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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职教务[2016] 2号 

关于举办学校第十二届信息化教学比赛的通知 

各学院（部）：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信息化教学建设与改革，为 2016年全省、全国信息

化大赛选拔参赛教师、遴选参赛作品，经研究决定举办学校第十二届信息

化教学比赛。现就比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比赛宗旨 

促进教师更新信息化教育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模式，强化信息化教学

建设，持续提高教学质量。 

二、比赛组织 

学校成立第十二届信息化教学比赛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李望云 

副组长：卢洪胜   

成  员（排名不分先后）：杨旭东、陈晴、蔡建国、王海、武敬、艾小

玲、段林杰、宁毅、吴跃平、郭沙、温振华、李旭、浦北娟、李世龙、王

凯文、李永林、石芬芳。 

同时，大赛成立比赛评委会，评委由教学委员会委员及相关专家组成，

具体名单另行通知。 

三、比赛项目 

（一）信息化教学设计 

（二）信息化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教学软件 

（四）信息化实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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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课 

其中，“信息化教学设计”、“信息化课堂教学”、“多媒体教学软件”、“信

息化实训教学”为现场比赛，“微课”为网络评审。具体比赛方案见附件 1。 

四、参赛对象 

全体校内教师均可参加（含专任教师、兼课教师等）。 

五、比赛安排 

（一）2016 年 4 月 20 日-5 月 20 日，学院（部）遴选推荐 

各学院（部）严格依照比赛方案与评分标准组织初赛，并依据初赛结

果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全校的决赛，于 5 月 20 日之前将《第十二届信息化教

学比赛决赛报名表》（见附件 2）纸质版，电子档各一份报教务处。各学院

（部）参加学校决赛的名额分配（见附件 3）。 

（二）2016 年 5 月 23 日-6 月 10 日，教务处组织各赛项决赛。具体安

排另行通知。 

（三）2016 年 6 月 13 日-7 月 10 日，优秀选手集中培训，备战湖北省、

全国信息化教学比赛。 

六、奖励办法 

比赛设一、二、三等奖次，获奖教师按《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能

竞赛管理办法》（武职校[2016]28 号）文件进行绩效认定与奖励，并优先推

荐参加湖北省、全国相关赛事。 

七、比赛要求 

（一）本次比赛重在考察教师合理运用信息化技术、数字资源和信息

化教学环境的能力以及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实效。 

（二）各学院（部）遴选推荐参加决赛的教师人数不得突破名额上限。 

（三）在往届信息化大赛中获得过一等奖的作品，不得重复参赛。 

（四）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资料引用应注明出处。 

（五）参赛内容应与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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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书国 

联系电话：87760316   

联系邮箱：176436037@qq.com 

报名表报送地点：逸兴楼 106 室 

 

 

附件：  1. 学校第十二届信息化教学比赛赛项活动方案 

2. 学校第十二届信息化教学比赛决赛报名表 

3. 学校第十二届信息化教学比赛决赛名额分配表 

4. 微课的录制要求 

 

 

教务处      

                                            2016 年 4 月 19 日 

 

 

 

主题词：信息化  教学比赛   通知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16 年 4月 19日印发 

共印 1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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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校第十二届信息化教学比赛赛项活动方案 

一、“信息化教学设计”赛项 

（一）赛项要求 

本赛项重点考察教师合理运用信息化技术和数字资源，有针对性的解

决某项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的思路、方案及实施效果。 

1.体现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设计，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考核与评价

等方面有所创新。 

2.可按 1-2 课时、针对一个教学单元或一个任务模块的教学内容进行设

计。 

3.参赛作品应已用于课堂教学（含实训场所、网络环境等），教学应用

效果突出，没有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4.以团体名义报名，团队成员须为本校在职教师，成员不超过 3 人。 

（二）比赛办法 

参赛教师以说课形式，重点展示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的思路、

方案及效果，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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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分指标 

评比指标 评比要素 

设计思路与

方案（50分） 

1.信息技术应用目的性、针对性强；设计思路清晰；内容选择

恰当，与人才培养方案相吻合； 

2.各种教学资源编排合理，教学策略得当，能有效解决教学重

点、难点问题； 

3.与学生的学习基础与需求相适应。 

教学过程与

效果（35分） 

1.信息技术运用合理、恰当；逻辑性、层次性强；界面清晰、

直观； 

2.教学过程生动，有利于教学互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特色创新 

（15分） 
立意新颖，构思独特，设计巧妙；适用于实际教学，有推广性。 

 

二、“信息化课堂教学”赛项 

（一）赛项要求 

本赛项重点考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信息化技术、数字资源或教学

平台完成教学任务的效果。 

1.应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合理运用信息化技术创设学习环

境，改进教学方式，实施课堂教学。 

2.所选的教学内容应相对独立、完整，可以是一节完整的课堂教学内容，

也可以是某个知识点或者技能点的学习（训练）内容，教学时长 30-45 分钟。 

3.以团队名义报名，团队成员须为本校在职教师，成员不超过 3 人，主

讲教师为第一完成人。 

（二）比赛办法 

决赛教师在学校录播教室进行不超过 45 分钟的教学演示，评委当场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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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分指标 

评比指标 评比要素 

教学设计 

（30分） 

1.教学目标、重点、难点具体明确，与课程目标相吻合； 

2.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教学的支撑作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和

信息化教学环境运用合理； 

3.教学策略得当、高效，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4.教学活动设计有新意。 

教学过程 

（40分） 

1.课堂组织灵活、有序，教学互动热烈； 

2.图、文、音、视、动画等素材运用合理，逻辑性强； 

3.利用信息技术将课堂向课前课后延伸，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

动学习； 

4.主讲教师仪表端庄大方，语言标准、规范、准确、生动而富有

亲和力，肢体语言丰富、合理。 

效果评价 

（15分） 

1.能有效达成教学目标、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2.利用信息技术多维度实施教学评价，指标合理，方法得当。 

特色创新 

（15分） 

立意新颖，构思独特，设计巧妙，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独

立思考的能力。 

三、“多媒体教学软件”赛项 

（一）赛项要求 

本赛项重点考察教师对教学软件的设计和应用能力，以及教学过程中

软件的使用效果。 

1.参赛软件应针对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单元或一门课程、一个职业岗位

进行开发，可为学生用的自主学习软件或虚拟仿真实训软件等。 

2.参赛软件应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教学的支撑作用，体现“做中教、做

中学”的职教教学特色，能实现助教、助学、仿真实训、教学考核等功能，

有明显改进教学或实训效果。 

3. 以团队名义报名，团队成员须为本校在职教师，成员不超过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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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办法 

参赛教师以说课形式展示多媒体软件设计的必要性、针对性以及在教

学中的具体应用，时间不超过 10分钟。 

（三）评分指标 

评比指标 评比要素 

必要性与规范

性（40分） 

1.对高效完成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解决教学重点与难点问题具

有充分的必要性； 

2.软件设计的目的与思路清晰，术语规范，策略得当；辅助教学

的素材齐全、整合合理； 

3.图、文、音、视、动画等运用恰当，切合教学主题； 

4.有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学习。 

技术性 

（30分） 

1.软件运行方便、灵活、稳定； 

2.操作简便、快捷、直观，交互性强； 

3.导航方便合理，路径可选，容错性好。 

艺术性 

（20分） 

1.界面布局合理、美观，导航清晰简洁； 

2.色彩搭配合理，风格统一，视觉效果好，富有感染力。 

创新性与实用

性（10分） 

立意新颖，构思独特，设计巧妙；通用性强，易于推广，符合高

职学生的认知特点。 

四、“信息化实训教学”赛项 

（一）赛项要求 

本赛项重点考察教师进行信息化实训教学设计的能力，以及信息化技

术在实训教学中运用效果。参赛教师自选教学内容，以说课的形式描述信

息技术在实训教学中的运用，并演示、指导学生现场操作。 

1.参赛教师应根据自选教学内容，按照自定义的教学情境，利用信息化

教学环境、设施设备和数字资源进行教学设计，力求解决实训教学中的重

点和难点问题。 

2.在操作演示阶段，参赛教师应提前准备好教学设备设施，演示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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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名学生现场操作。 

3.以团队名义报名，团队成员须为本校在职教师，成员不超过 3 人。 

（二）比赛办法 

参赛教师须提前准备好所需教学设施、设备和教学用具，组织 5-10 名

学生到比赛现场，以说课形式描述信息技术在实训教学中的运用，并演示、

指导学生现场操作，比赛时间共 20 分钟（含现场操作）。 

（三）评分指标 

评比指标 评比要素 

设计思路 

（40分） 

1.信息技术运用的针对性强、形式与内容相契合，有利于完成

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2.设计思路清晰，教学策略得当，应用情景设计合理； 

3.解决重难点问题或者完成特定教学任务的作用突出，体现

“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过程 

（20分） 

1.教学内容呈现准确、清晰易懂、互动性强，操作演示直观； 

2.现场教学设计讲解和设备操作结合恰当； 

3.教学设备使用规范熟练，演示效果好。 

教学效果 

（30分） 
学生能完整地掌握相关知识，能独立完成实训操作。 

创新与实用性 

（10分） 
立意新颖，具有想象力；适用于实际教学，有推广性。 

五、“微课”赛项 

（一）赛项要求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或技能点开展的、

符合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简短而完整的教学活动。 

微课的主要价值在于提升教学中重点或难点问题的高效率。要合理运

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二维、三维动画、及生产企业一线的实拍视

频、HTML 页面、PPT 等，结合各种教学仪器设备的使用来进行课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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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微课作品时长 5 至 10 分钟，配套提供演示文稿（PPT），教学设计文本、

以及与微课视频相配套的相关辅助材料。 

1.视频录制要求 

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能较全面真实的反映教学情境；

视频片头应显示以知识点或技能点命名的微课名称、作者和单位，主要教

学环节有字幕提示。视频录制要求详见附件 4。 

2.演示文稿要求 

演示文稿限定为 PPT 格式，并单独提交。文稿围绕教学目标，反映主

要教学内容，与微课视频配套。其他与教学内容相关辅助材料，如练习测

试、教学评价、多媒体素材（视频、动画、图片等材料）等，以压缩文件

形式提交。 

3.教学设计文本要求 

教学设计应反映微课的设计思路和教学特色，包括教学背景、教学目

标、教学方法和教学总结等方面内容，并在开头注明课程内容所属的专业

大类、专业名称、知识点（技能点）名称、适用的课程名称及适用对象等，

以 WORD 格式提交。 

4.其它要求 

不得使用某门课程的某一章节的常规教学视频作为微课作品参赛；不

得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前面几次课学习了…….”、“上一次课学习了…..”等课

堂之间的关联性语言，以体现微课的独立性。 

（二）比赛办法 

各学院（部）于 5 月 27 日之前将微课视频，以及与微课视频相配套的

演示文稿（ppt）、教学设计文本、相关的辅助材料等打包发教务处，教务处

统一上传到学校慕课平台,并组织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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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分指标 

选题价值

（40分） 

1.所选取的知识点或技能点是教学中常见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重点

或难点问题；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讲授类、解题类、答疑类、实训实验类、

活动类； 

2.选题“小而精”，具备独立性、完整性。 

规范性 

（30） 

1.微课视频时长 5-10 分钟；界面清晰稳定，构图合理、直观，语音标准、

清晰，主要教学环节有字幕提示等；视频片头有微课标题、作者、单位显示； 

2．有配套教学设计文本、演示文稿（PPT），以及与微课视频相配套的相

关辅助材料，且符合网站上传要求； 

3．教学设计文本用 WORD 格式注明了课程内容所属的专业大类、专业名

称、知识点（技能点）名称、适用的课程名称及适用对象等。 

课程设计与

制作（20

分） 

1.教学方案：教学目的明确，重点突出，设计思路清晰，注重实效； 

2.教学内容：严谨充实，无不良内容； 

3.教学组织：符合高职高专学生的认知规律；教学主线清晰、逻辑性强；

讲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教学过程流畅，各媒体资源、技术运用合理，能

有效解决教学中的重点或难点问题。 

教学特色 

(10分) 

教学形式新颖、形象生动，趣味性和启发性强；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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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校第十二届信息化教学比赛决赛报名表 

参赛部门  

参赛项目 

□  信息化教学设计       

□  信息化课堂教学       

□  多媒体教学软件       

□  信息化实训教学        

□  微课               

网址： 

作品名称  

参赛教师信息 

（首位为 

主要联系人） 

姓名 职称/职务 电话/手机 E-mail 

    

    

    

    

    

作品解决的主要 

问题 
 

教学重难点  

制作工具（软件）  

特色描述 

（评审参考） 
 

学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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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校第十二届信息化教学比赛决赛名额分配表 

 

序号 学院 
信息化 

教学设计 

信息化 

课堂教学 

多媒体 

教学软件 

信息化 

实训教学 
微课 

1 电信学院 2 2 1 1 名额不限 

2 机电学院 1 2 1 1 名额不限 

3 计算机学院 1 2 1 1 名额不限 

4 商学院 1 2 1 1 名额不限 

5 建筑学院 2 1 1 1 名额不限 

6 旅游学院 1 1 1 1 名额不限 

7 艺术学院 2 1 1 1 名额不限 

8 外贸学院 1 1 1 1 名额不限 

9 传媒学院 1 1 1 1 名额不限 

10 纺服学院 2 1 1 1 名额不限 

11 生物学院 2 1 1 1 名额不限 

12 体育课部 1 1 1 1 名额不限 

13 思政课部 2 1 1 1 名额不限 

14 轻工学院 1 1 1 1 名额不限 

 合计 20 18 14 14  

注：1.根据教育部《关于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的建议》，本年度的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分

为：公共基础课程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业课程一组（生化与药品大类）、专业课程二

组（材料与能源大类）、专业课程三组（土建大类）、专业课程四组（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2.信息化课堂教学决赛名额的分配根据师资规模分配，同时为对接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

大赛，本次校内决赛名额的分配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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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微课的录制要求 

一、前期制作要求 

（一）课程时长 

课程总时长 5-10分钟，无与教学无关的内容。 

（二）录制场地 

   录制场地可以是课堂、演播室、生产现场等场地。录制现场光线充足、环境安静、

整洁，避免在镜头中出现有广告嫌疑或与课程无关的标识等内容。现场是否安排学生互

动可根据录制需要自行决定。 

（三）课程形式 

   成片统一采用单一视频形式。 

（四）录制方式及设备 

１.拍摄方式：根据课程内容，可采用多机位拍摄（2机位以上），机位设置应满足

完整记录全部教学活动的要求。 

２.录像设备：摄像机要求不低于专业级数字设备，在同一门课程中标清和高清设

备不得混用，推荐使用高清数字设备。 

３.录音设备：使用若干个专业级话筒，保证教师和学生发言的录音质量。 

４.后期制作设备：使用相应的非线性编辑系统。 

（五）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及录制 

教师在录制前应对授课过程中使用的多媒体课件（PPT、音视频、动画等）认真检

查，确保内容无误，排版格式规范，版面简洁清晰，符合拍摄要求。 

在拍摄时应针对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拍摄方式，与后期制作统筹策划，确保成片中

的多媒体演示及板书完整、清晰。 

二、后期制作要求 

（一）片头 

片头不超过 10 秒，应包括:学校、学院（部）名称、课程名称、主讲教师姓名及专

业技术职务等信息。 

（二）技术指标 

1.视频信号源 

（1）稳定性：全片图像同步性能稳定，无失步现象，CTL 同步控制信号必须连续；

图像无抖动跳跃，色彩无突变，编辑点处图像稳定。 

（2）信噪比：图像信噪比不低于 55dB，无明显杂波。 

（3）色调：白平衡正确，无明显偏色，多机拍摄的镜头衔接处无明显色差。 

（4）视频电平：视频全讯号幅度为 1Ⅴp-p，最大不超过 1.1Ⅴp-p。其中，消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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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为 0V时，白电平幅度 0.7Ⅴp-p，同步信号-0.3V，色同步信号幅度 0.3Vp-p(以消隐

线上下对称)，全片一致。 

2.音频信号源 

（1）声道：中文内容音频信号记录于第 1声道，音乐、音效、同期声记录于第 2

声道，若有其他文字解说记录于第 3声道（如录音设备无第 3 声道,则录于第 2声道）。 

（2）电平指标：-2db—-8db声音应无明显失真、放音过冲、过弱。 

（3）音频信噪比不低于 48db。 

（4）声音和画面要求同步，无交流声或其他杂音等缺陷。 

（5）伴音清晰、饱满、圆润，无失真、噪声杂音干扰、音量忽大忽小现象。解说

声与现场声无明显比例失调，解说声与背景音乐无明显比例失调。 

三、视、音频文件压缩格式要求 

（一）视频压缩格式及技术参数 

1.视频压缩采用 H.264格式编码。 

2.视频码流率：动态码流的最高码率不高于2000Kbps，最低码率不得低于1024Kbps。 

3.视频分辨率： 

（1）前期采用标清 4:3拍摄，请设定为 640×480；前期采用标清 16:9 拍摄，请设

定为 1280×720； 

（2）课程中的视频分辨率应统一，不得标清和高清混用。 

4.视频画幅宽高比： 

（1）分辨率设定为 640×480，请选定 4:3；分辨率设定为 1280×720，请选定 16:9； 

（2）应统一画幅的宽高比，不得混用。 

（3）比赛支持两种比例视频上传，请在“视频介绍”中进行展示比例设置。 

5.视频帧率为 25帧/秒。 

6.扫描方式采用逐行扫描。 

（二）音频压缩格式及技术参数 

1．音频压缩采用 H.264格式编码。 

2．采样率 48KHz。 

3．音频码流率 128Kbps(恒定)。 

4．必须是双声道，必须做混音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