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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教育

模式不断受到冲击，教学改革要求呼声日渐高涨，而翻转课

堂已成为此次呼声中的高频率新词。 尤其在网络和移动数据

的进一步发展， 其所支撑的数字化课堂成为改变传统课堂，

实施翻转课堂的一大保证。

2��翻转课堂

2.1�翻转课堂的概念

所谓翻转课堂是指在教学阶段老师与学生的地位相互

翻转，学习和练习的地点相互翻转。 即区别于传统授课方式，

不再是老师在课堂灌输内容为主，课下练习为辅，而是以学

生自主学习为主。 首先教师提前提供教学视频供学生课下学

习，然后在课堂上学生进行讨论，教师根据学生所提出的问

题和不懂的地方进行解释和回答。 因此翻转课堂也被称为颠

倒课堂或反转课堂， 译自“Flipped�Classroom” 或“Inverted�

Classroom”。 这种教学模式通过用网络资源减少了对教师的

束缚，将教师解放出来，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组织教学活

动和师生互动上来。

2.2�翻转课堂的特征

2.2.1教学模式的合理性

翻转课堂区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将学习活动顺序翻

转。 课堂不再是教师在课堂上教授知识，学生在课堂上理解

并消化，并在课下复习并完成作业进行巩固提高。 进行翻转

课堂后，将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变原本应是教师教授的部分

提前，通过制作成课件、视频等网络资源由学生课下提前学

习，理解并完成相应的作业，而课上主要是进行学习效果的

检验和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扩大学习效果。

2.2.2师生关系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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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将传统课堂里的师生角色地位进行翻转。 教师

不再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改变了一味

灌输课本知识内容的教学方式。 学生也不再是只是被动接

受，学习效果智能通过作业和考试进行检测。 课堂教学模式

被翻转后，教师不再是学习内容的灌输者，而是成为学生学

习的引导者，学生也不再是一味被动接受学习，而是成为学

习的主体。 通过根据课前学习情况总结学习问题，在课堂教

学中与教师或同学围绕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师生互动更加

密切，学习氛围更加浓厚。

2.2.3学习多样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其他信息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学

生学习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平台。 翻转课堂便是在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的基础上，将传统的课本教

材内容替换成各种软件制作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动画等教

学资源，此外还有各种网络教学资源供学生学习，极大方便

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扩宽了学生学习的渠道。

2.2.4评价多元化

翻转课堂改变了传统课堂以纸质考试作为终结性评价

为主的评价方式，创建了师生多元立体，师生双向互通的评

价方式。 即每次在学生完成学习任务，进行了良好的课堂互

动后，教师要对此次课堂学习和互动情况进行评价。 课后教

师也要针对课堂上学生提出的问题和互动时产生的问题进

行分析，然后再解决问题，并且通过互联网分享解决问题的

方法，从而总结经验，提高学习效果，拓展学习办法。 同时，学

生也要对自身的学习状况和课堂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收集

和总结，通过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让教师及时了解自身

学习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应用的必要性

3.1 传统教学模式不能满足教学需要

传统的教学模式， 无法将教师和学生的能力充分发挥。

在现有的课堂教学中， 总是教师先通过 PPT�讲解课本的内

容，然后让学生进行操作，教师通过一个个检查进行指导，最

后布置作业，让学生在课后进行巩固提高。 在这种教学模式

下，学生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接受信息时等待的时间

较长，普遍积极性不高，并且对于不懂的内容很难得到有效

的反馈，部分学生很难跟上教师的节奏，最后学习效率不高。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由于理论学习的缺失，而教师的精力无

法顾及到每个学生。 也容易出现神游天际，不好好操作或玩

游戏的情况。

3.2 自主学习的必要性

“教”是为了“学”，教学的本质本应是由教师教导学生学

习，这就要求“教”的质量要用学生“学”的质量来检验，这就

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教”的观点，倡导由学生

为主的“学”的教学模式。“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

来。 ”，教学不能再是死板的以教师灌输为主，而是应该鼓励

学习自主学习，增加师生的互动性。 任何教师都不可能将自

己所有的知识传输给每一个学生，但是可以将自身如何自主

学习方法教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这样才

可以实现终身学习的理想，学生不仅再课堂上，毕业走出校

门，也能够不断学习，终生受益。

4�我校实施翻转课堂的可行性

4.1 教学内容适合翻转课堂教学

我校所涵盖的专业学习上既由涉及理论知识， 内容抽

象，逻辑性较强，也涉及手动操作，操作步骤、使用的软件较

多且复杂。 虽然各个专业在网络上可以获取很多的学习资

源，但是大多都是单一的，碎散的资源内容，没有进行合理的

梳理和整合，学生自主学习容易陷入误区。 而教师可以根据

自身的教学内容，整合这些资源，结合课本上的内容，将知识

系统的梳理一遍并结合网上的实操教程，整理出一套适合学

生学习的学习资源， 通过视频的方式发给学生课下自主学

习。 在课堂上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指导学生和操作以及解决

学生在自主学习中产生的问题。 这种教学模式也有利于解决

学习个体差异性在教学中产生的问题，如个别学生学习能力

强，能更快的理解教师所讲述的内容，通过自主学习可以学

习超纲的知识，并且可以获得教师的指导。 而学习能力较弱

的则可以收集和整理好问题， 在课堂上向教师或者同学提

问，提高学习效率。

4.2 主客观条件符合翻转课堂教学

在未来的教育中，通过使用电子媒体设备的移动学习将

是学生学生的一种主要学习方式。 这种学习要求在移动设备

的支持下， 学生和教师通过移动设备实现教育中的“教”与

“学”。 首先是教师在课前通过手机微信或者 QQ 群把准备好

的教学视频传输给学生，学生提前学习；同样在课下学习时，

遇到的基础问题也可通过手机、 电脑移动设备自行寻找答

案， 这样教师就能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较难和更实际的问

题。 而我校基本上都实现了教学的信息化，多媒体、电脑、手

机等移动设备一应俱全， 并且师生对于移动学习非常熟练，

这对翻转课堂的实施非常有利。

本校区自开学以来，便十分注重学风建设。 学生也在学

校的管理下，学习兴趣非常浓重，学习热情高涨。 在这样的氛

围下，以学生为主导的翻转式学习非常适用于我校开展翻转

课堂。

4.3教师水平符合翻转课堂教学

翻转课堂对教师水平要求非常高，传统的课堂模式只要

求教师有足够的教学水平即可，而翻转课堂模式下，要求教

师不仅要有足够的教学水平，还有有一定的课件、视频制作

能力，并且要对网络资源的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有解决各

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反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要求学生自主

学习，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发现或遇到课本内容之外

或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有丰富的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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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程平台上的学习者学习轨迹，对学生的解答过程

进行评价和反馈，与课上的讨论协作练习评价一起形成学生

的过程评价结果。

5�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C#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引入

计算思维相关理论，设计了一个以计算思维所提供的解决问

题的思维为导向，融入计算思维的《C#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模

式。

为了检验该模式的运用效果， 对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

NET 方向的两个行政班分别采用融入计算思维的教学模式

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经过一个学期的对照教学，采用新的

教学模式的班级，期末考试 42 人中，不及格人数为 3 人，平

均分达到 76分，80分以上人数达到 25%。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的班级，44 人中，不及格人数为 5 人，平均分为 67 分，80 分

以上的人数为 16%。

通过后期的问卷调查，发现融入计算思维的《C# 程序设

计》课程教学模式普遍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学生表现出了明

显的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 成就感和自信心得到了提升，计

算思维能里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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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水平，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而我校的老

师，除了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之外，对于课件、视频制作十分

熟练，而且对于网络资料非常了解，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实践

经历，能够很好的应付教学之外的实践操作问题。 这为我校

实施翻转课堂提供了师资保障。

4.4 学生喜欢翻转课堂模式

为更好的能够实现翻转课堂在我校的普及，我校拟于思

政课开始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 首先教师通过课堂对于教

材内容的导读和知识分解， 然后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学习小

组，根据课本的知识内容分解成五个主题，交由不同的学习

小组课下自主学习，查找相关资料制作 PPT 课件。 然后在课

堂上展示小组讨论制作的课件内容，由教师和其他小组的同

学们进行探讨和评价。 课后，将所有的课件进行整合，发给每

个学生。 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对此次讨论进行总结，记录课堂

讨论结果并将成果以小论文的方式呈现，提高学生的科研思

维能力。 并且通过学生评价来检查翻转课堂的效果和学生的

接受程度。 通过调查研究显示：71.32%学生对这种授课方式

表示十分满意，27.80%学生对这种授课方式表示满意， 仅有

0.87%学生对此表示十分不满意。 这说明学生对于翻转课堂

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学习热情。

5 结语

翻转课堂是随着移动学习与互联网的普及而出现的一

种极富活力的教学模式， 它强化了学生在教育中的中心地

位，优化了教学要素，调整了教学进程，拉近了师生关系，增

进了师生互动。 促使学生能够合理利用现有的各种学习资

源，有利于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培养学生高超思

维能力的教学模式。 笔者希望翻转课堂模式能够在我校教育

中得到普遍应用，改革我校的教学方式，提高我校的教学质

量和效果，同时也为职业教育发展探索提高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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