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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 

暨河南省第三届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优质课大赛通知 

 

各学院（部）：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教

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要求，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水

平，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中央电化教育馆印发了

《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举办 2017 年度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

展示活动的通知》（教电馆〔2016〕153 号，见附件）及《第二

十一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指南》（教电馆〔2016〕201 号），

现予转发。 

在该项全国信息化交流活动的推动下，我省信息技术在课堂

教学中应用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案例不断增加，为进一步推进信息

技术与教育思想和理念、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深度融合，经省教育

厅研究，决定同时举办我省第三届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优质课大

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工作 

参照第二十一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我省对应举办

“河南省第二十一届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以下简称“大奖

赛”），在省内交流展示基础上，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全国交流展示

活动。我厅成立河南省第二十一届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大奖赛”的组织和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河南省电化教育馆，负责“大奖赛”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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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设置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设置 

本届“大奖赛”根据不同学段的教育教学要求和特点，按照

作品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划分设置参赛项目。 

高等教育组：课件、微课、精品开放课程。 

（二）项目说明及要求 

1、课件：是指基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根据教学设计，

将特定的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和教学手段有效呈现的应用软件，

目的是辅助教与学，并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可

以是针对某几个知识点，也可以是一课时或一个教学单元内容，

制作工具和呈现形式不限。移动终端课件作品应能在 iPAD、

Android PAD等移动教学设备上运行。 

各类教学软件、学生自主学习软件、教学评价软件、仿真实

验软件等均可报送。 

（1）制作要求：视频、声音、动画等素材采用常用文件格

式；作品大小不超过 700MB。 

（2）报送形式：通过大赛网站上传报送。应易于安装、运

行和卸载；如需非常用软件运行或播放，请同时提供该软件，如

相关字体、白板软件等。 

2、微课：是指教师围绕单一学习主题，以知识点讲解、教

学重难点和典型问题解决、实验过程演示等为主要内容，使用摄

录设备、录屏软件等拍摄制作的微视频课程。主要形式可以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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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视频，也可以是使用 PPT、手写板配合画图软件和电子白板等

录制的批注讲解视频。 

（1）制作要求 

报送的微课作品应是单一有声视频文件，要求教学目标清晰、

主题突出、内容完整、声画质量好。视频片头要求蓝底白字、楷

体、时长 5秒，显示教材版本、学段学科、年级学期、课名、教

师姓名和所在单位等信息，视频格式采用支持网络在线播放的流

媒体格式（如 flv、mp4、wmv 等），画面尺寸为 640×480 以上，

播放时间一般不超过 10分钟。总大小不超过 100MB。 

根据学科和教学内容特点，如有学习指导、练习题和配套学

习资源等材料请一并提交。 

（2）报送形式 

通过大赛网站上传报送。 

3、精品开放课程：是以普及共享优质课程资源为目的、体

现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教学规律、展示教师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

服务学习者自主学习、通过网络传播的开放课程，包括精品视频

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 

精品视频公开课是以学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免

费开放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网络视频课程与学术讲座;精品资

源共享课是以教师和学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社会学习者的基

础课和专业课等各类网络共享课程。 

（1）制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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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精品视频公开课:课程选题不限，内容按专题呈现，每讲

应不少于 30分钟、不多于 50分钟；视频制作推荐使用高清制式，

视频压缩推荐采用 H.264编码方式，码流率不低于 256Kbps，封

装格式推荐使用 MP4，前期采用标清 4:3拍摄时，分辨率请设定

为 720×576，前期采用高清 16:9拍摄时，分辨率请设定为 1024

×576。作品大小不超过 700M。 

②精品资源共享课: 将教学内容、教学过程通过网页呈现, 

内容应涵盖：课程教学大纲、教案、课堂教学录像、实验指导、

教材、参考文献、网络教学课件、习题等；参评作品应体现网络

资源共享、互动交流等特性，帮助使用者进行自主探究、答疑讨

论、协作学习等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并能够对教学过程与教

学效果进行跟踪、评价与管理。同时应满足在因特网上实时运行

的基本条件，如: 安全、稳定和快捷等。 

（2）报送形式 

①精品视频公开课: 通过大赛网站上传报送。 

②精品资源共享课: 通过大赛网站报名并注明资源共享课

网址、用户名和密码等，使用说明等文档可同时上传。 

（三）评选指标 

1、课件 

评选指标 分值 评选要素 

教学设计 30 

教学目标、对象明确，教学策略得当； 

界面设计合理，风格统一，有必要的交互； 

有清晰的文字介绍和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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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呈现 25 

内容丰富、科学，表述准确，术语规范； 

选材适当，表现方式合理； 

语言简洁、生动，文字规范； 

素材选用恰当，结构合理。 

技术运用 25 

运行流畅，操作简便、快捷，媒体播放可控； 

导航方便合理，路径可选； 

新技术运用有效。 

创新与实用 20 
立意新颖，具有想象力和个性表现力； 

能够运用于实际教学中，有推广价值。 

2、微课 

评选指标 分值 评选要素 

教学设计 25 
体现新课标的理念,主题明确、重点突出； 

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选用恰当；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 

教学行为 25 

教学思路清晰，重点突出，逻辑性强； 

教学过程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教学效果 25 
教学和信息素养目标达成度高； 

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创新与实用 25 

形式新颖，趣味性和启发性强;  

视频声画质量好； 

实际教学应用效果明显，有推广价值。 

3、精品开放课程 

（1）精品视频公开课 

评选指标 分值 评选要素 

教学目标 15 
教学目标明确； 

内容选题恰当。 

教学设计 25 

教学策略合理，根据需求，合理采取启发、讨论、探

究式等多种教学手段； 

教学媒体选用恰当； 

符合课程学习特点，符合学习者需求； 

教学过程完整。 

教学行为 25 

语言生动活泼，能展现教师的教学个性和人格魅力； 

鼓励与学生有较好的互动； 

有较强的现场教学感。 

教学效果 15 

授课条理清晰，课程内容熟练； 

教学重点突出，课堂信息量大； 

积极回复学生的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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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实用 20 

课程内容与教学形式新颖，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个性

表现力； 

具有推广性。 

（2）精品资源共享课 

评选指标 分值 评选要素 

教学设计 30 

教学目标明确，内容选材适当； 

教学策略合理，教学媒体选用恰当； 

界面设计合理，风格统一，有必要的交互； 

提供练习，具有学习评价与反馈功能； 

教学过程完整； 

考虑学习者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的特点。 

课程内容 25 

内容科学，表述准确，术语规范； 

课程内容体系完整； 

教育资源内容丰富，呈现结构合理。 

技术运用 25 

教学管理功能方便、实用； 

具备良好的师生、生生交互环境； 

媒体播放可控； 

过程可控，导航清晰、明确。 

创新与实用 20 

立意新颖，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个性表现力； 

适于网络共享； 

运用于实际教学中，具有推广性。 

（四）作品资格审定 

1、有政治原则性错误和学科概念性错误的作品，取消参加

资格。 

2、杜绝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取消参加资格。 

（五）作品制作 

1、资料的引用应注明出处。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其责任由作品作者承担。 

2、“课件”、“微课”，每件作品作者最多不超过 3人；“精品

开放课程”每件作品作者最多不超过 5人。 

3、不接受以单位名义集体创作的作品。 

三、参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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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教育厅要求，我校参赛作品限额 30 件，以学校为单

位统一报送。 

4 月 21 日前，请各参赛老师将参赛作品交至教务处教学工

程科综合楼 907 室，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李雨蒙        电话：62509858 

四、奖项设置 

各项目参赛作品分设一、二、三等奖，获奖者由省教育行政

部门颁发获奖证书。 

 

 

附件：1.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举办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

展示活动的通知 

2.河南省第二十一届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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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第二十一届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任  锋   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副组长：张  涛   河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成  员：吕  冰   河南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 

        张怀君   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一处处长 

        刘林亚   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二处处长 

        唐多毅   河南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黄才华   河南省教育厅职成处处长 

        李普涛   河南省电化教育馆馆长 

        孙家栋   河南省电化教育馆副馆长 

 

办公室主任： 孙新峰  河南省电化教育馆活动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