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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分层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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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是高职院校为非计算机专业类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公共通识课。针对来自不同地

区和通过不同口径入学的新生群体在计算机起点水平上差异化显著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计算机信
息技术课程分层教学改革方法，根据学生已有的计算机应用水平分类后量身定制相应的教学方案和考核评价体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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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该方法在改善学生学习绩效和提高学生信息技术素养方面具有良好效果。

z.

Reform and Practice of Multi-Layer Teaching Model for the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Based on Learning Community
CHEN Ke,WANG Lei

cz

( College of Computer Engineering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China )

Abstract: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ublic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provided for noncomputer-major students by many vocational colleges.To solve the issue of significant variance in computer literacy
among freshmen coming from various regions and through a wide variety of entrance routes,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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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teaching reform scheme on the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based on the learning community,in which
the teaching plan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re tailored to student computer application levels.Practice study shows that this
method has achieved good effect in enhancing students’ testing performa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Keywords: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multi-layer teaching;learning community;examina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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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内容、教学模式的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1]。显然，传统的单一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掌握计算机的重要概念和信息

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学生差异化的学习需求并保障他们的学习

处理的必备技能不仅是高职院校学生未来胜任各类职业岗位

效果。因此，有必要根据学生既有知识结构、自身发展和心

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帮助学生更为有效从事专业学习的强

理特点等条件的差异性，对学生实施分层教学[2]，以满足各类

大助推器。因此，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成为了高职院校非计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同时也方便学生接受更适合自身特

算机专业类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的公共通识课。通过计算机

点的教学方法和内容。

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学生将获得未来胜任各类非计算机专
业职业岗位所需的计算机架构、硬件、软件、
网络等重要基础知识和包括系统操作、Office应用软件使
用、互联网信息检索、电子邮件通信在内的必备技能，同时
课程也培养学生利用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积极探索、分析、
思考和着手解决专业学习和未来工作中遭遇的各种实际问
题，以使学生能满足信息化社会对行业从业人员提出的新的
需求。

本文从新生计算机水平差异化现状、分层教学实施策略
和方法、考核评价体系等多个方面对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的
教学改革进行了阐释，最后得出结论。

2 当前高校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现状分
析(Current teaching status of the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in colleges)
受我国地方经济和教育水平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国
信息化进程也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由于生源地、入学途

高职院校新生在入学背景、已有基础和学习潜力等多方

径、信息技术教育普及率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

面存在显著差异，为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

非计算机专业新生群体入学时的既有信息技术素养起点水平

基金项目：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19-AFCEC-065）；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C-b/2018/03/07）；苏州市教
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192012430）；苏州市职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SZDJG-1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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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即零起点类模块班、一级类模块班、有证自选类模

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化分布。
这种差异化分布的现状在高校入学新生中尤为显著。
以笔者所在的高校为例，首先，我校对口单招班（从中职考
入）学生在职中或技校阶段就经历了相对系统化的计算机知
识和技能训练，普遍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其中相当部分学生

块班。《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模块及选修条件一览表，详
见表1。
表1 《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模块及选修条件一览表
Tab.1 A list of course modules and prerequisite conditions
for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已顺利通过国家或省级考试机构主办的计算机标准化考试并
取得了相应的等级证书；其次，大部分通过江苏省高考普招

模块分类

模块名

学时和学习形式

模块选修条件

零起点类

零起点模块

48学时
线上线下学习

选课时间点仍未取得国考、
省考一级或者二级以上证书
者，学生可选此模块。选修
零起点班需单独申请

一级类

计算机一级模块

48学时
线上线下学习

选课时间点仍未取得国考、
省考一级或者二级以上证书
者必选此模块

计算机二级模块

48学时
理实一体化
线上线下教学

选课时间点已取得国考、省考
一级或者二级以上证书者，经
证书验证后，学生自选

入学的新生，在高中阶段即已普遍接受过计算机技能的课堂
训练，他们中的大部分对计算机知识和技能有相当程度的了
解；此外，体育、艺术类等文科新生往往存在相对严重的偏
科现象，他们接触计算机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该群体中计
算机基础薄弱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中外合作班和部分提

问题；最后，从基础教育相对较差地区考入的学生，由于受
家庭经济或生源地计算机教育软硬件条件薄弱的制约，计算
机基础知识比较匮乏，起点水平较低。

有证自选类

办公自动化高级
应用模块

48学时
理实一体化
线上线下教学

其他模块

根据课程

鉴于高职院校入学新生中存在的群体之间计算机起点水

选课时间点已取得国考、省考
一级或者二级以上证书者，经
证书验证后，学生自选
每学年可更新增加

对以往多年《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绩效评估，传统的

z.

平分布不均的问题，对全校学生一视同仁地实施单一的教学

co

生，存在着学习潜力相对较弱和计算机基础掌握程度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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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招生的新生，其入学分数往往显著低于普通高考入学新

单一化教学模式存在着绩效不彰、众口难调的问题。本文尝

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关键操作技能为主线，采取立

试对该课程实施分层教学改革，以期解决这一问题，提高课

体式案例形式展示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学生操作和

程的教学质量和改善其教学效果。

使用计算机的能力。

流程（包括教材选择、训练内容和过程、考试或考核方式）
不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也不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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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层教学改革思路(Idea of multi-layer teaching
reform)
3.1 制定合理的分层策略

解，操作能力较弱，学习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比较吃力的学
生开设的。在教学实践中，根据学生基础薄弱的特点，合理
引导，在教学内容选择上适当减少艰涩理论的讲解，而以学

cz

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更不利于全体学生的共同发展。根据

零起点类模块班是针对那些对计算机知识缺乏基本了

一级类模块班的学生的学习内容以计算机基础理论知

识和基础应用技巧为主线，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的方式展开。理论教学主要采取翻转课堂教学、结合本课程
的在线教学资源供学生课前预习、课后温习、完成在线课

不断推进，从在线课程学习平台建设、教学视频、教学网络

外作业、在线答疑等，实践课则采取上机的方式，内容涵盖

资源建设等方面对课程进行改革。为了更好地组织分层教学，

Windows系统操作、Office软件应用（包括Word、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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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我校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一直在

针对学生群体入学时已有的计算机应用水平差异的问题，在课

PowerPoint、Outlook）和Internet Explorer使用技巧等，上

程设置上对《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实施分层教学[3]。在具体

机课一般会安排课堂作业，学生完成后提交教师主机批改。

措施上，本着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和全体共同发展要求的

为巩固教学效果，实践课也安排适当的课外作业，要求学生

原则，最大限度地实施因材施教，灵活运用相对应的教学方

从在线课程学习平台下载任务后自己在电脑上完成，并用手

法和手段，设定符合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方案、教学内容以

机拍下照片上传至在线学习平台供教师批改。一级类模块班

及教学目标，为学生提供最为适切的帮助和引导。

的课程考核方式为标准化考试，允许学生在全国或江苏省计

对入学新生进行分层的主要依据，首先是核查学生是否

算机一级考试中自由选择其中一项，以获得证书作为课程通

已通过了全国或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在线查验国家或

过的最终判据。对于那些基础薄弱而未能一次通过的学生，

省权威机构颁发相关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此外，为更准确

允许继续参加每年的全国或江苏省计算机一级考试直到通过为

和全面地了解新生的计算机素养水平，学校统一安排对入学

止。此外，对于通过考试的学生，在线学习时间和课外作业的

新生的计算机理论和应用水平进行测试，准确把握学生的计

评分也以一定的权重计入他们课程的总评成绩，以此确保学生

算机应用能力。最终的分层依据是结合全国或江苏省计算机

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技能的质量，从实践来看效果良好。

等级考试证书和学生摸底测试的结果进行层次划分。

3.2 实施分层教学方案
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融合分层教学理论和混合式
[4]

有证自选类模块班是针对已取得全国或江苏省计算机等
级考试证书的学生，实施理实一体化线上线下教学，首次改
革开设计算机二级模块和办公自动化高级应用模块，今后各

教学模式的研究成果 ，寻求学生学习水平和能力发展的内在

学年根据信息技术发展和学情动态开设与专业相关的计算机

规律，强调对不同层次学生采用与其层次相适应的教学方法

类课程，教学内容不只局限于计算机操作和应用层面，而是

[5]

和手段 。
在具体实施方案上，分层教学把学生分入三类模块班中

更全面地涵盖当前流行的移动终端的普及应用和操作等，提
高学生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素养。

62

2019年9月

软件工程

3.3 学习共同体理论践行
体现在教学环节，学习共同体主要以教师之间相互交

表2 《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模块成绩获取一览表
Tab.2 List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s for different
modules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流和学习、学生之间的学习互动、和师生之间的桥梁式互动
为表现形式。首先教师之间加强交流，共同改进教学内容、

模块名

参加考试 成绩取得（平时成绩由线上线下综合评价构成）

教学方法、提高课堂和课外作业的质量；学生之间也一改以
零起点模块

往缺乏沟通、主要以被动接受教师授课方式获取知识的传统

校内考试

百分制，满分100，课程成绩=平时成绩*50%+
期末机考成绩*50%

单通道教学模式，在班级内再通过分组的方式组成学习小

百分制，满分100分。课程成绩=平时成绩

组，学习小组内的学生可以通过良性互动、共同促进、相互

参加省考 *50%+省考证书实际分数*50%。对于考证未通

帮助的方式把学习、完成作业和实施分组项目过程中存在、

过的学生，课程成绩为50分

产生、发现的问题获得最好的解决，这种方法除可有效提高

计算机

组内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改善气氛，也对学生培养团队合作精

一级模块

神拥有不可低估的正向效应；师生之间的学习共同体不再是

百分制，满分100分。课程成绩=平时成绩
*50%+国考证书成绩的折算分*50%。对于考证
参加国考 未通过的学生，课程成绩为50分
说明：全国一级成绩为优秀、良好和合格的成绩

极向上的、建设性的、相互提携的共同促进和提高的双向桥

分别折算为：90、85、75

梁纽带关系，过程中教师传授知识、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

百分制，满分100，完成该课程学习后学生参加

同时学生也可在学习过程中提出自己的问题、疑惑或质询，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课程成绩=国考证书成绩的折算分*50%+平时成

通过教师的回答提高对课程难点的理解，这种方法能极大提

计算机

高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二级模块

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总体来说，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构建

最终成绩=国考一级证书的“合格”成绩*50%+

z.

分别折算为：95、90、80

教”，学生“爱学”，教学更加灵活高效，学习者的发展更

办公自动化

cz

高级应用模块

此外，本课程也结合高职教育信息化、共享化的背景，

二级

说明：全国二级成绩为优秀、良好和合格的成绩

师的主导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老师“乐

3.4 多学习渠道相融合

参加国考 绩*50%；对于国考二级没通过的学生，课程的
平时成绩*50%

的教学模式有助于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可充分发挥教

加全面。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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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通道的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而是一种积

校内考试

百分制，满分100，课程成绩=平时成绩*50%+
课程考试成绩*50%

4 结论(Conclusion)
在分层教学一个学期之后，从学生取得的全国或江苏省

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看出，全年级78%的学生达到全国或江苏

渠道教学手段，以普及掌握信息化应用技术和学生个性化学

省计算机等级考试的合格成绩，学生的计算机成绩得到了整

习为教学目标，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分层教学、线上线下混

体提高，将近20%的学生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为优秀。本次基

和式教学。在课程考核方面也同样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

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分层教学法的实践

手段。其中，在线课程目前是通过超星泛雅学习平台实现，

通过多学习渠道融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带来了显著的

包括教学视频、理论PPT讲义、补充学习材料、作业布置、提

促进作用，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值得在实践应用中推

交和批改等形式实施。本研究致力于丰富课程教学资源，为

广。不过，分层教学改革在我校的应用时间不长，还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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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的学情，在分层教学中采用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多

教师教学手段、方法及学生学习方式的革新提供可能，促进

列待改进的空间，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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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标准的较高要求。《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模块成绩获
取一览表，详见表2。总体而言，本课程的考核评价体系需要
兼顾三个层次学生的差异性、体现公平原则，使得制定的考
核标准能够为下一步的改进提供有益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