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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应用面十分广泛的课程，是环境科学、资源勘查工程等非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选修
课。目前地理信息系统教学存在内容多，学时少，以老师讲授为主等问题，本文在对地理信息系统进行
学情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课和上机实践两个部分，以雨课堂为信息工具，对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该混合式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改
善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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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has a very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t is the elective course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ources exploration engineering and other non-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major.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GIS, such as too much con文章引用: 李芳玉, 周子勇. 基于雨课堂的地理信息系统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J].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2):
445-450. DOI: 10.12677/ces.2021.9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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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 less class hours, and teacher-centered teach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GIS,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from the two parts of theory course and computer practice, and takes rain classroom as the information tool.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autonomy,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improving their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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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其在日常生活以及涉及到地理信
息的专业领域应用日益广泛、深入。除了地理信息科学相关专业，在非地理信息专业，如环境科学、地
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城市规划等也都开设有“地理信息系统”这门课程。目前，在这些专业的地理信息
系统教学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 内容多，但学时较少；2) 课堂主要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主性不够；
3) 这些专业的学生大部分缺乏计算机思维和空间思维导致对一些理论知识理解困难；4) 课程理论性强，
应用性不够。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逐渐兴起，近些年来得到了广泛应用。这种教学模
式通过将课堂教学与多种信息技术进行有机融合，综合利用了传统教学方式与线上学习的优势，将学生
学习的时间与空间进行了延申，对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具有重要的作用[1]。2020 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各高校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活动，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推广和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与此同时，雨课堂、超星等辅助教学工具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3]。这些都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本文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为例，首先对地理信息系统的学
情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教学对象、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环境，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课和上机
实践两方面，以雨课堂作为信息工具，对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探讨，最后，对混
合教学模式进行了总结。

2.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是教与学目标设定的基础，是进行教学设计先行条件，为如何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提供
依据。以下对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地理信息系统课程，从教学对象、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环境进
行学情分析。

2.1. 教学对象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这门课在资源勘查工程大三开设，对于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已经有了一定的储备，同时
也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如计算机文化基础、C 语言，但是普遍缺乏数据库、面向对象程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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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地图学等课程相关知识，总的来说，计算机基础比较薄弱，不具有系统的计算机思维。

2.2. 教学目标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其教学内容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理论部分
和上机实践。本课程总的教学目标是通过理论授课和上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地理
信息系统基本原理并具备应用地理信息技术解决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相关应用问题的基本技能。美国教
育学家、心理学家布鲁姆将教育目标分为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 3 个目标领域。认知领域又分为 6 个维
度，即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新。前 3 个维度属于低阶思维，后 3 个维度为高阶思维[4]。
在传统以教师为主的教学中往往注重实现低级认知目标的实现，而往往忽略了高阶认知目标以及情感目
标的实现。本课程主要要实现的认知目标有：1) 能举例说明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实
例，能用自己的话解释什么是 GIS。2) 能比较矢量数据结构和栅格数据结构的优缺点，知其然及其所以
然；建立用计算机数据结构表达真实地物的抽象思维能力；学会对比学习方法；理解人机思维的不同。
3) 能判读普通地图的坐标信息，并确定投影类型。建立三维空间想象和思维能力。4) 通过学习算法思路，
培养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能综合运用空间处理和分析方法解决专业应用问题。本课程主要要
实现的情感目标有：1) 激发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体验信息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增强对国产基础
软件研发的信心以及使命感和责任感。2) 培养学生使用专业软件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培
养学生主动运用 ArcGIS 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动力。3) 培养科学思维和效率意识。培养对信息技
术背后的逻辑的欣赏和人类智慧的尊重。上机实践主要要实现的动作技能目标有：1) 运用 ArcGIS 进行
基本的地理数据的输入、编辑、处理、分析及制图。2) 在熟悉基本操作的基础上，学会举一反三，触类
旁通。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应更加重视高阶认知目标以及情感目标的实现。

2.3. 教学环境分析
2.3.1. 教学资源分析
近些年，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课程信息化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线上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源，笔者对地
理信息系统相关国内外线上教学资源进行了调研并对特点进行了总结(表 1)。总得来说，国内的课程偏理
论，国外的课程偏应用，国内资源相对于国外资源更丰富，网速也更快。以中山大学的慕课“地理信息
系统概论”为例，该课程是国家精品课程，制作精良，内容免费，并且还配有大量的习题、案例资源，
这些资源一方面教师可以用于教学参考，另一方面有些内容可以直接推送给学生线上学习。直接使用网
上现有资源，可以省去自己制作资源的麻烦，但由于授课对象不同，学时不同，网上资源在知识点布局、
课时分配、教学进度等方面往往不符合教师的需求，所以在推送给学生的过程中，需要教师进行精心挑
选，案例和习题需进行一定的改造。更多的教学资源需要自己进行制作。
2.3.2. 雨课堂优势分析
信息化教学工具对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必备的，目前常用的辅助教学工具有超星、雨课堂等。
这些辅助教学软件随着混合教学的开展不断完善，反过来也为混合式教学的开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笔
者以雨课堂为工具开展混合式教学。雨课堂通过与微信相结合，教师可将视频、音频、图片、文字习题、
课件等相关资料同步推送到学生手机端，学生随时随地接收、学习并进行及时反馈；雨课堂还具有实时
答题、投票、互动等环节，为传统课堂教学增添了有效的互动方式；雨课堂支持在线批改作业，教师对
学生的作业问题能够及时反馈。此外，“雨课堂”还具有数据统计功能，教师可在各教学环节对学生学
习行为等数据进行采集，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行为，从而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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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ourse resources at home and abroad
表 1. 国内外“地理信息系统”课程资源
网站

国内

地理信息系统相关课程资源

中山大学张新长“地理信息系统概论”(国家精品课程)；南京师
范大学汤国安“地理信息系统”及“地理信息系统实验”；武汉
爱课程
(https://www.icourse163.org/) 大学秦昆“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杜清运“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
学时多，讲解细致，理论性
方法”；西南大学田永忠“地理信息系统”
较强，主要面对地理信息科
学堂在线
学相关专业的学生。
云南大学“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基础”
(https://www.xuetangx.com/)
智慧树网
(https://www.zhihuishu.com/)

国外

特点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
Edx (http://www.edx.org/)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系统”
多伦多大学“gis，mapping，and spatial analysis”；
偏应用，课后测验及讨论题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目可供参考，有英文字幕翻
译，网速较慢。
香港理工大学“Introduction to Urban Geo-Informatics”

3. 混合式教学模式探讨与实践
BOPPPS 教学模式是当今比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模式，BOPPPS 教学模式起源于美国，是一种以建构
主义、交际法为理论依据的闭环式课程教学模型，主要包括课堂引入(B)、学习目标(O)、前测(P)、参与
式学习(P)、后测(P)和课堂总结(S)六个环节的设计与衔接，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能与 BOPPPS 模式进
行有效的融合。基于以上的学情分析，对地理信息系统这门课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以下分别从理论课
和上机实践课两方面进行介绍。

3.1. 理论课
课前采用线上模式，教师通过雨课堂向学生发送预习材料，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完成低阶教学目
标，该阶段主要是完成 B、O 和 P 这几个环节。预习材料可以选用网上资源或者自己制作。预习材料的
形式可以有多种如文档，ppt + 语音，微视频等。预习任务要目标明确，主要目的是实现低阶教学目标。
雨课堂支持多种形式资料的推送，同时，通过雨课堂教师可以查看学生预习情况，如视频观看时间，ppt
学习时间。学生在预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向教师反馈，教师可通过雨课堂或 qq 微信等工具及
时回复。为了保证预习效果，教师可布置一定数量的测试题，测试题目可以有选择题、填空题、主观题
等多种形式，一方面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一方面检测学生预习效果。根据学生预习情况，教师对理论授
课重难点进行设计或局部调整。
课中主要采用线下模式，该阶段主要完成参与式学习、后测和课堂总结这个环节，并且注重完成高
阶教学目标。讲授重难点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启发式教学，实时了解学生所思所想，进行师生及生生深
入互动。例如矢量数据结构和栅格数据结构是地理信息系统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课前通过预习学生对
基本概念已经有所了解，课中教师可以用较少时间完成对基本知识点的讲解，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对
两者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和总结，并且解释原因，在这里可以先让学生分组讨论，然后再点几名同学回答。
因为矢量和栅格数据结构的优缺点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教师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回答，教师
通过学生的解释可以掌握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以及是否建立了计算机的抽象思维，最后进行有针
对性的点评，从而达到深度交互的目的。借助于雨课堂实时测试功能，可以随时全面了解学生知识点掌
握情况，如果测试结果正确率较低，则需深入了解学生想法，再做深入探讨，实时测试一般在一个知识
点结束或一个章节结束后进行。为了达到学生参与式学习目的，根据课程内容特点，有些内容采用研讨
式教学，课中组织学生讨论，并引导学生发言或展示，教师做最后总结。研讨的问题学生课前通过预习
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讲完一个章节，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总结，也可自行进行总结，绘制思维导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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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较好的总结知识点的方法。
课后采用线上模式，可以看成是对后测和课堂总结环节向课后的继续延申，让学生对课上所学知识
进行进一步内化和吸收，并且注重高阶教学目标的实现。课后布置适量作业，作业难度适中，适当布置
综合性题目。学生在作业过程中遇到问题，随时可通过 qq 或微信进行在线答疑。课后作业可以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反馈更及时，线下批改更方便。教师需引导学生进行课堂总结，同时教师自身
也要对教学内容、方式、效果根据学生作业情况进行反思和总结。

3.2. 上机实践课
上机实践是地理信息系统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加强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具有重要的作用。上机实践同样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模式来实现。
课前采用线上模式，教师通过雨课堂提前推送学习资料，包括相关理论知识点复习题，基本操作视
频，上机任务等。目的是让学生回顾上机涉及到的基本概念，了解上机的目的和任务，了解相关基本操
作流程，对于综合上机写出解决方案。例如，在进行空间数据输入上机实践之前，通过雨课堂布置如下
预习题：1) 扫描得到的地图图片为什么还要进行矢量化？2) 在对扫描图片进行矢量化之前，往往要进行
图像配准，什么是图像配准？基本原理是什么？3) 在进行半自动矢量化数据输入时，通常要进行二值化，
什么是二值化？为什么要进行二值化？4) 半自动矢量化跟踪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人工交互？5)
屏幕自动矢量化跟踪的基本原理是什么？通过这些预习题，复习了相关理论知识，为上机实习做好准备。
基本操作视频由教师提前制作完成，视频时间尽量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在演示基本操作时，需要与理论
知识点建立联系，主要演示重要的操作，强调容易出错的地方，并告知学生学习软件的方法，让学生学
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课中采用线下模式，教师主要提供现场答疑和指导，不再花时间演示基本操作，学生有更充足的时
间自己实践以及思考。为了避免学生过多机械操作，减少验证性实验，增加任务驱动式上机实验，学生
在老师指导下分组，对于综合性任务，组内共同讨论解决方案。例如，在进行空间分析上机实验时，基
于实习数据布置以下任务：1) 统计林地中公路总里程数。2)、找到一块适合露营的地方，条件是：a) 水
库周围 500 米范围内；b) 距离公路大于 50 米；c) 在林地中。3) 假设街区周围 100 米以内的林地归个人
所有，试计算出个人拥有的林地总面积。这些任务具体上机步骤需要学生自己设计完成，目的是调动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上机任务要求当堂通过雨课堂提交，并要求学生反思今天上机学到了什么，目的是否
达到，以及还有什么问题。
课后采用线上模式，教师通过雨课堂对上机作业进行及时批改和反馈，教师对上机教学进行反思与
总结，如上机任务是否合适，还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进等。由于课内学时有限，课后可适当布置巩固
上机练习，并且可以将网上的教学资源推荐给学生，供有兴趣及学有余力的同学学习。

4. 总结
本文在对地理信息系统课程进行学情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理论课和上机实践课借用雨课堂采用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该模式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现高阶学习目标。混合式教学对课堂进
行了时间和空间的延申，在进行混合式教学过程中，线上线下学习应相补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避免
线上线下相互脱节，理论和实践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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