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4), 1084-1087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78

基于“超星学习通”的《高等数学》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探究
赵晓丽，李

琳，刘

刚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辽宁 沈阳

收稿日期：2021年7月25日；录用日期：2021年8月18日；发布日期：2021年8月25日

摘

要

文章结合高等数学课程的特点，依托笔者所在高校建立的超星学习通网络平台，提出了基于“超星学习
通”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分别从课前、课中、课后、以及课程评价考核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
研究。该方式的提出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学习兴趣，同时培养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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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and relied on Chaoxing learning platform established by the authors’ universit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Chaoxing learning platform. The study is conducted from four aspects: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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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during class, after class, and course evaluation. The proposal of this method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rains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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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数学课程是高等学校中一门非常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对于所有的工科类、经管类专业的学生几
乎都是必修的课程，该课程的学习效果对后续其他课程的学习都有重要的影响。同时，高等数学也是工
科、经管等专业考研必考的内容科目。目前，大多数院校关于《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采用传统的课堂
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利用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相结合，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听练为辅，教师在课堂上
起主导地位，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较低，不能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发布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到 2022 年基本实
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1]，构建一体化的“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已经成为未来教育的常态
化与全方位的模式。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使得所有学校的线下学习改为了线上教学，
与此同时一些线上教学平台与慕课开始大规模开发与普及。与传统教学相比，网络教学要求学生能够主
动地学习，同时学生遇到问题相比之下也没有线下与老师面对面交流讨论更深入、更透彻。因此，目前
将传统教学与在线教学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成为了众多教师所钟爱的授课方式。李珍[2]以《高等数学》
教学为例对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进行了一个总体的设计研究。张登华等[3]
介绍了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优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应用途径。
本文依托笔者所在高校建立的超星学习通网络平台，设计了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高等数学》课
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分别从课前、课中、课后、以及课程评价考核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

2. 基于“超星学习通”高数混合教学模式设计
由于《高等数学》课程具有教学内容多且难、学习时间有限、以及高数学习的重要性，同时由于学
生的不同专业、不同学习水平，使得高数的教学工作变得复杂化。本文依托笔者所在高校建立的超星学
习通网络平台，分别从课前设计、课堂教学、课后巩固、以及课程评价考核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
提出高等数学课程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

2.1. 课前设计
目前全国高校中开设《高等数学》课程几乎都是在学生刚进大学生活就开始了，刚步入大学学习生
活的大一学生还不适应高校的学习，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对数学的学习更多依赖老师的讲授，而且对数学
的认识也比较浅显，多数是为了应试而大量的刷题，自主学习性与探究式学习比较少。相比较之下高数
的学习更侧重对概念的理解，公式定理的证明过程，从中培养学生在不同专业应用数学的意识、兴趣与
能力。为了加强学生对高等数学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学习，我校高等数学教研室全体老师在集体讨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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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制作了针对本校工科学生学习的高等数学教学视频，每一节内容都对基础概念、基本公式、基本定
理进行了详细解释，同时列举了简单的例题进行计算。因此，在课前学校通过学习通平台的任务设置要
求每名学生在课前完成对应小节内容视频的观看学习，而且每一小节的播放时长控制在十几分钟，完全
不会占用学生太多时间去学习其他科目。这样的提前预习效果既让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对基本概念、
公式、定理有了初步了解，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也不像以往学生想预习只能通过枯燥的看
教材，满足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在我们制作的教学视频中还融入了课程思政教育，通过简短的介
绍一些数学史、数学大师、以及一些由数学问题引发的一些人生哲理，激发了学生爱国热情，以及在遇
到困难时仍然拥有勇攀科学高峰、不懈努力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

2.2. 课堂教学
虽然学校通过学习通平台对所有学生课前高数视频观看设置了学习任务，但有的学生可能为了完成
学习任务点，只是让视频播放并没有观看，所以为了避免学生不自主学习，教师在线下课堂教学时通过
学习通中随堂练习功能发布两三个题目检测学生预习的效果。
有了学生课前基础知识的预习，老师通过学习通中讨论功能记录学生在预习中不懂的知识进行汇总，
然后在线下教学中重点讲解学生不懂的知识。由于高数中基本概念、公式、定理比较抽象，难以理解，
所以在课堂上老师还要进一步面对面对这些内容进行讲解，直到学生真正理解其内涵，而不是机械的死
记硬背。同时通过设计逐步加深的例题讲解与课堂练习，达到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进而灵活运用。由
于本校《高等数学》课程立足于各个专业的发展，结合各个专业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
划，进行分层次教学[4]，因此我们在对学生讲授例题时结合学生不同专业特点，将高数知识与专业相结
合，比如我们在给航空类相关专业学生讲授曲面面积计算时，可以事先给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
么使用三颗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就可以覆盖整个地球的表面？这样的相关专业问题的提出不仅让学生
对高数的学习引起兴趣，同时也将高数与实际专业紧密结合。

2.3. 课堂巩固
为了让学生课后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教师可以在学习通平台利用作业和考试功能上传作业和测试
题。教师利用平台批改作业和测试题，对学生的整体学习、复习情况进行检查，教师通过学习通平台批
改作业与测试题后，能够及时将学生的作业与测试情况反馈给学生，学生若有不懂的知识也可以通过学
习通平台中“班级群聊”功能，及时与授课教师交流，还可以学生之间互相探讨。这样的线上交流打破
了传统教学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增进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我们在录制每一章内容讲解视频之后，为每一章内容提供了综合测试题，学生在学完每章之后可以
对整章内容进行一个简单测试，便于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通过学习通平台测试，学生答完测试题后直
接显示自己的成绩，以及对所有题目的详细解释分析，以便学生及时查缺补漏。

2.4. 课程评价考核
为了检验《高等数学》课程实施混合教学模式的效果，与传统教学效果相比我们目前仍保留以往的
以期末期中笔试考试成绩为主，其中期中考试成绩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平时成绩占 10%，但
在平时成绩的评定中我们除了考虑学生作业和出勤的情况外，还会考虑学生课前观看预习视频、课前小
测试以及各章综合测试的成绩。虽然我校目前针对《高等数学》课程考核平时成绩的比例不是很大，但
往往最后是这比例不大的平时成绩对学生及格起决定性的作用。未来我校也会根据《高等数学》课程对
超星学习通平台的使用情况，逐步调整高数平时成绩的比例，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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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基于《高等数学》课程的特点，以及传统教学方式与网络教学方式的优点，本文依托笔者所在高校
建立的超星学习通网络平台，提出了基于“超星学习通”的《高等数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
该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不仅促进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加深了学生对高数基础知识的掌握。
此外，学生通过这种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能够培养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超星学
习通平台未来可能还会增加更多新功能，为我们的教学提供更多方便，这样也要求我们教师不断提高自
己运用信息化设备与资源的能力，会用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来提高教学质量，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引导学生将《高等数学》知识融会贯通到其他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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