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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军校教育基本规律浅论 吕云峰 （５）
!!!!!!!!!!!!!!!

试论地学教育中通识课程的 “里”与 “面”

徐继山　隋旺华　董青红 （１２）
!!!!!!!!!!!!!!

“互联网＋竞赛”驱动下的研究生教育模式研究

丁兆云　王　晖　李　沛　等 （１８）
!!!!!!!!!!!!

军校专业课学员注意力变化调查研究

孔晓鹏　刘贤忠　吴明辉　等 （２３）
!!!!!!!!!!!!

【名家思享】

语言是什么 张楚廷 （２７）
!!!!!!!!!!!!!!!!!!!

【在线教育】

ＭＯＯＣ在线学习者学习心理调查研究

———以梦课平台学习者为例 王玉龙　李　骁　雍成纲 （３１）
!!

综合ｃＭＯＯＣ与ｘＭＯＯＣ理念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刘艳琼 （３９）
!!!!!!!!!!!!!!!!!!!!!!

ＭＯＯＣ环境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研究

———以云南大学为例 王全亮　张月芬　左继蓉　等 （４５）
!!!

ＳＰＯＣ：ＭＯＯＣ的替代者还是新发展？

邓　斌　来　旭　谢华英 （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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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

“２０２０年联合部队”视域下的美军院校教育政策制度改革

王传经 （５８）
!!!!!!!!!!!!!!!!!!!!!!

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张硕云　孔位学　张凡榛　等 （６３）
!!!!!!!!!!!!

美国深泉学院的 “参与式”教育及其启示 陈　乐 （７０）
!!!!!!

【教育管理】

质量功能展开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进展 钟金宏　戴迎春 （７９）
!!

一流学科研究的计量分析 王邦权 （９０）
!!!!!!!!!!!!!

河南省中小城市高等教育投入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劭恺　刘向晖　张　驰　等 （９６）
!!!!!!!!!!!!

【教学论坛】

计算机模拟推演在军事职业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王文政　曹　琦　向　群 （１０３）
!!!!!!!!!!!!!!

依托军民融合的飞行器总体人才实践教学探索

江振宇　张士峰　向　敏　等 （１０８）
!!!!!!!!!!!!

“随机过程及应用”创新性教学的几点思考

修建娟　柴　勇　关　键　等 （１１２）
!!!!!!!!!!!!

基于信息化实践的大型仪器共享激励机制研究

杜云翔　李梁君 （１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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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ＶＹｕｎｆｅｎｇ（５）
!!!!!!!!!!!!!!!!!!!!!!!!

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ｕｒｓｅ

ＸＵＪｉｓｈａｎ，ＳＵＩＷａｎｇｈｕａ，ＤＯＮＧＱｉｎｇｈｏｎｇ（１２）
!!!!!!!!!!!!!!!!!!!!!!

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ｌｕ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ＤＩＮＧＺｈａｏｙｕｎ，Ｗ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Ｐｅｉ，ｅｔａｌ（１８）
!!!!!!!!!!!!!!!!!!!!!!!

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ｉｆｔ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

ＫＯＮＧＸｉａｏｐｅ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ＷＵＭｉ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２３）
!!!!!!!!!!!!!!!!!!

ＷｈａｔＩ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ｔｉｎｇ（２７）
!!!!!!!!!!!!!!!!!!!!!!!!!!!!!

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ＭＯＯ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ｎｇＫｅＭＯＯＣ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ＡＮＧＹｕｌｏ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３１）
!!!!!!!!!!!!!!!!!!!!!!!

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ＭＯＯＣａｎｄｘＭＯＯＣ

ＬＩＵＹａｎｑｉｏｎｇ（３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ｏｃｂａｓｅｄＢｌｅｎｄ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

———Ｔａｋ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ｆｅｎ，ＺＵＯＪｉ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４５）
!!!!!!!!!!!!!!!!!!

ＳＰＯＣ：Ａ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ＯＣｏｒａ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ＮＧＢｉｎ，ＬＡＩＸｕ，ＸＩＥＨｕａｙｉｎｇ（５３）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Ｒｅｖｉ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ＪｉｏｎｔＦｏｒｃｅ２０２０ Ｗ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ｊｉｎｇ（５８）
!!!!!!!!!!!!

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ｄｅｔｓＭａｊｏｒｉｎｇｉｎ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Ｒｏｙ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ｏｙｕｎ，ＫＯＮＧＷｅｉｘｕｅ，ＺＨＡＮＧＦａｎ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６３）
!!!!!!!!!!!!!!!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ＣＨＥＮＬｅ（７０）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ＺＨＯＮＧＪｉｎｈｏｎｇ，ＤＡＩＹｉｎｇｃｈｕｎ（７９）
!!!!!!!!!!!!!!!!!!!!!!!!!!!!

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ＷＡＮＧＢａｎｇｑｕａｎ（９０）
!!!!!!!!!!!!!!!!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ｕ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ｏｋａｉ，ＬＩＵＸｉａｎｇ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Ｃｈｉ，ｅｔａｌ（９６）
!!!!!!!!!!!!!!!!!

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ＣＡＯＱｉ，ＸＩＡＮＧＱｕｎ（１０３）
!!!!!!!!!!!!!!!!!!!!!!!!

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１０８）
!!!!!!!!!!!!!!!!!!!

Ｓｏｍ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ＸＩＵＪｉａｎｊｕａｎ，ＣＨＡＩＹｏｎｇ，ＧＵＡＮ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１１２）
!!!!!!!!!!!!!!!!!!!!!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Ｓｈａｒ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ＵＹｕｎｘｉａｎｇ，ＬＩＬｉａｎｇｊｕｎ（１１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