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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一支符合开放教育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新时代开放大学求生存、求发展的最佳途
径，是开放教育水平、质量以及效果的基本保证。本文通过新时代下开放教育的特征研究，找准新时
代开放教育教师培养发展的方向，找出宁夏开放教育教师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宁夏开放
教育教师培养质量的对策，对于助推宁夏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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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ining a team of high-quality teachers wh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ducation
is the best way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to survive and develop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level, quality and effect of open educa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teacher train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open
education teachers in Ningxia, which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ingxia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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