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教学的有效实施和利用策略探索—— 

以《网页设计》线上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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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情影响，学生不能返校，课程转为线上。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时间和空间均受限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实

施建设线上课程，保证教学质量，并充分利用建设成果为未来的教学服务。《网页设计》课程在前期建设的基础上，突

遇新冠疫情的情况下，采取基于知识点教学视频的线上教学模式，同时为了保证知识点视频教学的效果，为每个知识点

匹配相应的网课练习；在后疫情时期学生们返校后利用现有的知识点教学视频采取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同时利用雨课

堂的在线互动答题，进一步完善了课程的练习题和答疑体系。在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建设、实施教学活动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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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cause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students could not attend school. Courses switched to online. A consequent 

question is, how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online courses to guarantee course quality and to exploit the online course 

resources for future functioning to their full potential. The course of Web Design had been being built as an off-line course. 

The sudden epidemic made it switch to online based on video clips tailored according to knowledge units of the course. At 

the same time to reassur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video clips, we provided corresponding exercises for each 

knowledge unit. During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when student went back to the campus, we adopted flipped classroom 

with the aids of online video clips and used RainClass (an E-learning assistant tool developed by Tsinghua Univ.) to improve 

teaching interaction during face-to-face sessions of the course. Through these ways we complemented and refined the 

problem repository and interaction scheme, which is a helpful explore of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activity 

implementation with the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aid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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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20 春，新冠突至，举国抗疫。学生们不能返校

需进行线上学习。疫情突至，无论对于学生的学还是

教师的教，都存在不小的挑战与困难。挑战同时也是

机遇，正好可以利用此机遇重新规划实施《网页设计》

课程的线上教学建设。 

目前可以借鉴的线上教学模式比较成熟的有基于

“可汗学院”的知识点视频模式，和线上直播的公开

课模式[7]，但这几种模式主要侧重针对公众的在线

MOOC 教育模式。高校内有针对特定选课学生的在线

课程 SPOC 教学模式[4]，这是针对本校选课学生的具

体情况量身定做的在线课程，并充分利用了现代化教

学软硬件平台而实现的在线教学模式，但该文章主要

侧重围绕深度学习过程模型上的智慧课堂建构，并未

详细说明课程教学的实施方案。我们已有针对文科学

生的《网页设计》的课程方案[2]，并经过几学期的总

结和积累，形成了线下教学方案。现在面临的任务是

通过线上教学建设，深化和实现该门课程的教育理念

和教学目标。 

线上课程设计还有另一个考虑是延深课堂的时间

与空间维度，深化问题空间的构建与求解，促进教学

活动中的交流。互联网跨越了空间的障碍，录播视频

可以通过回放反复观看，这些教学资源分享给学生，

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疑点，如何找到对应的教学视频资

源呢？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把授课内容分成若干知

识点，分别录制知识点教学视频，每段视频时长可控，

通常为 10-20 分钟；对于整节课（通常是 90 分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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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视频，也可以不对视频进行切分，而提供一个标

注其视频内不同时段的知识点列表。本课程主要采用

前一种知识点教学视频的方法，这是因为该法视频时

长可控，文件尺寸不大，针对个别知识点教学视频过

长（比如超过 30 分钟）时，则通过标注知识点时段的

方法进一步细化。这样形成每周知识点及其视频资源

链接的表格，在本课程中被称为每周学习指导文档。

各周的学习指导文档汇总起来，就是一门课程的所有

知识点资源列表，可以供教师之间进行教学内容、教

学进度等教学交流。如图 1 所示。 

 
图 1  汇总整个学期的知识点资源列表 

图 1 的练习列，就是为知识点建立的问题空间，

通常每个知识点都配有练习，学生将知识点视频中的

演示操作实际完成，这种设计的初衷是通过学生主动

练习，弥补线上教学时教师与学生互动的不足，在实

施线上教学时发现，知识点练习的存在也可以帮助教

师考虑如何划分知识点。在这方面，知识点空间与问

题空间的建设可以相互促进。 

《网页设计》课程[2]是中国人民大学本科非理工

类学生的应用类计算机公共课，2 学分，每周 2 学时

的线下授课时间和 2 学时的上机练习时间，按一学期

十六-十七周进行授课和练习。线上课程建设需要考虑

在如期达到教学目的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建设教

学资源，采用线上教学模式，并考虑以后如何充分利

用和改进教学资源。 

2  线上教学与传统线下教学的比较分

析 

线上教学建设之初，首要考虑线上教学与传统教

学在教学方式、教学目的和教学优势，以及教学理念

上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教学方式方面：二者相同点：该课程均以教师讲

授为主，学生需要实际操练所学；二者不同点：传统

教学有固定的上课时间，教师与学生面对面授课学习

或者练习；线上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无法面对面交流，

只能通过网络开展教学活动。 

教学目的方面：二者相同点，使学生掌握教学计

划中的讲授内容，获得教学目标中的期望能力；教学

优势方面二者不同点，线上教学通过建设线上教学资

源，比如由于有录播教学视频的提供，学生对于自己

不清楚的知识点可以反复观看教学视频，或者错过的

知识点讲授可以通过事后观看教学视频弥补，这些可

以更加有力地保证良好的学习效果；传统课堂采用面

授答疑的方法，可以辅以肢体语言、表情和生动的语

音语调进行师生互动，另外传统课堂可以在一段完整

的课内时间中，对同一问题进行深入地挖掘、追问和

探讨。另一方面，由于在线教学中教师的教学实质化

为网络资源之后，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进度的安排、

或者典型知识点的教学视频片段可以直接直观地展示

出来，方便教师进行教学的自我评价和与同行之间进

行教学经验交流和学习。由此，我们便可以进一步通

过在线教学建设寻找和实现合乎教育规律的现代教育

理念。 

教学理念方面，传统课堂所基于的教育理念是“以

教为中心”，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9]。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里的”学“应该不光指学生的

学，同时也应包括教师的学。教师的学不光是指教师

对所讲授的知识的不断深入学习，也包括教师学习如

何讲授好这门课，这需要通过对教学活动的不断反思

和与同行的积极交流获得——我们提倡”同伴互助学

习“（peer-assisted learning）[8]，那么教师作为

学习者同样可以藉此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授课专业水

平。以上关于两种教学方式的比较分析可以总结为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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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教学与线上教学在教学方式、教学目的与教学优势、教学理念方面的比较 

  传统教学 线上教学 

教学方式 

相同点 教师讲授，学生实际操练所学 

不同点 
上课时间 有固定的上课时间 直播课有固定的上课时间，录播课由学

生自己安排学习时间 

交流方式 可以面对面交流 只能线上交流 

教学目的与教学优

势比较 

相同点：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教学计划中的讲授内容，获得教学目标中的期望能力 

不同点：教学优势 
面授互动方式更丰富多样 教学视频可供反复观看，方便教学交流

和借鉴 

教育理念 不同侧重 以“教”为中心 以“学”为中心 

基于以上分析，线上教学不仅为学生提供长久存

储、可以回放的教学视频，也记录了教师的教学过程

和教学安排，为进一步利用这些教学资源进行教学交

流、教学改进以及教学监督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研究

参考资料作为物质基础[1]。 

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倾向于采用知识点视频进

行授课时段的在线课程建设，是因为： 

（1） 在线直播课程通常会产生长达 90 分钟以上

的回放视频，这类视频的存储和再利用不如知识点的

短小视频模式灵活。知识点视频的教学模式比较适合

碎片化时间管理，但课程建设时还需要同时辅以相应

的措施（比如学习指导文档、练习题等）弥补知识点

视频的教学方式带来的零散化和非系统化的教学问题

[5]。 

（2） 文献[5]中提及的“人文教育”的被忽视问

题，我们在课程设计时将其贯穿于授课内容之中[2]，

因此本校的《网页设计》课程采用基于知识点教学视

频的方式会较少有“人文教育”缺失之虞。 

 

图 2  教学资源可供多类人群充分使用 

2  疫情期间线上课程的建设 

围绕在线教学资源的建成，《网页设计》课程的授

课时段可以设计为（1）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点视频并完

成相应的网课练习；为了监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保证

学习效果，（2）在课程的练习阶段设置限时完成的上

机作业题目（考察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技术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和基于智夫子的在线客观题（检验学生对

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并利用 zoom 和腾讯会议等视

学生自学和练习 教师讲授和答疑 自我反思修正与同行交流 
教学管理部门监督与评估 

知识点 

教学视频 
学习指导

文档 
 

习 

题 

库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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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会议软件实现在线实时答疑。 

线上教学建设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学生家庭网络

带宽、学生网上学习时间分配、学生的网上学习效果、

教师的网上教学实施、教师自身的教学总结与教师之

间的教学交流等实际情况或需求。 

2.1  基于学生角度的考虑 

经过前期调查，有个别学生地处边远，网络带宽

受限，还有一些同学与家人同时需要网上在线教学或

学习，另一方面，本课程讲授关于网页设计的基础知

识和必备编码技能，非常适合采用围绕知识点的录播

视频线上教学模式。 

每个知识点教学视频时长一般在 10-15 分钟，每

周的学习内容包含 5-7 个·知识点，在学生居家在线学

习，课程压力普遍增大的情况下，本课程基于知识点

安排教学内容，可以使学生灵活安排一周的学习任务。 

为保证学习效果，教学需要给学生提供简洁明确

的学习指导信息。录制知识点讲解视频，同时考虑巩

固加深对知识点的掌握，为每个知识点配备了相关的

网课练习。知识点网课练习控制了难度，其目的主要

是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点，大多数针对知识点教学视频

进行练手，有些练习提供教学视频中的演示代码，并

要求学生完成一些基本操作和稍复杂的任务。 

2.2  基于教师角度的考虑 

基于知识点的网络教学模式，也是教师对网络教

学改革的尝试和探索，将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分割成

基于知识点的教学视频和网课练习，教师首先要重新

审视每一周（章）的教学内容，从中分离出相互独立

的知识点，并梳理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有时一个复杂

的知识点配有多个代码实例，为了控制教学视频的时

长，将知识点分成了包含讲解和多个实例的多段教学

录播视频。 

为了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每个知识点

需要设计网课练习，练习的内容要贴合知识点教学视

频，同时难度需要控制：常言道，使学生跳一跳能够

到的难度。 

前期网上教学，采用了喀秋莎视频处理软件进行

教学视频录制和后期制作，因为学生上网环境差异比

较大，有个别同学无法保证足够的上网带宽，因此每

段教学视频采用了支持不同分辨率的大、小两个版本，

为了保证观看低分辨率视频的同学能看清教学展示，

在后期制作时利用了视频处理软件的聚焦功能，使视

频讲解展示更突出；同时为了保证学生对知识点的理

解，在关键的讲解和展示环节，制作了字幕和相应的

文字提示。 

专业视频录制软件的使用可以保证制作的教学视

频质量，但同时也会占用大量时间进行视频编辑和后

期制作，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课程内容本身进行优化和

设计的效率，后期因任课教师还有其他网络课程的开

设，便转入使用腾讯课堂这一专门在线授课平台。实

践证明，腾讯课堂作为专门的在线教育平台，具有低

延时高保真的在线视频音频服务，并支持视频存储和

下载，较好地满足了后期的在线课程质量。 

基于以上实际情况，为方便同学明确在线教学安

排，同时为考虑后续教学改革的教学资源建设，每一

周开始给学生下发一个学习指导，其中重要信息包含

在这两个表格（图 5 和图 3）中，学习指导作为学生

在线学习的重要参考，提供清晰明确的指示信息，让

学生有的放矢，明确自己一周所学任务和需要提前准

备的环境（比如下载安装相应的软件或组件等）。 

3  后疫情时期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探索 

2020 年秋，学生响应学校要求陆续返校，在这种

情况下《网页设计》课程如何建设，具体转化为问题

（1）如何充分利用疫情期间建设的课程知识点录播视

频开展在校的课堂教学？（2）相比疫情期间的完全在

线教学，返校后的课堂教学如何加以改进？ 

针对问题（1），结合本课程的学分和时间安排，

我们尝试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继续利用知识点录播

视频开展教学，在春季学期采用知识点录播视频的教

学效果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新学期的每周授课时间

采用线上空间学生们自学相应的知识点教学视频，在

每周上机时间安排学生到教室答疑并完成上机作业

（包括综合操作题和智夫子平台中针对本章教学内容

图 3  为学习本章学生需准备的软硬件环境和可以获取

的资源（该表内容变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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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题练习）。 

针对问题（2），每周一次的上机时间作为学生和

授课教师的见面时间，除了布置给学生完成上机作业

的综合操作题任务外，为了检查本周知识点的掌握情

况，通过雨课堂平台将本周知识点的重点和难点设置

到 1-2 道题目（通常为单选、多选，代码填空等题目）

中，学生当场完成解答，教师进行点评并总结本周学

习内容的重点。这种方法既可以检查学生自学知识点

视频的情况，督促进度落后的同学，同时也对自学完

知识点视频的同学进行总结和要点提示。因为雨课堂

已与学校选课数据进行了绑定，这种方法同时可以记

录学生的出勤情况。 

时间安排上，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雨课堂习

题和讲解演示一般占半个小时左右，剩下的时间里学

生完成 2 道左右综合操作题的上机作业，以及十几-几

十道不等的智夫子平台上客观题（可以课下继续完成），

后两项任务学生可以随时找老师当面答疑解惑。 

这样，《网页设计》的在线课程建立了多层次不同

侧重的练习题体系，为提高学生们对编码的兴趣和信

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提供了帮助。 

如图 5 所示，经过近三年的建设，《网页设计》课

程建立了包含与知识点教学视频的配套网课练习题

（50 道），雨课堂试题库（40 多道）、作为上机作业的

综合操作题（60 多道）、作为课后综合实验的大作业

项目（3 个方案），和智夫子客观题库（近 800 道）的

多层次练习体系，以及近 90 个知识点教学视频，为充

分利用课堂时间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练习和指导进行

了有益探索。 

 

图 4 《网页设计》课程的练习题体系 

4  结束语 

疫情期间初步建设《网页设计》线上课程，学生

学习效果良好，在进行课程评估时，学生反馈课程效

果良好，部分学生提了意见，主要集中在“综合实

验”数量多，本身网课练习已经占去一部分时间，6-

7 个综合实验使学生课业负担较重。在后疫情的秋季

学期课程进行了及时调整，将综合实验的数量减少到

3 个。也许是能与学生面授答疑的关系，笔者在该学

期可以通过学生们课堂提问和在线答疑确实地感受到

部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很高。 

成绩评定环节中，三个同样规模的教学班（均为

40 人），在教学内容、教学进度、考试难度和成绩评定

方法一致的情况下，有两个班的优秀率超过 30%，其

中一个班优秀率达到近 50%。这充分说明了该班学生

对这门课的接受程度。 

在本课程的建设过程中，特别是经过了线下和线

上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的摸索尝试，收获体会颇多。

课堂作为知识传递的场所，自古以来被赋予神圣性；

现代信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课堂借助技术的翅

膀跨域了地域和时间的局限。从课堂的教学效果来看，

良好的互动特别是师生之间的相互问答[2]可以保证

教学内容得到有效的传送和深刻的理解；而线上的网

络课程在师生实时面对面互动受到限制时，也可以通

过各种练习题的方式进行弥补。更主要的是，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推动“以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于它

不仅强调是以学生的学为中心，更是以教师的学、甚

至社会大众的学为中心。通过《网页设计》线下线上

课程建设的实践，我们能更加深刻地体会，教师的“教”

本身也是一个学的过程，通过交流与互动，不断学习

认识自身，认识学生和认识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图 5  本章需要学习的知识点说明信息（包括知识点编
号、名称、对应的讲义页码范围、练习名、录播视
频网址和视频时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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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工作会考虑对在线课程实行分级化建设。个

别班级能够达到近 50%的优秀率说明已有的知识已经

喂不饱一部分学生了，如何在公共课的教学中加入深

入浅出的完整网站建设的代码案例是该课程的线上内

容部分需要改进的，以及分级化教学如何实施，也是

未来的工作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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