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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线课程建设

l  选  题 l  组  队

l  建  设 l  推  广

Online course construction



教学经验

教学资源丰富

目前尚没有

相关在线课程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 请输入内容

01 选 题



01核心教学团队
3-5人（熟悉课程、经验丰富、表达能力较强）

专家团队

行业、企业专家团队不限人数
（行业权威、企业实践经验丰

富，结构化教学团队）

技术团队
课程建设技术团队：课程录制、编辑

02

03

02 组 队



确定课程主体框架（知识树）
    专家论证、团队研讨、根据教学需要确定课程主体
框架。预估时长，核算学分。

03 建  设——前期

25分钟慕课计1学时，总时长500分钟
慕课计20学时
直播见面课90分钟，每次2学时，4次
见面课共计8学时，
500分钟慕课视频+4次见面课一共28
学时，2学分 



《冰雪奇缘-东北冰雪旅游资源与文化》知识树



确定课程主体框架（知识树）
    专家论证、团队研讨、根据教学需要确定课程主体
框架。预估时长，核算学分。

明确团队分工
录课脚本、课程录制、课程编辑素材、题库等

制定样板
    制定课程脚本、课件、视频模板 demo
    确定课程IP：三句话、三字词

03 建  设——前期





确定课程主体框架（知识树）
    专家论证、团队研讨、根据教学需要确定课程主体
框架。预估时长，核算学分。

明确团队分工
录课脚本、课程录制、课程编辑素材、题库等

制定样板
    制定课程脚本、课件、视频模板 demo
    确定课程IP：三句话、三字词

03 建  设——前期



03 建  设——中  期

学习任务书 学习资料单

教学微课

图片、视频、动画等资源

随堂测试

 案例分析

拓展阅读

MOOC
视频为主
文本为辅

资源库
资源碎片化
形式多样化

课件



综合测试
考试

140￥

随堂测试——每个知识点

章节测试——每个章节

单元测试——3个章节



撰 写 脚 本

   基于知识树撰写脚本、确保
内容全面、权威、准确、新颖、
通俗易通。微课建议5-15分
钟，约1000——3000字。
    阅读相关书籍、杂志，查找
网络资源、观看相关纪录片丰
富课程内容。

确定课程录制形式

    微课录制形式:录
屏、抠像、黑背、
白背、实景、访谈；

准备后期素材

    准备课程后期制作相关素材：
图片、动画（自己制作、公司
制作）、视频（网络下载、自
行拍摄、网站购买）、音频、
课件，素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
课程呈现的形式。
    准备题库：主观、客观、案
例、阅读理解等。

课程录制

    睡眠充足、精神
饱满，仪表得体，
亲切自然。

03 建  设——中  期





撰 写 脚 本

   基于知识树撰写脚本、确保
内容全面、权威、准确、新颖、
通俗易通。微课建议5-15分
钟，约1000——3000字。
    阅读相关书籍、杂志，查找
网络资源、观看相关纪录片丰
富课程内容。

确定课程录制形式

    微课录制形式:教

师出镜OR不出镜。

准备后期素材

    准备课程后期制作相关素材：
图片、动画（自己制作、公司
制作）、视频（网络下载、自
行拍摄、网站购买）、音频、
课件，素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
课程呈现的形式。
    准备题库：主观、客观、案
例、阅读理解等。

课程录制

    睡眠充足、精神

饱满，仪表得体，

亲切自然。

03 建  设——中  期



类别 形         式

教师出境 实景拍摄 抠像拍摄 访谈拍摄

教师不出境 PPT录屏 动画 视频配音

万彩动画大师 会声会影、喀秋莎会声会影、嗨格式录屏大师



撰 写 脚 本

   基于知识树撰写脚本、确保
内容全面、权威、准确、新颖、
通俗易通。微课建议5-15分
钟，约1000——3000字。
    阅读相关书籍、杂志，查找
网络资源、观看相关纪录片丰
富课程内容。

确定课程录制形式

    微课录制形式:教

师出镜OR不出镜。

准备后期素材

    准备课程后期制作相关素材：
图片、动画（自己制作、公司
制作）、视频（网络下载、自
行拍摄、网站购买）、音频、
课件，素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
课程呈现的形式。
    准备题库：主观、客观、案
例、阅读理解等。

课程录制

    睡眠充足、精神

饱满，仪表得体，

亲切自然。

03 建  设——中  期











撰 写 脚 本

   基于知识树撰写脚本、确保
内容全面、权威、准确、新颖、
通俗易通。微课建议5-15分
钟，约1000——3000字。
    阅读相关书籍、杂志，查找
网络资源、观看相关纪录片丰
富课程内容。

确定课程录制形式

    微课录制形式:教

师出镜OR不出镜。

准备后期素材

    准备课程后期制作相关素材：
图片、动画（自己制作、公司
制作）、视频（网络下载、自
行拍摄、网站购买）、音频、
课件，素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
课程呈现的形式。
    准备题库：主观、客观、案
例、阅读理解等。

课程录制

    睡眠充足、精神

饱满，仪表得体，

亲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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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备   注：

后期制作：      公司制作
                        自己制作—— 喀秋莎、会声会影

03 建  设——后  期





01 02 03 04

03 建  设——后  期





01 02 03 04

03 建  设——后  期



04 推  广



02 在线课程应用

l  线上教学 l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l  基于在线课程的项目申报及教学比赛

Online course application



01 在线课程——辅学





线上互动

直播课互动、网上评论互动、批改考试或作业



直播课互动



网上评论互动——重要考评指标



批改考试或作业







02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辅教











学生 教师







插入题目



替换



编辑名称

删除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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