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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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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冲击着传统的线下面授教学模式,使得混合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从
一开始的理念提出到如今各个学科的深入研究,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表现形式也随着科技的发展呈现多
元化。借助《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为例,在“三全教育”的构建下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形式对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深入探究,深入展现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通讯软件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的具体呈
现。从课程的知识体系和课程性质等特点出发,选择贴近生活又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案例进行教学,把思想
价值引领贯穿线上和线下的教学过程中,以期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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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Software in Mixed Teaching Mode
——Taking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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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 era has impacted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mode, and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has emerged. From the initial conception to the in-depth study of various disciplin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l have also been diversif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help of the course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s an example,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All-round Education", the courses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re
deeply explored in the form of mixed teaching mode, and the concrete presentation of communication softw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in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is deeply displayed.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nature of the curriculum, we choose cases that are close to life an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the times for teaching, and lead the ideological value through th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process, with
a view to form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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