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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近年来内地在基础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总体情况, 包括中小学信息技术课

程设计, 各级学校 CAI 课件设计制作及其应用, 以及远程教学的开展等. 

    关键词：信息技术, 基础教学, CAI, 远程教学 

    当前计算器教育应用的发展趋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多媒体化与网络化

(指基于国际互联网即 Internet 的教育应用迅速发展),并且二者日益紧密地结合起

来.在中国内地, 教育信息化计划已开始激活, 国家教委于 1996年拟定了一个关于

1000 所学校教育手段现代化试点项目五年计划, 至今已有其中近半数的学校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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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校园网, 每校平均装备微型计算机百余台, 大多包括多媒体教室, 计算机教学

工场, 电子阅览室等建设内容. 在经济发达地区, 还有许多学校从多种不同渠道

获得资助, 自发地提前进入教育信息化行列. 然而, 这些项目普遍也存在一些问

题, 总体来说就是在投资方面比较重硬件的建设, 而轻视软件的开发和教师培训. 

本文就内地在信息技术教育、CAI 课件开发与应用、及远程教学等方面情况作一

简单介绍. 

  

中小学 IT 课程开设情况 

随着人类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

地加强了对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 为此教育部已于1999年底拟定将信

息技术课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  

目前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还没有既定的模式, [1]教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计

教学模式. 教学过程主要分为理论课、 实习课和课外时间三种形式. 三种形式的

比例目前受各类因素制约, 不能一概而论. 但一般理论课在信息技术课时中的比

例大多远小于实习课.教育部已拟定, 实习课的课时应占信息技术总课时的 70%以

上. 课堂教学以能力培养为主, 着重培养学生追踪新技术的能力. 考虑到程序设

计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因而有些学校也让学生适当参与. 此外, 

由于在 Internet 上进行浏览, 能使学生在学习和感受高新技术的同时"遍知天下事

", 因而也都受到各校的重视. 但鉴于网上存在"儿童不宜"的网页, 加上内地目前

上网费用相对较高等原因, 许多学校采用定时将 Internet 网上部分需要学生浏览

的信息下载, 形成虚拟网的做法, 教学中让学生在虚拟网上浏览, 这样做既安全

又省钱. 有些学校还利用虚拟网对其他学科教师进行网络培训, 为后期校园网的

利用打基础. 

 

CAI 制作及使用情况  

内地大约在 80年代后期(即计算器教育应用第二阶段的后期)开始认识到教学理论

(尤其是教学设计理论)对 CAI 课件开发的重要意义,因而逐渐地应用教学设计理论

作为 CAI 课件剧本设计的指导思想, 但大多是以教师为中心(即强调教师的“教”),

全部教学设计理论都是围绕如何“教”而展开,很少涉及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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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则开始强调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即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对于 CAI 课件开发来说, 

注意到了以下五种设计原则：[2] 

    (1).明确以学生为中心 

    (2).强调“情境”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 

    (3).强调“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 

    (4).强调对学习环境(而非教学环境)的设计 

    (5).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而非支持“教”) 

     
CAI 课件的开发与应用大约从九六年起逐渐受到重视,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有许多

不同层次的交流会和评奖活动.设计的课件通常以 CD-ROM 形式为载体,近年来也

有少部分经由网上发布.CAI 课件的类型一般包括: 课堂教学型(适合教师课堂演

示的动态仿真,既可进行启发式教学,又可让学生主动探索问题求解方法); 辅助自

学型(既有个别指导又有协作学习, 也有适合学生的练习与操作); 实时测量型(用

于实验教学中); 仿真实验型(用于网上或缺乏实验条件的某些实验教学,也可用于

实验考核); 此外还有游戏测验型(各种寓教于乐的益智性游戏软件)等等.   

内地 CAI 的制作起初主要由学校〈主要是大学〉的教师自行开发,这类课件通常是

为课堂辅助教学用,常用的开发工具有 Authorware、方正奥思、Powerpoint 等;有些

实力较强的学校〈例如中国科技大学〉也开发出一些优秀的仿真实验型软件,这类

软件一般用程序语言〈例如 Delphi〉直接编写.此外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专业计算

机〈软件〉公司加入到 CAI 开发的行列中, 较出名的公司包括科利华公司,鹏博士

公司,先博公司,树人公司,翰林汇公司等(见右图),这类公司借助自身深厚的技术基

础及优越的开发环境,聘请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为其编写剧本,往往能开发出较优

秀的课件.由于教学本身具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要开发出具普适性的优秀教学型

课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市面上见到的多是助学型的课件. 

至于 CAI 课件的使用,目前尚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普及阶段.各级大中学校虽

一般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室,但真正用于课堂教学的使用率并不高.在大学里,使

用多媒体教学大多限于某些课程的部分内容,整门课程的全程多媒体教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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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见.中学里则一般只在公开示范课或讲课比赛中用的比较多.从现状分析

来看,主要是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具有通用性的适用于实际课堂教学的课

件还不多;二是广大各级教师在教学中应用新技术的技能还普遍有待加强.  

远程教学及教育网站介绍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在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3]目

前国内已建成四大网络, 即邮电部的中国网(CHINANET)、中科院的中国科

技网、国家教育部的教育科研网(CERNET)和信息产业部的“金桥”.以教育科

研网为例,通过国家计委在 94－97 期间的投资,它的主干网己经建成, 目前

正在进行二期工程的扩建. 各地区网在“211 工程”的支持下也已逐步建立,

至于校园网则通过各高等院校或地方自筹资金解决,目前国内的高校基本

上都利用这种方式建成校园网络,还有更多的院校正在加紧建设.通过教育

系统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一个由主干网到地区网到校园网组成的全国性

网络系统正在形成.至于其余三大网络系统的建设也与此类似.总之,目前我

国在网络方面的基础设施尽管尚不完善,尤其和国外相比在信道的传输速

率、带宽等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是,从无到有,以四大网络为骨干的网络体系

已逐渐覆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全国的大部分地区 ,并且实现了与

Internet 的互联.这就为我国开展基于 Internet 的教育应用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与条件. 目前正在进行的网上辅助教学的应用开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

容： 

    (1).建立 CAI 软件库以适合各级各类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课堂教学

的需要或个别化学习的需要.  

    (2).建立教学数据库,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提供丰富的备课用参考资料

(包括各种史料、教参、特级教师的优秀教案和优秀课例的分析等).  

    (3).建立电子图书馆, 包括在某些校园网上建立CD服务器,采用光盘数组

储存与教育有关的视听材料及重要的图书资料, 以及将一些电子化图书馆

联入网络,从而组成一个庞大的网上电子图书馆,实现一种全新的图书资料

检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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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立虚拟学校, 即由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的一些优秀教师和教学设计

专家组成教研组,负责课程规划与课件剧本的设计,再由软件编程专家负责

把剧本制作成高质量的网上教学课件,然后实施网上教学；由来自不同地区

的学生组成虚拟班集体,这样就可以形成一所或多所虚拟学校,从而实现某

个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远程教学. 

构成现代远程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就是网上学校，就目前国内网上

学校的现状而言，已有 20 所高校能够通过网络教育颁发国家承认的高等教

育学历,例如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等。在基础教育领域，面向中小学的各种网

上学校也已有好几百所，不过真正能在教育界产生影响的还为数不多.造成

网上学校温而不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现行教育体制与教育观念的制

约，办学者经济实力与办学宗旨的局限，以及国内教育软件开发水平、网

络带宽、传输速度和使用成本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网

校要有适合网络时代和教学规律的办学模式和运营模式。目前不少网校基

本上没能摆脱教案加题库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照搬普通中小学

的办学模式，缺少网络教育自身的特色。 

内地目前的网校主要有两种运营模式：一种是以学校为基础的运营模式；

另一种是以企业为基础的运营模式。前者以学校为主体建立，优势是教育

资源丰富，对教育和教学理解深刻；后者是以企业为主体建立，投资力度

大，具有良好的市场意识，但教育资源不丰富，对教育教学的理解缺乏深

入。而二者如和才能有机地结合,将是网校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已有少数这

方面的例子,例如象科利华集团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联和开办的网上学校

(http://www.cleverschool.com)等。       

  

未来展望  

一般认为,计算器网络建设在十年内都会是热点问题, 而信息技术在

基础教学中的应用问题,也将是未来教学改革的重点问题之一.预计未

来十年内,内地将在以下几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包括： 

• 非书教材和电子读物在教育教学中将得到广泛应用 

• 现代远程教育和网上学校将得到较快发展 

• 广大教师的信息技术基本技能培训工作将普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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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农村和老, 少, 边, 穷地区的信息化教育会得到更多

的关注  

     

对各级中小学而言,计算器教育的最高目标不是停留在作为必修课的开设上,而是将进

一步把计算器融合到各个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去.正像联合国开发署首席技术顾问 Allen

博士所指出的,中小学计算器课程的长期目标应是“通过辅助教学软件把计算器结合到

现有中小学各学科的课程中去,而不是专门讲授计算器的程序设计”.就中国内地而言,

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教学改革任务.首先必须要转变传统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打破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充分发挥计算器、多媒体和网

络等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认知工具作用,从每一个学科做起,经过 5 年、10 年甚至 20

年的试验、探索、总结、提高,纔能逐步完成.计算器与我国中小学各学科教学真正融为

一体之日,就是我国计算器教育真正取得辉煌成就之时,也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深化改革

真正开花结果之日.  

参考网址  

101 远程教育网  
www.chinaedu.com 

国讯网校  www.chinaschool.net 

国联网校  www.iune.com.cn 

K12 中小学教育网  
www.k12.com.cn 

洪恩在线  www.hongen.com 

网大  www.netbig.com 

爱莱网  www.iilife.com 

启迪网  www.chinaed.com 

中国教育热线  www.eo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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