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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开始迈入信息化时代,计算机网络技
术的推广和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速运行。在教育教学领域,
网络教学也开始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手段和途径,出现在大众视野,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
的血液和力量。为了更好地实施网络课程教学,相关技术人员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利用先进的教学设
计思想,逐步开发出更加优秀的网上学习系统,从而为教师的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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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sign and technical realization of network course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course of database principle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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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has begun to enter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promotion and use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to some extent
for people's life, promote the high-speed operation of social economy.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network teaching has also begun to act as a new teaching means and way, appearing in the public view, injecting
fresh blood and strength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network
course teaching, relevant technical personnel need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use
advanced teaching design ideas, gradually develop better online learning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new methods
and ideas for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Key words] network course; teaching design;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database principle; course development
引言

的线下课程,它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网络课程教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

打破教学资源的各种局限,从而为学习者提供一个相对比较

广泛重视,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利用网络课程实施

自由和开放的学习环境,为其开展研究性学习或者是协作性

教学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为了更好地加强网络课程的设计,

学习等,提供比较可靠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从某种层面上来说,

需要相关技术人员秉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通过科学的途径

它在教育教学领域的推广和使用也为改善师生关系作出了一

和手段,进行技术上的革新和创新,从而使得网络教学的价值发

定的贡献。

挥到最大化,真正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数据库原理》作为多数高校计算机专业中的必修课程,

1 开发《数据库原理》网络课程的目的

从管理系统的开发来看,其必然需要依靠并且借助于数据库技

在网络技术的帮助和影响下,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蓬勃的

术发挥作用。相应的,在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和研究的过程中,

发展,为其赢得了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而网络课程从本质上来

也要使用到数据库管理系统,它能为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决策等

看,正是网络技术和课程开发相结合的产物。在对网络课程进行

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和保障。然而这门课程在实际教学中由于

研究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看到它在形式上的特殊性,不同于以往

复杂性较高,存在较多的理论知识,而且抽象程度较高,导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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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在进行课程学习时通常会产生挫败感,从而进一步降低学

常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整理,以此帮助其对于相关知识进行

习者的学习积极性。除此之外,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中,我国在数

深度的思考。

据库系统的研发和设计上速度较快,但是学生学习的相关教材

2.3在线作业和在线考试模块

内容却仍然停留在比较基础的层面,并不能利用在课堂上学到

学生利用网络课程完成每一单元的学习之后,要想对知识

的相关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出现了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

进行进一步的巩固,将其彻底记忆在自己的头脑中,就需要借助

严重脱节的情况,也正是在这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一定程

在线作业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作业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学生的

度上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因此,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学习情况来设计的,使学生可以完成对相关单元重点知识的全

高,在新的教育理念下,相关技术人员应该从教学实际出发,积

面把握。在线考试模块在实际使用中通常是以自我测试的形式

极开发《数据库原理》网络课程,在其帮助下进一步提升教师的

展开,在测试内容以及相关题型的选择和设置上,学生可以自主

工作水平和教学质量。

进行选择,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安排相应习

2 《数据库原理》网络课程的功能模块

题的数量,在测试结束后,学生就能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一个全

《数据库原理》网络课程的开发从本质上来看,是要为现阶

面且客观的了解,在获得测试结果的同时为之后调整学习策略

段的教育教学所服务的,在运用其实施网络课程教学的过程中,

[2]
等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 。

不仅要使其可以准确无误的传递教材内容,还需要完成对相关

2.4自由讨论和专题讨论模块

知识的延伸和拓展,它不应该只成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性存在,而

网络学习和传统的学习方式相比,其存在着明显的技术优

是要在教学之外的时间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以

势,比较明显的就是它为学习者之间的写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此改变和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其可以在自主学习的同时意

在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和构建的时候,可以设置自由讨论区和

识到合作学习的重要性,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除此之外,网络

专题讨论区,前者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是以学生为主,围绕相关知

课程在具体的实践应用中,也应该根据教育教学的需要,具备一

识以及话题等进行具体的讨论,整个讨论中产生的所有内容都

定的管理功能,可以及时对登录学习的人员、课程内容和资源等

需要借助管理员进行对应的管理,在整个讨论结束后,将其中得

进行全面的监控和管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票数最高的发言等纳入到精华版中,而后者则是以教师为主导,

2.1登录模块

根据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者是和学科内容相关的重

登录模块在实际应用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身份认证和权限

点内容进行细致的讨论。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讨论仍然不能脱离

认证,在该模块的帮助和影响下,系统可以完成登录用户的注册

学生而存在,教师始终要听取学生的相关建议,能够积极在讨论

并对其具体的信息进行记录和存档,通常情况下,其包括教师、

区和学生进行理论和思想上的沟通和交流。而且在讨论的时候,

学生、管理员这三重不同的身份。如果登陆者是学生,系统便会

为了使大家能够对讨论的话题和内容等一目了然,需要对整个

自动为学习者保留其学习的内容,方便及时查找浏览记录等。对

讨论区进行分层管理,将同类问题的讨论记录等整理在一起。除

于那些二次登录的用户,在其准确地输入账号和密码并被系统

此之外,在《数据库原理》网络课程的设计中,要最大程度的发

完成身份确认后,就能直接进入到相应的学习界面。除此之外,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可以以投票的形式了解自己在讨论

当用户是教师身份时,需要管理员确认之后再正式开展相关工

中发言的水平,以此对自身的学习等获得更加清晰的认知。学生

[1]

作 。

之间也可以针对彼此的发言等进行留言,在相互交流和讨论中
[3]
促进共同成长和进步 。

2.2学科知识系统模块
学科知识系统模块主要有两个功能,分别是提供学习内容

2.5资源库模块

和检索内容。从学习内容的提供上来看,一般情况下会包括课程

学生在学习相关课程的时候,仅仅依靠教材的信息是不够

的全部知识点,与此同时系统还会对其进一步细化,将教师总结

的,通常还需要更多的资源库作为有效支撑,而在网络学习中,

出来的重难点问题等进行关键性标注。检索模块则更加具有个

学生对学习资源的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在资源库中,

性化特征,由于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它可以帮助学

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等,在第一时间内查找和检索

生根据自身的学习需要,在网络系统中通过关键字等检索相关

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数据信息,分享学习心得和学习成果。

信息,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效率以及学习质量的双重提高。在对

2.6学习支持系统

学科内容进行组织的时候,主要包括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根据教

利用网络系统进行课程学习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材设置等,按照其教学上的逻辑顺序,进行单元划分和内容表

系统可以对登录用户的学习状态等进行全面的记录和总结,保

达。另一种则需要借助教师的力量,根据对数据库发展和应用的

留并标记学生已学的内容,及时记录学生学习的状态,并对学生

研究,总结出的一套专题性的表述。在该模块中,网络课程可以

在讨论中的发言等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判断学生在群体间的

充分实现和课程教材之间的有效衔接,不但可以使学生学到相

认可程度等。学生在使用该系统时,也可以随时查询相关信息,

应的知识内容,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可以

以此获得对自己学习效果的准确反馈,并根据具体的数据结果

自行选择要学习的内容。除此之外,系统还会对学生学习中比较

对自己的学习状态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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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课程的导航和界面设计

网络课程的学习时,由于学生之间存在着个性化特征,其学习的

3.1网络课程的导航设计

状态各有不同,为了加强对学生的分析和管理,就需要将学生实

在《数据库原理》网络课程的设计中,为了使学生能够获得

际的学习情况等完整的记录在数据库中。所以,在现实层面始终

更好的学习体验,避免学生由于相关检索等耗费大量的时间,在

应该加强对数据库的设计和研究,使其可以在技术上不断地进

研发中加强了对课程的导航设计,其在应用中主要表现在以下

行更新和升级,适应学生学习以及实践教学的需要,通过构建良

两个方面：系统整体功能设计和教学内容安排。在对系统整体

好的数据库,为之后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支撑,避免在后

功能进行设计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对课程进行细致分类实现的,

续工作中出现不必要的失误。数据库的设计还应该考虑到数据

将整个课程按照功能和类型等分成不同的区域。主要包括“在

库的利用效率、减少冗余数据。

线学习”
“在线交流”
“在线作业”等,利用这样一个又一个单一

5 结束语

且独立的模块,避免学生出现迷航现象。在对教学内容进行编排

网络课程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愈加广泛,为了使其更好的发

的时候,采用的是层次结构,将整个课程内容作为一棵完整的树,

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需要不断更新教学设计,实现技术上的升

从树干到枝叶开始逐层进行发散。一方面,它在构成上更加能够

级和改造,以此为用户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体验,促进自身的全面

体现出课程的层次感,使学生可以按照相应的顺序进行学习,顺

发展。

应教学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它也给了学生充分的选择自由,

[项目名称]

使其可以在学习中结合自身的发展需要,选择最适合的路径进

2021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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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称]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以《数据库原

等都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从而为学生的下一次学习提供方向

理》课程为例,项目编号：NGJGH2021128。

上的指引。
3.2界面设计
网络课程在界面设计上不同于娱乐休闲网站,它主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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