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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ly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fragmentation learning time, the Micro video course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cro video
course,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disadvant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xperiment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feasibility of flipped classroom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 of microvideo course. Moreover, the essay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process and detailed design of building
up a flipped classroom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icro video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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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顺应碎片化学习时代要求，微视频课程发展迅速。在分析微视频课程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微
视频课程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的可行性论述了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弊端和开发，构建了基于微视频
课程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并详细设计了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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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碎片化”、注意力更加分散，时间往往被分割的支离破碎，人们的学习
时间、空间都已从连续、固定、封闭走向灵活、开放、多元，学习呈现出碎片化。生活节奏加快和科学
技术发展促进了碎片化学习现象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我们需要适应信息碎片化时代，从碎片信息中系统
地获取我们想要的知识，而不是被太多碎片转移注意力。
学习走向微型化、碎片化、移动化，现有的学习资源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大单元、大容量的课
程资源已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求而逐渐走向微型化、移动化，此时学习资源的改革势在必行。如何设计
开发更优质的数字化学习资源，满足学习者微型学习、按需学习、聚焦学习、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和期望，
是学习资源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微博、微信为代表，“微”己应用于微营销、微广告、微电影、微
小说、微课程等各领域。在教育教学领域，学习方式、学习资源也受到碎片化学习时代的影响，相应出
现了微课程、微型学习、微视频等[1]。

2. 微视频课程的内涵与特征
近年来，随着视频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微视频课程逐渐备受到青睐并得以广泛应用。

2.1. 微视频课程内涵
微视频课程即其构成内容是微型教学视频。它首先是课程，同时也是微型视频。与传统教学视频相
比，最明显的区别是视频时长和知识点内容容量。微视频课程顺应碎片化学习时代的要求，随着网络技
术和视频技术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微视频课程是通过微型教学视频表现的某门学科或某一主题的教学内
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
和教学支撑环境。其中，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形式之一是微型教学视频，教学支撑环境是指支持教学的
软件工具、教学资源以及在教学平台上实施的教学活动。因此，微视频课程的内容是由若干个教学微视
频根据教学设计，呈现某种结构。微视频课程的内容结构是与课程内容容量相关的。如若是容量较小的
微视频课程(如短期培训、专题讲座等)，则可由若干教学微视频直接构成。若课程内容较为系统化和完整
化，微视频课程则可能由多个主题单元构成，或者由多个主题单元和零散微视频组合构成[2]。

2.2. 微视频课程特征
据微视频课程的属性及内涵界定，与传统的视频课程相比，微视频课程有着自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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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课程结构松散整合化
每个微视频课程的知识点是相对独立的，与相近知识点松散联结，突显课程学习的碎片化结构性特
点。同时，若干知识点通过某种关联或形式进行整合组织，构成学习单元，实现特定的学习目标。在松
散的内容背后应隐藏某种关联，并在不断的学习体验中逐渐形成一个隐性连续的结构[3]。
2.2.2. 课程设计模块化、主题化
微视频课程的设计以知识点、学习单元、学习主题为中心展开。主题单元下的视频知识点是完整、
独立知识点，打破了传统视频课程固化、严格的课程内容结构，学习者可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实现课程
的重组重构。
2.2.3. 知识内容微型化、碎片化
微视频课程的时间短，一般在 5~10 分钟左右，形式多样，易于学习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适应学
习者注意持续时间短的特点，有利于知识内容的共享，通过知识点的重构，整合新的课程。
2.2.4. 视频表现生动化
微视频课程的主体内容是教学微视频，它是可视化学习资源，其美观性、生动性及知识内容的视频
表现形式对于课程的可用性是至关重要的，其直接影响学习者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由于教学微视频的时长和内容特点符合碎片化学习情境下学习资源的需求，而网络信息技术和视频
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加之学习终端的多样化为基于视频类资源的碎片化学习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因
此，微视频课程能满足碎片化学习需求，构成微视频课程主要内容的教学微视频能成为碎片化学习有效、
可行的学习资源。

3. 开发基于微视频课程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3.1. 传统实验教学弊端
实验教学是连接理论知识与工程应用的桥梁，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深化实
验教学改革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是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4]。但是目前的传统实验教学中存在着
种种问题。
3.1.1. 实验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创新
实验教师的课堂教学欠缺创新性，大多采用单一的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即由教师示范操作步骤，
学生严格按照步骤参数进行设置，最后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基本上是“老师演，学生仿”。这种简单
模仿，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创新活动之中，无法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5]。如果让学生自主设计作品，脱离教师演练的步骤，学生会感到困难重重，无从着手。
3.1.2. 缺乏交互、学生差异性难以兼顾
很多高校由于师资、教学条件的影响，学时有限，很多实验课都是“大班少头”[6]。很多实验课尤
其是在电脑上操作的实验课大多都集中安排在 50 座以上的实验室或多媒体网络机房中进行。在实验课中，
往往 1 个教师要对 50 多个学生的面授式辅导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教师的工作量增大。同时，单次实验课
的时间有限，教师无法组织小组合作学习、讨论等实验活动，也根本无法兼顾到全体学生，实施差异化
教学，导致信息技术水平能力不同的学生对实验课程的接受度和满意度不一样，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
主动性[7]。
3.1.3. 不同专业学生技术水平不一样、实验教学难度加大
许多高校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实验室及实验教师资源，尤其是公共课的实验课采用了混合班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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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造成上课时不同专业甚至是文科和理工科的学生混杂在一起，学生之间信息技术水平、技术能力不一，
采用单一的案例教学无法兼顾到所有专业学生的学科特点，实验教学设计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3.1.4. 实验教学考核方式单一、片面
部分实验课的成绩是没有进行单独计算，而是纳入到理论课的成绩之中，并且所占比重不大，因此，
学生普遍对实验课不够重视。而一些在计算机上来进行的实验课都是在机房来进行。但大多数机房为了
方便机房管理，都采用自动还原技术，下课了计算机一旦关闭重启，学生的学习过程和作品都无法保存
下来，更不用说课后再进行深入的学习[8]。因此，往往只用每个实验项目的作品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这种评价方式的评价方法和主体都过于单一，不能真正地实现形成性评价，无法考察学生的真实学习过
程，也无法考察学习态度和学生的素质能力是否真正得到提高。
显而易见，传统的实验教学处在困境中，已经无法满足培养学生素质的需求，需要创新教学模式和
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3.2. 开发基于微视频课程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的可行性
调查结果显示 91.07%的学习者最喜欢操作步骤类的视频[9]。因此，提供微视频资源类型可以更好地
促进实验学习。同时，微视频课程资源承载的学习内容微型化、模块化，学习者可利用移动终端设备随
时随地进行学习，这一点与翻转课堂赋予学习者更多自由时间、最大化利用时间的理念不谋而合。将微
视频课程与翻转课堂结合，可以使学习者自由支配时间学习微视频实验课程资源，从理论上可以解决改
进传统实验教学的弊端，有助于将学科前沿信息、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纳入到实验教学中，提高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4. 基于微视频课程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尝试构建了基于微视频课程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见图 1)。

4.1. 具体流程
4.1.1. 课前准备
实验课前，教师根据学习内容和学习者特征确定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设计，将所设置实验项目包含
的知识细化为相对较小、较完整且相互关联的小知识单元，将相关内容、实验操作步骤与注意事项、重
点难点等知识，采用录屏软件如 Camtasia Studio 6.0 录制微视频。然后借助多种平台或工具将微视频课
程资源共享给学习者。

Figure 1. Pattern: Flip the classroom based on micro video courses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
图 1. 基于微视频课程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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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课前微视频实验资源学习
实验课前，学习者利用各种移动终端设备自主学习微视频实验资源，在此学习过程中，可通过平台、
社交工具与同伴、老师进行协作交互。
4.1.3. 课内实操评测
实验课上，教师根据实验目标设计有针对性的任务，通过学习者实际操作，了解其课前预习的情况。
如果学习者在实做过程中没有遇到学习问题，则直接转入完成作品环节；如在实做过程中有疑问或者难
题，可以再次有针对性地学习相关微视频资源，也可以直接请老师指导答疑，问题解决以后，转入完成
作品环节。
4.1.4. 课后交互
学习者通过课下微视频实验资源学习和课堂评测环节达到学习目标后，可在课上或课下完成教师布
置的实验报告和课后作业，并通过平台、社交工具进行互评，反思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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