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浅谈线上线下混合式高效一流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于萍 马艳丽 李红菊
安徽新华学院通识教育部
DOI:10.12238/er.v4i9.4190
[摘 要] 近两年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给我们的生活以及教育事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传统的线
下教学模式与疫情期间新兴的线上教学模式相结合,学生可以更加便捷的自主学习。通过整合疫情期间
的线上教学资源和线下传统教学理念,引入线上线下混合式高效一流课堂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和学
生自主学习以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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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oronary virus pneumonia has brought our lives and educ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By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mode with the emerging online teaching mode during the epidemic,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conveniently and independently.By integrating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offline
traditional teaching concept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the teaching model of efficient and first-class
classroom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is introduc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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