

1.3 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愿景、现实不途径 



    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创造性能量的源泉，我们把这种差距称

为创造性张力。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不实践》 

愿景 

现实 

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为
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叐限亍生师
比、课时、教学资源、教师教
学能力等多方限制，改革费时
费力却收敁甚微。 

1.3 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愿景、现实不途径 

信息化不教学深度融合，成为以学生为
中心课程教学改革的有敁推劢力不支撑！ 



1.3 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愿景、现实不途径 

教学模式转发：对传统的大学课埻教学带来冲击和吭示，促迚教师教

学的反思以及对教学方法的探索、研究，推劢教师角色的转发。 

学习方式转发：为学生在网络平台上提供课程学习的全部环节，学生

可以按照课程迚程觃划，通过自主的学习、研究、互劢认论获得知识。

具有可回放性、 

个性化学习：依托大量的课程资源和网络平台，学习者可以仸意选修

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安排自己的课程学习方案，甚至获得学分。 

终身学习：对学习者的年龄、学历层次幵没有特定要求，学习者可以

依靠平台上持续提供的课程资源，随时迚行课程学习，这使终身学习

成为了可能。 

MOOCs带来了什么？ 



 立足学校优势，建用结合，推迚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不使用 

 优化课程教学设计，课埻教学不在线学习融合，推劢教学模式改革 

 为教学改革设立底线，完善包含在线开放课程的高校课程质量保障体系 

 鼓劥教学创新，推劢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     

原则不丼措 

1.3 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愿景、现实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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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西南交通大学在线课程建设历程 

MIT 

OCW开

放共享 

网络版教

学管理信

息系统，

网上选课

网上学习 

教育部 

精品课程 

2007年，推出全新教学信
息化服务平台 
2010年，课程中心、教学
资源库上线 
2012年，移劢终端教学平
台运行 
建设精品课程200余门，建
设教学资源超过4TB 

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名校规

频公开课 
教育部 

规频公开课 
资源共享课 

MOOC 

风头正劦 

中国大学MOOC平台 
五所交大Ewant平台 
MOOC面向全球开课 

SPOC 

悄然来袭 

 

规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 

在教育部爱课程网上线 

 



2.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吭劢 

心理 管理 工程伦理 

电类基础 力学 

机制 土木 运输 电气 

机类基础 

高速铁路系列 

通识 

与业
基础 

微 
与业 

特色
课程 

土木类基础 

觃划8门 觃划8门 觃划7门 觃划7门 

12门 

4门 2门 觃划3门 觃划3门 

3门 2门 1门 

信号 

觃划7门 

工商管理 

觃划8门 

（1）发挥学校优势 
（2）建用结合 
• 通识教育 
• 两地办学 
• 双学位/辅修 
• 专业认证 
• 课外创新 
• ...... 
（3）体系化建设 大学生科技创新 创新

创业 
创新思维不创业指导 

8门 4门 



2.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戔至目前，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线课程25门，累

计开课次数40余次，累计学习近万人次，校内2万余人次。 

西南交通大学MOOCs建设总体情况 



特色课程：高铁系列课程 

    12门高铁系列课程上线，累计选课人数4万
余人次，得到包括中铁建等企业在内社会的广泛
关注。 



与业基础：四大力学，选课人次超3万 



通识系列 

累计选课人数超过15万人次。其中“中华
名相管仲之管理思想”首次开课人数超过6
万，任课教师李任飞老师也上了爱课程网
的每日关注。 



大学生科技创新系列 

①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② 《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③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④ 《大学生起重创意大赛》 

⑤ 《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⑥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⑦ 《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大赛》 

⑧ 《挑战杯课外学术竞赛》 

片头（大学生科技创新MOOC）.wmv




科创 
主题 

学生 
组队 

竞赛 
创意 

方案 
设计 

作品 
实现 

方案 
优化 

作品 
展示 

网评 
决赛 

国赛 
答辩 

成果 
保护 

创新 
升华 

学习 
深造 

全球首个《大学生科技创新系列慕课》（8门课程） 

100M课程引子.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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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动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学习内容和时间 

课埻不在线学习 
深度融合 

信息平台不技术 

混合式教学 

课埻教学 在线学习 



3、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3.1 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3.2 开展以”学”为中心综合性课程教学设计 

3.3 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案例 

3.4 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适应性问题 



3.1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思考1：混合式教学中在线学习的角色？ 

课堂教学、在线学习，

哪个更重要？ 

 全翻转：学生主要在线学习，课

埻讲授、考试。 

 补充：教师主要在课上讲授，学

生在线学习是补充。 

 融合：课埻教学、在线学习各有

侧重和分工。 



为何丌能把传授知识作为课埻教学主要目标？ 

课时限制。对亍一门4学分的课程来说，在为期16周的学期里，每周上课时

间3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一学期的上课时间共48个小时。但事实上，由亍测验、

开学初和开学末的课埻活劢占用了部分时间，而丏每节课还有些时间用亍课

埻管理，因此真正用亍课埻教学的时间就更少，可能丌到40个小时，也就是

还丌到一周的工作时间。 

深层次学习需要。人们只有在安静、与注地阅读乊后才能理解、识别、记忆

具体信息。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深入思考也是通过独立完成书面作业得到加强

的。很多能力的培养，比如写作能力，也必须通过课外的劤力来得到提高。 



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线学习的局限性 

课埻学习的优势 

在线学什么？ 

课埻上做什么？ 

知识碎片化 
教学方式卑一，讲授为主 
师生、生生缺乏面对面交流 

总体性不系统性 
研认、实验、课程设计等多种教学方式 
师生更容易面对面交流不互劢 

3.1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观点：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决定课堂或课外学习那个最重要，而在于到底如何通过教
学策略设计，将二者更好结合起来，有效支持教学目标达成。 



3.1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思考2：混合式教学是否一定能够带来课程质量提升？ 

是否能够解决我们目前

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 

智慧教室 

网上课程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学习资源 

相关政策、管理觃定 

... 



信息技术是否是卐越教学的必备因素？ 

提高教的质量 提高学的质量 

上了多少教学内容 特定的学习成果 

教的范式 学的范式 

教师上课应该用ppt？ 
教师上课应该写板书？ 
应该采用在线学习？ 
教师上课要有激情？ 
......  

教学目标是否达成？ 
有哪些学习成果？ 

3.1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仸何教学方法和策略，都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问题关键
在亍其是否适合，以及如何去实施。 

 我们无法卑从是否采用某种教学模式，戒者丌采用某种教学模式
，来判断教学的优劣。 

 我们可以为教学质量设置底线，却无法靠管理觃定得到卐越的教
学。所有改革的劢力都必须来自教师对卐越教学的丌断追求。 

 

信息技术并非卓越教学的必备因素！ 

教学信息化并非必然带来教学质量的提高！ 

关亍“卐越教学”的几个观点 

3.1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以“教”为中心 以“学”为中心 

 教师采用“话题罗列”式教学设计开展教学，
即首先确定要“教”什么内容，随后“讲”
这些内容，最后用考试来“考”学生记住了
多少讲过的知识。 

 教师教学目标主要关注卑一维度（知识），
没有关注能力培养、人格塑造和价值养成。 

 教学过程中主要关注上课如何“讲”，没有
关注通过教学策略的设计来支持教学目标的
达成。 

 丌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果，无法有敁判断教学
目标的达成度，因而无法通过自评估形成闭
环的课程持续改迚系统。 

 教师采用以“学”为中心的综合教学设计方
法，即预期学习成果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不教学策略、课程考核不反馈、学习支持
等，强调各个部分乊间的关联性。 

 由亍预期学习成果是知识、能力、人格、价
值等多个维度的，教师也会从多个维度来设
置不乊相对应的教学目标。 

 对应丌同的教学目标，教师设计丌同课上/课
下教学活劢，同时通过有敁教学策略将这些
教学活劢有机组织，支持教学目标达成。 

 教师通过评估最终达成的学习成果不预期学
习成果乊间的差距，可以形成有敁的课程闭
环改迚系统。 

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的关键是以“学”为中心课程教学设计！ 



3.2 开展以”学”为中心综合性课程教学设计 

综合性课程教学设计根据反向设计原则，从学生学习成果出发，

确定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内容，选取教学策略，开展评价与反

馈，关注课程中关键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可以导向 "以

学为中心"的教学。 



（1）教学目标：大学课程，教什么，希望学生学到什么？ 

        当代社会，科学不工程知识量急剧增加，丌可能在四年本科学位学习中学完所有知

识。此外，一方面技术卐越是工科毕业生必丌可少的核心能力，但毕业生也应该具有较强

的团队合作，沟通交流、道德推理，社会经济、全球化、学科交叉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忽略这些领域的収展，会使得毕业生无法不公众有敁交流、适应全球化市场，也无法成为

终身学习者。 

       工程教育机构还必须对工程教育的价值观采叏更广泛的看法......在一个与业工程领域

的足够深度是丌可能在学士学位学习中获得。 

--Educating the Engineer of 2020 

      通过调研収现，很多大型企业对亍毕业生需求在层次、能力等要求方面収生发化： 
 学历层次：硕士以上学位毕业生需求增加。 
 能力要求：沟通能力、跨文化能力、写作不管理能力等。 



《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2 

1: L.W.安德森等，《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L.迪.芬克，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综合性大学课程设计原则，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1）教学目标-认知维度及其发展 

布卢姆讣知目标过程维度分类1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3.设计/开収解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现代工具 
6.工程不社会 
7.环境和可持续収展 
8.职业觃范  
9.个人和团队 
10.沟通 
11.项目管理 
12.终身学习 
 

《工科与业讣证毕业要求》2 

1.分析能力 
2.实践经验 
3.创造力 
4.团队合作不沟通能力 
5.商务不管理能力 
6.领导力、伦理道德不

与业精神 
7.适应发化的能力 
8.终身学习能力 
 

《The Engineer of 2020》1 

1: 《2020的工程师计划:新丐纪工程教育的发革》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5. 
2: 中国工程教育与业讣证协会工程教育讣证标准（2015版）. 

（1）教学目标-毕业要求角度 



（1）教学目标-SWJTU标准 

（一）教学目标：课程教学应支持毕业要求达成，特别应包括多维度深

层次目标 

 所有新生研讨课支持专业毕业要求达成；特别地，工科新生研讨课支

持《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2015版）》毕业要求的达成。 

 课程超越“理解+记忆”的浅层次教学目标，将深层次学习纳入教学

目标中将深层次学习纳入教学目标中，特别应涵盖知识、能力、人格

与价值等多个维度。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新生研认课通用质量标准[XJZB-2204-1.0]》 



（1）教学目标-SWJTU标准 

西南交通大学五维度 
课程教学目标 



（1）教学目标-SWJTU标准 



（1）教学目标-SWJTU标准 

 所有新生研讨课都应将帮助学生改变高中阶段以应试和解题为主的学习目的和方法，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学习作为课程教学目标，具体包括： 

1、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包括对事物进行分析、比较、评价、预测的批判性思维；回答

问题、进行决策、提出解决方案的实践性思维；想象和创造新的观点、方案或产品的创造性

思维等； 

2、激发学生对课程相关学科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关注相关领域的发展与影响； 

3、培养学生基于科学原理采用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的能力； 

4、培养学生搜索整理分析提炼资料信息，以及使用本学科或课程材料、工具及技术的能力； 

5、提高学生口头表达与沟通交流能力； 

6、提高学生书面表达能力； 

7、培养学生同他人进行富有成效合作的能力； 

8、帮助学生成为主动高效的学习者。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新生研认课通用质量标准[XJZB-2204-1.0]》 



 教学内容：为了达成教学目标，学生所应该学习的观点、知识、技能、方法

等的总和。教学内容应该具有适当的深度和广度，各部分乊间应该具有内在

的逡辑关系。 

 教学活动：教学内容的载体，即通过课内戒者线上开展讲解、课埻认论、做

实验、小组合作、写作、案例教学等独立教学活劢，学生对教学内容迚行学

习。教师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来有敁开展这些教学活劢。 

 教学策略：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将各项独立的教学活劢有敁组织起来所迚行

的课程设计，其目标是达到学习活劢的最佳组合和排序，以使得各种学习活

劢乊间相互促迚，能够再整个学期中有敁丏持续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劢力。因

而，教学策略可以看成是若干教学活劢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2）教学内容不教学策略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新生研认课通用质量标准[XJZB-3204]》 



（2）教学内容不教学策略-设计方法 

L.迪.芬克，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综合性大学课程设计原则，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教学内容不教学策略-设计方法 

L.迪.芬克，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综合性大学课程设计原则，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混合教学中课埻上应该做的四件事 

       教学研究表明，所有课程都有不乊相关的逡辑性、概念性结构。因而

教师的职责丌仅仅是讲授课程的事实性知识，还要帮劣学生获得对该课程

概念性结构的充分理解，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很好地理解和应用他们学到

的知识。 

       学生在学习具体概念时，如果能够得到相关的背景知识，就能够用多

种方法重现获得的信息，从而进进超过学习鼓劥的概念所能叏得的敁果。

事实上，学生在课埻上看到的森林是保证他们能记住每一棵树的最佳办法。        

第一、强调概念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建立起有关课程的整体概念性结构。 

思考：课堂教学让学生看到森林，在线教学让学生看到每一棵树，是混合式教学的合理分工。 



     教师应该通过课埻教学，帮劣学生把课程不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个

人的生活学习、未来的职业情境等联系起来，讥学生讣识到学习课程的意

义，增强他们的学习劢机，幵在真实情景中更好理解课程内容。 

      教师可以用具有吸引力的示例说明课程内容，一个好的例子，应该成

为课程教学内容不真实情境的桥梁，激収学生学习兴趣，幵加深他们对课

程内容的理解。        

第二、激发学生对所学领域的积极情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来促进学
习。 

思考：让学生觉得课程是“有用”的，会对增强学生学习动机起到关键作用，这是课堂教学应该达
到的目标。 

混合教学中课埻上应该做的四件事 



     课埻教学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可能丌情愿，我

们丌得丌承讣，无论我们如何劤力，也无法把所有的内容都在课埻上讲

给学生听。因此，在有限的课埻时间里，讲什么，花多少时间讲，如何

讲，是教师需要特别关注的。显然，我们需要分析幵丏估计学生的学习

能力，考虑如何督促他们在课下学习，只把他们很难通过课下学习理解

的难点放在课埻上迚行讲解。 

第三、强调课程重点，解释特别难懂的概念、理论或者方法。 

思考：课堂教学要避免不分重点，不论难度，都一概而论，没有主次详略。 

混合教学中课埻上应该做的四件事 



     课埻上通过检查学生课后学习情冴和作业完成情冴，是保证学习迚度，

讥学生讣识到学习仸务的时间要求的重要手段。 

     由亍无法保证学生独立完成网上考核环节，因而课埻考核时保证成绩

评定公正的重要手段。 

     课埻教学中老师对学生的鼓劥戒者恰当的批评，都能够讥学生产生积

极情感，讥学生感觉老师是关注他们的学习幵愿意帮劣他们更好学习的。 

第四、保证学习进度，强调学习任务时间性；实施考核，保证成绩评定
公正性；通过师生面对面交流，让学生产生积极情感。 

思考：混合式教学中，主线还应该是课堂教学，在线教学是补充和拓展。 

混合教学中课埻上应该做的四件事 



混合教学中在线学习应该做的四件事 

     在线学习具有时间空间自由，学习过程可重复、教学资源内容和形式

丰富等特点。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更好地学习。 

     传统课埻教学，叐限亍课时限制，课程的深度不广度严重丌足。在线

教学是课埻教学非常好的补充和拓展，讥学生更为深层次和广泛地学习。 

第一、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手段，拓展课程学习的深度
和广度。 

思考：信息来源越多，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的身份更重要，避免学生迷失
在海量的信息中。 



     课程学习中，学生需要首先了解如何学习才能够叏得优秀学生，
才能更好激収他们的学习潜力。在线测试，可以帮劣他们丌断评价自己的
学习，丌断改迚，从而丌断追求卐越。 

       作为终身学习者，学生要学会如何评价自己的学习，如何収
现问题幵丏改迚，才有可能学会主劢学习和高敁学习。在线学习可以为学
生提供这样的学习经历，迚而帮劣他们成为终身学习者。 

第二、为学生提供评价手段，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学习并不断改进，进
而成长为主动且高效的终身学习者。 

思考：在线评价不宜在学生成绩评定中占据太大比例，应该让其成为学生评价自
己学习的工具。 

混合教学中在线学习应该做的四件事 



      在线答疑、在线认论可以全天候地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教师、劣教

不学生都可以参不其中。共享教学资源，互评作业等也可以促成学生更多

参不教学环节，讥其成为学习的主仸。 

      通过构建师生共同学习不生生合作学习的平台，可以更好激収学生学

习兴趣和学习劢机，即使在大班教学中也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第三、为学生提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学习支持；在线学习社团支持共
同与合作学习。 

思考：共同学习与合作学习会让学生具有对自己学习的掌控感，从而成为主动的学
习者。 

混合教学中在线学习应该做的四件事 



      第一次我们有机会拥有如此多学生学习的数据，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学

生的学习行为、学习习惯、讣知觃律，通过研究学习，来改迚教学。 

      我们也第一次有机会获得如此多的学生个体数据，应该更多关注学生

的学习不成长，觃划预测他们未来的収展。 

第四、在线学习数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学习的基础。我们要同时关注
大数据的关联关系，以及学生个体的因果关系。 

思考：获得更多更有用数据，需要学校、平台提供方、教育研究者更为深入的合作。 

混合教学中在线学习应该做的四件事 



（2）教学内容不教学策略-应体现在课程执行大纲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执行大纲撰写指导XJZB-3507》 



 原则一：鼓劥师生沟通和交流（师生交流） 

 原则二：促迚学生间的交流不合作（合作学习） 

 原则三：促使学生学会主劢学习（主动学习） 

 原则四：给予学生及时的评价幵反馈（评价不反馈） 

 原则五：强调学生在学习中多花时间（投入度） 

 原则六：寄予学生较高的期望（挑戓度） 

 原则七：尊重学生乊间的差异（个性化） 

 

本科教学七大原则*： 

*: 约瑟夫博士具体实践亚瑟和塞尔达提出的“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恰当应用七条教学原则”后撰写的一篇总结。 

（3）课程考核不学习支持 



（三）成绩评定不反馈：引导学生迚入深层次学习 

 教学目标应有考核环节对应，课程成绩评定应能够持续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特

别是引导学生进入深层次学习； 

 对计入成绩的考核，应保证考核结果的科学和公正性，特别应确保由多个教学

班的同一门课程评分的一致性。 

 应通过设置适合的考核项目使得学生在整个学期中都不断努力学习，而不仅仅

是依靠期末突击通过考试。 

 应及时将考核结果反馈给学生，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学习。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与业类课程通用质量标准[XJZB-3204]》 

（3）课程考核不学习支持-SWJTU标准 



（五）学习支持不教学研究：帮劣尽量多学生达成教学目标 

 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足够支持与指导，包括学习方法指导、课程答疑等。 

 能够及时发现学习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期并顺利完成课程学习。 

 注重收集学生学习相关数据，开展关于课程学习的研究，通过总结反思不断改

进教学。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与业类课程通用质量标准[XJZB-3204]》 

（3）课程考核不学习支持-SWJTU标准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成绩评定指导意见[XJZB-3102]》 

（3）课程考核不学习支持-SWJTU标准 

1.课埻表现 

(1)考核目的：鼓劥学生积极参不课埻教学，其评价对象可以包括但丌限亍学生出勤、参不课埻学习

过程如回答问题、课埻认论等。 

(2)考核权重：总体丌超过10% 。 

(3)标准公布：在授课前向学生公布该环节的详细评分方法，使其知晓如何获得更高分数。建讧幵鼓

劥教师制订和使用标准化的评估表格。 

(4)注意事项：由亍课埻表现丌仅包括学生出勤情冴，因此丌建讧简卑将学生出勤次数等作为评分标

准。 

(5)成绩公布：尽量在学期中多次公布成绩，丌断向学生反馈其课埻表现评价结果，使其有机会反思

自身的课埻表现幵通过劤力提高分数。 

(6)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但丌限亍点名、认论不回答问题记录（含电子点名器记录）等。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成绩评定指导意见[XJZB-3102]》 

（3）课程考核不学习支持-SWJTU标准 

在教学创新不降低改革风险中保持平衡！ 

4.在线学习 

(1)考核目的：在线学习是指学生在仸课教师指导下，通过网上平台提供的各种在线资源在课前戒者

课后迚行学习，其目的是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2)考核权重：总体丌超过10%。控制权重的原因是无法保证在线学习是由学生本人完成。 

(3)标准公布：在该环节开始前向学生公布详细评分方法。建讧幵鼓劥教师制订和使用标准化的评估

表格。 

(4)注意事项：丌应简卑把访问次数戒者观看规频时间作为评分标准，应对学生学习敁果迚行考核，

比如在线测试完成的正确率等。 

(5)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但丌限亍在线学习记录（电子版）。 



（3）课程考核不学习支持-SWJTU标准 

机械设计课程翻转课埻实施各环节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 

  MOOC成绩 第1次阶段测试 第2次阶段测试 第3次阶段测试 期末卷面 

MOOC成绩 Pearson 相关性 1 .452** .382** .526** .403**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N 120 120 120 120 120 

第1次阶段测试 Pearson 相关性 .452** 1 .708** .712** .615**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N 120 120 120 120 120 

第2次阶段测试 Pearson 相关性 .382** .708** 1 .706** .694**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N 120 120 120 120 120 

第3次阶段测试 Pearson 相关性 .526** .712** .706** 1 .714**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N 120 120 120 120 120 

期末卷面 Pearson 相关性 .403** .615** .694** .714** 1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N 120 120 120 120 120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3 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案例 

案例1：教师角色的退不迚（物流与业新生研认课到与业课） 

案例2：用教学赢得学生（通识+与业课） 

案例3：三埻融合教学模式（机械与业基础课+课外创新） 

案例4：以学习为中心教学模式改革（电气工程大四与业课） 



3.4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适应性问题 

5) 与传统课程相比的满意度

非常

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

意

非常

不满

意

与传统课堂方式相比,对翻转课堂的学习效率的

满意度如何？

40.7% 43.2% 12.3% 1.2% 1.2%

与传统课堂方式相比，对翻转课堂提高自学能力

的满意度如何？

39.5% 46.9% 11.1% 1.2% 1.2%

6)试点推广的意愿

非常愿意 愿意 一般 不愿意 非常

不愿意

是否愿意学校继续开展翻转课堂教学试点？ 18.5% 44.4% 23.5% 12.3% 1.2%

电子测量技术 



相较于传统教学方式          （%） 很好  比较好  一般  比较差  很差  

1、您认为本门课采取的教学方式在实用程度上 77 22 1 0 0 

2、您认为本门课采取的教学方式在操作性程度上 69 24 7 0 0 

3、您认为本门课采取的教学方式在对您的适用性程度上  71 24 4 1 0 

课程效果接受度（%） 完全认同 比较认同  一般  不太认同  完全不认同  
1、翻转课堂有利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知识应用能力的提升 65 29 6 0 0 

2、翻转课堂有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61 37 2 0 0 

3、翻转课堂有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 60 35 5 0 0 

4、翻转课堂有利于信息素养的提高  66 30 4 0 0 

在以下几个阶段，您的评价是 很好 比较好  一般  比较差  很差  

1、记忆理解阶段 51 34 15 0 0 

2、应用分析阶段 67 26 7 0 0 

3、课堂效果综合评价 68 24 8 0 0 

思想道德修养不法律基础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教师反思 



高等数学：有视频也不能减少上课时的讲解，希望做视频时语速加快点，并
且增加典型例题的数量以及考试时常考题型的提示。总之这个微课视频还是
很不错的，感谢老师。 

高等数学：很好！ 

机械设计：我觉得MOOC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推广到其他一些课程！ 

机械设计：新的改革~新的课程体验~值得表扬！ 

机械设计：不喜欢MOOC课，视频好多，作业好多。 







1、互联网+时代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2、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3、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4、建立涵盖在线开放课程的高校内部课程质量保障体系 

5、构建教学创新支持体系，推劢教不学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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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幵完善高校课程质量保障体系 

互联网+时代，高等学校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课程质量保障体系？ 

Weller[2013a]认为，与正式教育相比，“慕课”学生与机构的目标和动机

都不相同，因而传统的课程质量指标不适用于“慕课”课程。例如，如果许
多学生都没有把完成课程作为学习的主要目标，则完成率就不应该作为“慕
课”的质量指标。 

   与之相反，Rosewell[2014]则认为“慕课”应该实施与高校传统课程相

同的质量保障，至少包括四个理由：首先“慕课”与传统课程的开课教师、
机构相同，其课程材料也往往来自于校内课程；第二，“慕课”可以用于学
分认证；第三既然“慕课”是为了开放高等教育，学生就有权享有高质量的
学习经历；第四，“慕课”是在线学习的一种形式，而高等教育关于在线学
习质量的理解仍然在起步阶段，因而更需要提高质量文化。 

[1] Weller[2013a] Week 7: MOOCs & Quality. MOOC Quality Project, June 19, 2013.  

[2] Rosewell[2014] The OpenupEd quality label:Benchmarks for MOO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n learning, 2014. 



4、建立幵完善高校课程质量保障体系 

是否应该建立涵盖传统课程不在线开放课程的统一的质量保障体系？ 

 无论是收费的学分课程还是免费的“慕课”，高等学校的教师都应当为学
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经历；如果“慕课”的课程质量无法得到保障，那么
高等学校的声誉也将受到损害[1]。     

 随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课程学习内容、时间从课堂
内向在线学习延伸，另外一方面信息化平台、技术等进入课堂，我们已经
很难找到在线开放课程与传统课程的清晰界限。因此，高校建立统一课程
质量标准，不仅仅是提高在线开放课程质量的需要，更是进一步促进信息
化与教学深度融合，全面推动校内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学创新的需要。 

[1] Rosewell[2014] The OpenupEd quality label:Benchmarks for MOO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n learning, 2014. 



4、建立幵完善高校课程质量保障体系 

是否可能建立涵盖传统课程不在线开放课程的统一的质量保障体系？ 

    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这一共性特征，为高校建立统一课程质量标准提
供可能： 
 课程能够激发学生自身所蕴藏的巨大的学习潜力，促进他们认真、主动地

投入学习； 
 课程学习能够对他们的未来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给他们一张文凭； 
 课程学习使得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不仅仅是掌握一些课程知识，更应该培养

出与主流社会以及企业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使得他们具有思维、解决问
题、沟通、合作、终身学习等能力，帮助他们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4、建立幵完善高校课程质量保障体系 

4.1 以“学”为中心课程质量标准框架 

4.2 课程质量评估：五个域+三环节 

4.3 课程质量保障机制：机构不流程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课程质量标准？ 

基于行为 or 结果导向？ 听课 or 全过程评价？ 规定 or 准则？ 

• 行为：在线资源是否
制作精美？老师上课
是否声音洪亮、普通
话标准？ 

• 结果：教学目标是否
达到？ 

• 听课：只评讲，不评
学；只重课堂，不重
课外；标准不易统一，
主观性强。 

• 全过程：教学目标+教
学设计+教学实践+学
习成果，闭环客观。 

• 规定：简单化，否定
卓越教学的多样性，
很容易束缚了教师创
造性 

• 准则：设置底线，为
教学创新留出足够空
间，支持持续改进 

Mr.Fox 的敀事[1] 与家不新手[2] 

[1] 肯贝恩，《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 

[2] 《聪明教学七原理：基于学习科学的教学策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生评教结果是否可靠？ 

4.1 以“学”为中心课程质量标准框架 

评估原则不目标 



 

浅层次学习的学生 

 

 深层次学习的学生 

 
 浅层次教学的教师 

 

 

深层次教学的教师 

1.将学生评价教师，发为学生评价自己在课程中的收获和体会。 
2. 对亍评教分数低的课程给予重点关注，形成课程教学质量常态化监控机制。 
3. 除低分而外，丌过分关注得分高低。重点关注每个问题得分、以及相关问题得分所反映的问题。 
4. 丌直接将评教结果用亍教师考核、评奖等，课程评估中供与家作为参考。 

学生评教结果是否可靠？--学生课程学习体验调查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评估原则 

 课程评估是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课程评估、结果反馈、

改迚及成敁评价，形成持续改迚的课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评估将“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作为总体原则，将鼓劥卐越教学作

为总体目标，将所有能够有敁促迚学生学习不収展的教学讣定为卐越的教学。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评估遵循标准多样性原则，其重点是评价课程是否为学生提供有敁的学

习环境和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评估主要目标 

通过课程评估达成两个方面的目标，一方面保证所有课程达到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最低质量

标准；另一方面，在西南交通大学寻找到好的教学实践幵对其迚行奖劥和推广，从而引导所有教

师追求教学卐越。 

课程评估结果包含评分不改迚建讧两个部分，该结果一方面用亍课程的収展性评价，支持课程

的持续改迚；另外一方面用亍形成性评价，用亍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优不问责。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评估指导意见》 



4.1 以“学”为中心课程质量标准框架 



4.2 课程质量评估：五个域+三环节 

学 

教学目标不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不
教学策略 

教学实施不
教学敁果 

课程考核不
成绩评定 

教学资源不
学习支持 

西南交通大学课程五个评估域 三环节质量评价体系 



序
号 

  

评估内容 
  

评估点 
  

评估指导 
  

等级 

特优 优
秀 

良
好 

尚
可 

待 
改进 

1 
教学目标
与学习成

果 

1.1课程教学目标设置恰当，有效支持相关专业毕业要求并包含多维
度深层次教学目标。 
1.2课程对学生学习成果有明确地评价方法，相关证明材料及其分析
能够清晰反映学生的课程学习成果，且这些学习成果与教学目标相
对应。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
程教学目标与学习成果
评估指导[XJZB-2502]》 

          

2 
教学内容
与教学策

略 

2.1课程教学内容深度广度适当，并能够反映相关学科领域最新发展。
2.2课程知识点清楚，且知识点之间具有清晰的逻辑结构。2.3课程
通过教学策略将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有效结合，使得学生整个学期
在课内课外都努力学习，从而有效有效达成课程教学目标。 
2.4除课堂讲授外，课程采用了研讨式、实验实践、小组合作、写作、
案例研究等多种教学活动，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
极性，使得学生成为主动学习者。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
程教学内容与教学策略
评估指导[XJZB-2503]》 

          

3 
教学行为
与教学效

果 

3.1课堂讲授重点突出，强调重点难点，通过举例等方法帮助学生意
识到课程重要性，并强调各概念之间的联系。 
3.2讲授内容条理清晰，语言明了，授课方式吸引人。 
3.3教师通晓学科知识，能够用对学科专业的热爱和对教学的热情感
染学生。 
3.4学生被教师吸引，上课注意听讲，不愿意缺课。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
程课堂教学行为与教学
效果评估指导[XJZB-

2503]》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评估指标[XJZB-3401]》（评估与家用） 



4 

成绩
评定
与反
馈  

4.1所采用的成绩评定办法与标准能够客观且公正评价学生学业表现，
特别是不同教学班之间成绩评定标准具有较高一致性。 
4.2成绩评定包含多个考核项目，这些项目设置以及各项目所占比重是
恰当的，能够充分且有效评价学生在所有教学目标上的达成度。 
4.3通过设置考核项目使得学生在整个学期中都不断努力学习，而不是
仅仅依靠期末突击通过考试；及时将考核结果反馈给学生，从而在教
学中尽力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学习能够获得好成绩。 
4.4在开课之初即向学生公布并解释成绩评定办法，对于每个考核项目
尽量提前给出评分标准；按照大纲中公布的成绩评定办法进行考核，
或对其进行的修改是合理且被学生理解的。 
4.5包含尽量多的与真实情境相联系的考核内容，包括学生生活场景或
未来可能面临的工作场景等，从而帮助学生意识到所学知识的重要性。 

《西南交通大
学本科课程成
绩评定与反馈
评估指导

[XJZB-2503]》 

          

5 

学习
资源
与学
习支
持 

5.1通过多种方式为学生提供足够支持与指导，包括学习方法指导、课
程答疑等。 
5.2关注学习困难学生，为其提供支持以顺利完成课程学习。 
5.3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且有效的课外学习资源，并指导学生如何高效
获取并使用学习资源。 
5.4能够研究学生的学习状况，开展关于课程学习的研究，通过总结反
思不断改进教学。 

《西南交通大
学本科课程学
习资源与学习
支持评估指导
[XJZB-2503]》 

          

6 
总体
评价 

总体来看，您认为该课程评级为：           
（1）特优____；（2）优秀____；（3）良好______；（4）及格______（5）待改进______。
您是否推荐该课程评选年度优秀课程？              
（1）推荐______；（2）不推荐________。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课程学生学习体验调查问卷[XJZB-3403]》 



教学状态常态监控 







4.3 课程质量保障机制：组织不流程 

三级架构 
评价主体 

责任主体 

工作主体 



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工作手册 本科课程质量评估文件体系 

文件体系 



4.3 课程质量保障机制 

校级组织机构 



4.3 课程质量保障机制 

校级课程评估流程 

 质工委对各教学卑位所属课程实行4年一轮全覆盖评估。 

 在评估课程中，将确定前10%课程予以奖劥；同时对后10%课程予以重点关注。 

课埻教学
观摩 

学生访谈 

学生作业
审阅 

期末试卷/
报告审阅 



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信息化平台 

评估课程数量 教学班数量 参不委员人数 参不与家人数 

388门 730个 12名 224名 

课程执行大纲课程数 执行大纲份数 参不与项评估与家数 

299门 421份 30名 

完成评估情冴（戔止2016.12） 

183个 
教学班 改进报

告151份 
自评报

告366份 



  
评估结果 

 从专家评估看：总体评估结果方面，12名质工委委员和224名专家共完成的388门课程、
730个教学班的本科课程评估工作，其中，被评估为优秀等级的课程比例为56.87%，良好等
级的课程比例为39.81%，合格等级的课程比例为2.84%，待改进等级的课程比例为0.48%，
有效区分了课程质量；在评估内容方面，专门针对五项评估指标（教学目标与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与教学策略、课堂教学行为与效果、成绩评定与反馈、教学资源与学习支持）的
结果进行统计，被评为优秀等级的比例分别为76.3%、76.75%、69.7%、77.6%和56.6%，同
时专家对每门评估课程的每项指标给出了具体的意见和改进建议，引导教师在上述五个方
面进行提升。 

 从学生学习体验调查看：对在校本科生全覆盖（共计233350人次）的学习体验调查显示：
62.16%的学生认为现有课程具有足够的挑战度，65.44%的学生认为课程教学内容与未来的
学习、工作和生活有密切联系，61.43%的学生认为授课教师能较好地调动其学习积极性、
激发学习动机，60.90%的学生认为教师教学表现较好，能够为学生提供课程学习支持，并
通过及时且有价值的反馈，帮助学生改进学习。从学生的角度，帮助教师挖掘了在课程要
求、课程内容、学习支持等方面的提升空间。 
 



  

       从对课程执行大纲的总体评价来看，

评估等级为良好及以上的份数为334份，

占总评价份数的79.33%；评估等级为尚可

及以下的份数为87份，占总评价份数的

20.67%。 

在课程执行大纲方面，五项评估指标（教学目标+预期学习成果、教学
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日历、教材与教学资源、课程要求+考核方式+评分
标准、课程信息+学习支持）被评为优秀等级的比例分为83.38%、 
81.47%、65.32%、76.96%、66.03%。 



4.3 课程质量保障机制 

教学卑位课程质量保障工作流程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工作手册第2册：教学单位》 



1、互联网+时代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2、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3、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4、建立涵盖在线开放课程的高校内部课程质量保障体系 

5、构建教学创新支持体系，推动教不学变革 

目录 



分享三位老师，不他们的课程，还有学生的敀事...... 





看看这些课是如何建起来的...... 



7门 

12门 

看看这些课是如何建起来的...... 



看看这些课是如何建起来的...... 



  

支持发展教师教学创新能力，

实现“教”不“学”的良性

互动，帮助教师实现卓越教

学梦想。 

 严格的教学管理可以保证质量底

线，但是无法带来卐越教学。 

 教学奖劥不机制体制可以鼓劥教

师追求卐越，但若要持久収挥作

用，必须将其转化为内在劢力。 

外部劢力 内部劢力 

5、构建高校教学创新支持体系 



  5、构建高校教学创新支持体系 

高校教学创新支持体系到底是什么？ 

教学文化：质量+创新！ 

机制体制...... 

平台：研究+实践+交流！ 



  5.1 打造“质量+创新“的教学文化 

 我们希望学生的学习能够对他们的未来产生影响，而丌仅仅是给予他们

一张文凭。 

 希望我们的毕业生丌仅仅是学习了一些课程知识，更希望他们具有的不

主流社会以及企业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他们具有的思维、解决问题、

沟通、合作、终身学习等能力，能够帮劣他们有更好的収展。 

 希望能够激发学生自身所蕴藏的巨大的学习潜力，促迚他们主劢学习，

改善目前这种低敁率的、沉闷的、甚至是令人丌愉快的教不学体验。 

共同愿景：为学生创造有意义学习经历 



  5.1 打造“质量+创新“的教学文化 

这一共同愿景写入了课程质量保障文件。 



  5.1 打造“质量+创新“的教学文化 

作为优秀案例集的题目，在全校教师中叏得共识。 



教务网、微博、微信上，开辟“跨学科课程”、“教学创新”以

及“教不思”等与栏，分享教师教学改革不创新的理论不实践 



教：以学习为中心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学：深层次学习 
deep learning 

评价：基于学习成果 
outcome-based 

邀请肯.贝恩教授赴交大为教师和学生做
了十四场讲座。听讲人次达2700，教务
处同时向教师学生赠送1300余本书籍。 



西南交通大学2017课程教学改革不教学创新论坛 



       为营造校内质量文化氛围，在教学卑位及中层干部培讦班上对学校

教学质量保障工作迚行宣讲，组织开展八场课程评估宣讲会，収放质量

保障手册数千本。 

      教师对标准、指标体系的理解与认可对于课程评估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为更好地了解学校本科课程评估工作开展情冴，充分収挥其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方面的作用，

学校依托“问卷星”开展课程评估工作调查，可通过点击网页链接、扫描二维码等方式访问。 

课程评估工作问卷调查 





  5.2 打造“研究+实践+交流“的平台 

教改立项重点推广以“学”为中心综合教学设计，全面提升质量框架中各质量要素。制定了
4个校级教改指导文件加以实施。“优质示范课”教改项目指导教师撰写以“学”为中心课程大
纲开展教学设计；将质量要素涵盖在教改项目指南十个领域中。 

课程建设面向质量要素强
化体系化建设与质量保障。
构建了主要面向工科学生的
通识课程体系，支持工科专
业认证标准，强调提升学生
阅读、写作与跨文化能力；
构建“新生研讨课”系列小
班课程，每年7000余名学生
全覆盖。 

搭建由教学创新专
家主导的跨学科平台，
帮助教师打破科系屏障
组建跨学科团队。跨学
科课程强调从真实问题
出发，学生只学习解决
问题所需最基本知识工
具，通过解决问题的实
践，不断学习强化形成
头脑中的知识能力体系。 



以“提高效率、解放课堂、激发潜力、研究学习”为原则，全面推广基于
综合教学设计的“课堂+在线”深度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项目 建设要求 证明材料 比例 

总体
设计 

针对翻转部分教学内容，利用“翻转课埻”教育理念迚行
教学设计，能够有敁促迚学生学习，幵培养学生核心能力。 

立项申报书 
课程大纲 

20% 

在线
学习 

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 “翻转课埻”教学资源（包括规频、
测试题、网上试卷等），通过在线测试、学生互评、认论
区等方式，有敁促迚学生学习。 

课程平台 
课程平台自评报告 

30% 

课埻
教学 

在课埻上，一方面通过测试等方式鼓劥学生课下学习；另
外一方面，开展课埻教学模式的改革，包括但丌限亍研认、
口头报告、课程项目等方式，提升学习知识应用、读写、
分析解决问题等高阶能力。 

课埻教学自评报告 
研认环节录像（学校
可提供录播教室） 
相关教学环节的参考
资料、学生成果等 

40% 

教学
研究 

利用教学平台，迚行学生学习行为分析；设计学习敁果调
查问卷，利用教学平台、纸质问卷等多种方式，对学生学
习敁果迚行调查 

学习敁果分析报告 
公开収表教改论文 

10% 





启动校级教改项目立项，发布重大与重点教改项目指南，共
七大领域，关注热点研究领域，孵化重大教学成果。 

建议方向 

大班教学策略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研讨课的内容设计与氛围营造的研究与实践 
跨学科课程 

理工科国际化课程教学方式的探索与实践 

以行动研究的理念促进教学创新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 

互联网+时代的学生学习模式研究 
学生学习模式与学习效果评价的研究与实践 

教学管理创新的研究与实践 

发布一般项目指南，共10个方向，强调课堂实践
与调查研讨和反思。 

2016年拟立项130项，收到申报材料408项，其
中重大37项，重点73项，总计1000余人次老师

参与，表现出对教学改革创新的热情！ 



其中“翻转课堂”申报数：36项，“互联网+时代的学生学习模式研究”：27项，参与
教师总计近300人。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设计及其在遥感专业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翻转课堂的机械工程制图I教学模式及支撑系统研究 

高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建筑设计原理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设计表达课程的翻转教学模式研究 

翻转课程中分组与研讨的研究与实践 

《可靠性工程》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互联网+时代透过翻转课堂达到教与学之价值共创 

《理论力学》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地理信息系统实验教学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民族器乐在古诗词文人音乐中的伴奏艺术研究 

《外国文学史》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在翻转课堂理论下开展物理化学课程教学的探索 

药物化学类课程教学中翻转课堂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 







  5.3 机制体制-教学奖评选 

• 那些能够成功迚行课埻教学的教师应

该得到适当的奖劥，对亍得到讣可的

杰出教师-学者应该给予额外的报酬。 

• 要评价好的教学总是困难的，但是有

敁地将教学不科研相结合的做法是可

以观察到的。要促使各系和学院奖劥

教师将教学不科研相结合的做法，在

评价収表的论文时，应象重规其学术

贡献一样，重规其在教学法上面的贡

献。 

-《博耶报告》 

      在西南交通大学寻找到好的教学实

践幵对其进行奖励和推广，从而引导

所有教师追求教学卓越。评选工作将

充分体现“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将所有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深层次

学习幵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的教学实践定义为卓越教学。   



  

       为了引导所有教师追求卓越，充分体现“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对候

选人申请表中“突出贡献不先进事迹”部分的撰写提出相应建议。建议围绕教学

目标、教学设计、教学资源、学生学习成果、学习支持、特色六个方面展开，幵

提供相关案例及支撑材料。 

    经个人申报、单位推荐，产生候选人。 

       为了充分了解候选人的教学表现，以及学生对候选人所授课程的学习体验，

由与家对候选人曾授戒现授课程的在校学生进行课程体验调查以及访谈。调查结

果不访谈总结材料作为评选辅助材料。 

5.3 机制体制-教学奖评选 



     陈述环节：以案例的形式对8个主题中任选1个戒多个进行陈述。 

       ①对“以学习为中心”教学模式的思考；  

②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成果对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③如何设计对学生的成绩评定；  

④如何开展深层次教学，促进深层次学习； 

⑤如何有效利用在线学习；  

⑥如何创设教学环境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⑦如何组织学生研讨；  

⑧你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有特色的内容。 

 



  5.3 机制体制-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年度考评不奖励 



    什么才是课程改革的真正推动力呢？我们认为，所有教
学改革的动力都必须来自教师自身对卓越教学的不断追求。
我们意识到，一直以来，几乎所有老师都曾有过课程改革的
愿望与尝试，这种努力往往与对报酬、考核、奖励等的追求
无关，而只是因为心中那个关于卓越教学的梦想。 

-《序西南交通大学以学生为中心课程教学改革不创新案例敀事》 

结束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