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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2020年“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信息化创新应用案例评选”的结果进行词云图和社交
网络图分析,发现获奖案例以云技术、大数据技术、直播技术、虚拟仿真技术等,重点包括“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的智慧教育,以及信息化技术在开放教育、终身教育、创业教育应用领域的应用。本次评选
的案例中,有关“直播”的案例是所有案例中热度相对较高的。结合实证调研还发现,应用系统之间数据
难以互联互通,出现“信息孤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学校信息化应用教育的效果。这个问题已经得
到重视,并未影响到创新案例的涌现。未来要持续投入研发和应用,发挥信息化校企合作共建的优势,解
决教学痛点难点问题,例如促进体系教学管理一体化、形成“一站式”教学管理模式、做好地方终身教
育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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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case selection of informatization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unning system of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in 2020 by word cloud map and social network map, found that the
winning cases were focused on cloud technology, big data technology, live broadcast technology and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wisdom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y in open education, lifelong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mong the selected cases, the "live broadcast" case is relatively hot among all cases. Combined with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data was difficult to connect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systems,
and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island" appeared, which hindered the effect of school informatization
application edu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is problem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and has not affected
the emergence of innovation cases.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informatiz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olve the teaching pai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such a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ystem
teaching management, forming a "one-stop"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 and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local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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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培养模式创新,并在云平台、云教室以及

研究,力求对开放大学体系近年来在教育

2012年3月,国家教育部提出《教育信

学习平台等加大投入。本文以2020年国家

信息化应用与创新有一个总体的概览。

息化十年发展纲要(2011-2020年)》,其中

开放大学面向办学体系开展以“应用先进

提出要“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

信息技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为主题的

1 国家开放大学体系教育信息
化应用创新的现状

[1]
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013年国家

信息化创新应用案例评选结果(共43条)

1.1基于教育信息化创新案例评选

开放大学以“六网融通”教学模式和人才

为例,通过词云图、社交网络图,结合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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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云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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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选词匹配表

可视化技术,通过布局算法用文字
大小表示词频,辅以多种色彩显示,直观
反映词组重要性差异,展示文本关键摘
[2]
要信息 。

集搜客GooSeeker[1] 分词和文本分
析平台是专门为高校师生和研究机构开
发的内容分析工具,做到零技术门槛,导
入数据后只专注于内容的处理,就可导
出需要的数据表。
1.1.1分词与选词：将信息化创新应
用案例评选结果一、二、三等奖和优秀
奖的获奖案例名单共计43条,以文本形
式导入,不需要额外操作,导入数据后,
就会自动分词,完成后就能导出词频表。
再通过人工选词,可以更精准的选
表 2 共词矩阵(部分数据)

择符合分析目的的词语,弥补自动提炼
关键词的不精准的不足,完成后生成选
词匹配表。如表1。
最后,执行共词匹配并导出该表,行
和列都是所选词,构成一个四方矩阵,数
字是对应词同时出现的句子数,可用于
社交关系分析(如表2共词矩阵表)。
1.1.2生成词云图
经 过 人 工 分 词 后 ,可 生 成 词 云 图
(例如选择词频较高的前50个词汇,生
成图1)。

图1 词云图
从词云图来看,案例集中围绕信息
化技术在开放教育、终身教育、创业教
育等应用领域,以云技术、大数据技术、
直播技术、虚拟仿真技术等,打造“互联
网+”时代背景下的智慧教育,探索各种
教育应用。同时热门词汇“疫情”、“不
停课”、“不停学”等说明信息化应用具
有创新性且时效性强。
1.2社会网络分析
1.2.1社交网络图
社交网络图默认是展示共词矩阵表
图 2 社交网络图(按默认连线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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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基于“社交网络图”的个案
分析
在网络图里,圆点大小表示词语的
关联度大小,即与该词有连线的词语数
量。当使用者把鼠标悬浮在圆点上,即可
看到该词语的关联度数值。由于集搜客
GooSeeker使用的是无向网络图,所以这
里的关联度也能表示点的中心性,即核
心地位大小,所以,词语的关联度越大,
圆点越大,词语就越重要。
从表2“共词矩阵”选取某个与其他
词语关联度高的词语进行分析,例如“直
播”这个关键词为例(如图3)。首先,它
的关联度数值虽然只有“19”,但与之相
关的词语包括“教学”
、
“应用”
、
“实践”
等的关联度数值很大,且距离接近。其次,
在表2中的其中关联度高的词汇,“疫
情”、“直播”这两个词均与“教学”关
联度大且热度高。综上,通过可视化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本次评选的案例中,“疫
情”背景下有关“直播”的案例是所有
案例中热度相对较高的。从后继研究的
图 4 案例数据搜索结果

角度来看,可以重点关注直播技术在各
教学应用平台是否能持续发展,或者与

定程度上阻碍学校信息化应用教育的效

育教学平台或教务平台和各种非学历

各教学应用平台做到深度融合。

果。调研也发现,开放大学体系39家分部

教育平台,共有14个占总数33%。从案例

绝大多数基于国开总部提供的教务平台

的命名来看,多数平台未充分展现其创

和教学平台二次开发形成各自相应的平

新性。

台,极少数分部直接使用国开总部的教
[3]

学和教务平台 。

3 基于部分获奖案例的研究
3.1实证研究

例如,2013年国家开放大学提出构

下面以广东开放大学获得创新案例

建“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想

评奖的三所地方分校为例,通过实地调

法。构建“六网融通”模式,是基于网络

研等方法,了解这些学校在信息化建设

学习平台,以网络学习课程为核心,学生

与应用过程中的宝贵经验。

在线学习为主线,网络学习空间为基础,

3.1.1东莞开放大学

网络教学团队为支撑,搭建适应学生自

获奖案例：
《基于在线学习平台建设,

图3 社会网络图示例

主学习需要的平台,开展基于网络、涵盖

跨界整合资源发展非学历教育实践运

2 开放大学体系信息化应用分
级管理现状与创新机遇

学习全过程的教学、测评、支持服务和

用》,获2020年国家开放大学教育信息化

2.1开放大学体系信息化应用分级

基层实现全面的信息化管理,特别是在

创新过程：2015年以来,东莞开放大

网络教学管理、网络支持服务方面提供

学对课室、报告厅等进行升级改造,新建

合适的信息化平台。

微课室、录播室、网络中心等设施设备,

管理的现状
回顾开放大学不断探索技术在教育
中的应用,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信息
化在其教育教学中起到重要作用。各应
用系统在数据编码、共享、统一等方面
缺乏统一规划,应用系统之间数据难以
互联互通,出现“信息孤岛”现象,在一
160

[4]

管理等活动 。该系统并未规划如何为

2.2国 开 体 系 信 息 化 应 用 创 新 的
机遇
在创新案例评选结果中,查找带有
“平台”字样的成果,搜索结果如下图4：
初步分析创新案例评选涉及学历教

创新应用案例三等奖。

采购非线性编设备,并且上线东莞开放
大学线上直播平台。在教学管理上,重视
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满足,组建线上班级,
引入“直播室”教学模式,积极谋求“小
专业”合理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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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作,建设适合东莞开放大学的组

4 推动基层开放大学信息化应
用的建议及意见

利用“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信息

班线上教学的直播平台,以满足大批量

4.1以学习网建设促进体系教学管

化创新应用案例评选”结果,借助文本统

年起该校实施新的智慧校园建设,与某

的课程教学安排与教学管理的需求取得

理一体化

5 结语

计分析和可视化工具,探讨了基层开放

初步成功。该校还与韶关开放大学以“大

目前存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教学

大学信息化创新应用的经验。基于以上

课堂”形式共享线上直播课程,为彼此提

辅导不到位问题,主要原因与教学团队

分析,对开放大学体系如何做好信息化

升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办学效益。

人员不足有关,特别是分级管理后,有些

应用创新,可以从多种途径,例如帮助基

3.1.2韶关开放大学

分部把国开业务与自身开放大学业务相

层开展创新应用,打通信息化应用的“最

获奖案例：《构建共享直播课堂,实

对独立运营,实际上在人力和资源投入

后一公里”；加强分部在教学管理模式的

现远距离同步教学》(与东莞开放大学联

上,是不如以往的。建议可以加强信息化

创新,实现“一站式”教学管理；加强信

合申报),获2020年国家开放大学教育信

应用项目研发,例如打通教学信息化应

息化应用分工与合作,避免重复投入等。

息化创新应用案例优秀奖。

用的“最后一公里”：即将直播功能融合

[项目基金]

创新过程：韶关开放大学充分利用

到国开学习网中,重点要解决以市为单

国家开放大学十三五规划2018-2019

系统办学优势,积极推进教学模式改革,

位通过基于国开学习网开展更丰富的教

年度一般课题“技术支撑的基层开放大

根据开放大学教学特点,充分运用现代

学活动,发挥基层的直播导修导学作用,

学教学管理创新研究”
,编号：
G18A2838Y。

信息技术,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

打通国开办学体系的“毛细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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