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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高校教学模式也在不断革新，最大程度的激发了高校学生英语学习
的积极性。信息化背景下的混合英语教学模式，丰富了学生的英语学习内容，使学生可以不受空间、
时间的限制完成学习。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它有着很大的教学优势，因此高校教师应积极创新教
学模式，不断优化课堂，以此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本文针对信息化背景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英
语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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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English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WANG Changlong
Ningbo Childhood Education Colleg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s is
constantly reformed, which inspires the enthusiasm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nglish learning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 mixed online English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informatization enrich th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content, which enables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ir studies without being restricted by space and tim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t has visible teaching advantages.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bility, college teachers should actively innovate the teaching mode and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classroom.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English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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