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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which has been introduced to one of
the lectures of automation for the student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of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Industries, is presented. For achievement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the cours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hich are preparation before class and lecture in class. The preparation before class
includes collection and assignment of preview courseware and design of recording sheet and
seating chart for group discussion. The lecture in class consists of preview check, knowledge elicitation, group discussion, student presentation and satisfaction investigation.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s welcomed and accepted by students and can be expanded to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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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自动化前沿讲座》课程中的应用。通过将课
程分为课前准备与课堂授课两部分，课前准备包括预习课件的制作与布置、分组讨论记录单与分组座位
表的设计四部分，课堂授课包括预习检查、引导启发、分组讨论、学生代表讲演、满意度调查五部分，
实现“翻转课堂”。实践表明，该模式受到学生的欢迎与认可，可推广到其他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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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转课堂”是一种学生在课前利用教师收集、制作的课程配套课件(如音视频、电子教材等)开展自
主学习，在课堂上参与探讨互动，并完成练习的教学方式[1] [2] [3] [4] [5]。“翻转课堂”采用“课前打
基础+课堂重细化”的教学模式，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打基础，带着问题进课堂，方便与教师互动；教师课
堂上对重难点内容和学生的共性问题与薄弱环节深入细致讲解，由灌输式教学转变为启发式教学，将有
限的学时投入到对理论知识的全覆盖中，有效解决了学分制改革对课程学时的缩减问题。“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现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将“翻转课堂”引入到教学实践中，
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6] [7] [8] [9]。
《自动化前沿讲座》是我院自动化专业开设的一门科普类课程，主要介绍自动化专业所涉及的理论
知识、应用领域及人才需求，由自动化教研室全体教师分别独立授课，不同教师就自身研究领域的前沿
内容展开讲解，旨在培养学生对自动化专业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兴趣。而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是我院学
生培养的一大亮点，实验班内学生人数适中、学习基础好，适合进行分组开放式讨论，具备应用“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因此，本文作者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 2016 级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自
动化前沿讲座》的授课中，研究该模式的可行性，并探索将该模式应用于其他课程中的有效途径。

2. 课程设计
本文作者将本次《自动化前沿讲座》课程划分为两部分：课前准备与课堂授课。
在课前准备部分，于课前一周将课程预习课件通过辅导员老师布置给 2016 级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学
生，要求学生做好预习。设计分组讨论记录单与分组座位表，为课堂分组讨论做好准备。
在课堂授课部分，授课学时为 2 学时，授课时长为 90 分钟。作者拟将课堂授课分为五部分进行：第
一部分，以抢答的形式对学生课前是否观看课件内容进行检查，对参与抢答并答对的学生给予奖励，用
时约 15 分钟；第二部分，结合抢答情况对预习课件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再次进行回顾与梳理，在此基础上，
播放若干前沿科技视频，对学生就自动化专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启发，用时约 10 分钟；第三部分，
要求学生基于预习课件、前沿科技视频等内容，就自动化专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展开联想并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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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用时约 20 分钟；第四部分，要求每组选出一名学生代表到讲台上进行讲演，将本组讨论出的内容
与其他同学分享，达到相互启发的目的，用时约 30 分钟；第五部分，本文作者就学生对此种授课模式的
满意度进行简单调查，并对本堂课程进行总结，用时约 15 分钟。合计用时 90 分钟。

3. 课前准备
3.1. 预习课件的准备
考虑到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学生的课业量较大，因此本文作者准备的用于学生课前预习的课件为介
绍控制论的起源以及《自动控制原理》课程中对控制与自动控制定义的 word 文档一份；介绍涵盖过程控
制理论、运动控制理论、计算机控制理论等多种理论应用的典型复杂工业生产系统的视频资料《国家地
理：超级工厂 可口可乐》一份，播放时长约 45 分钟。预习两份资料需用时约 1 小时。

3.2. 预习课件的布置
于课前一周完成课程预习课件的布置。为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预习课件，本文作者将课件拷贝
到移动存储设备中，并联系 2016 级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辅导员老师，请其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并将拷有
课件的移动存储设备在班级内传阅。为调动学生的预习积极性、保证学生切实有效的观看课件内容，本
文作者于通知中提示上课时会以抢答的方式进行检查，答对的学生将有奖品。

3.3. 分组讨论记录单的设计
为方便学生在分组讨论时做好记录以便于教师评分、存档，本文作者设计了一份分组讨论记录单，
如图 1 中所示。设计“组名”一项是为了使学生有归属感，从而产生集体意识以及为集体争光的热情，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提高讨论的积极性与效率，同时还可增加一定的趣味性。设计“组员”一项是对
学生签到的一种形式变换，便于课后教师对学生的出勤情况进行整理，同时可省去课堂点名环节。设计
“内容”一项是为了学生能够及时将讨论内容记录下来，并可作为学生代表讲演时的提纲，同时也是教
师用于评分的主要考察部分。分组讨论记录单末尾部分就学生对此种教学形式的满意度进行简单调查，
并记录学生的意见与建议。
分组讨论记录单会以彩色纸张打印，以便区分不同分组，同时增加一定的趣味性。分组讨论记录单
于课堂上交由每组学生用于记录，课后收回。

3.4. 分组座位表的设计
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共有 2 个班级，根据选课学生名单，共有 54 名学生，其中包括 8 名女生。考虑
到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依据每组须有 1 名女生的原则进行随机分组，共分为 8 组，其中 7 人
组名：
成员：
内容：
对本节课的教学形式是否满意？
满意（

）

不满意（

）

意见与建议：

Figure 1. Recording sheet for group discussion
图 1. 分组讨论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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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 6 组，6 人组为 2 组。依此方式分组的目的在于打破可能存在的宿舍成员关系，防止讨论中偏离课
程内容，同时可为平时接触较少的学生建立交流的平台。
课堂讨论中，各组学生分布于教室的不同位置，且各位置间隔较大，从而减少各组学生讨论时的相
互干扰。

4. 课堂实践
为便于课程推进，于上课前排布好各组学生在教室中的位置，保证各组间隔较大、互不干扰，并要
求学生按照分组座位表就座。

4.1. 预习效果检查
结合预习课件，共提出 6 道题目，其中关于控制论的起源以及《自动控制原理》课程中对控制与自
动控制定义的题目 2 道，关于视频资料《国家地理：超级工厂 可口可乐》的题目 4 道。共 7 名学生参
与抢答，其中 1 名学生给出答案不完整，其余 6 名学生均很好的给出了正确答案。7 名学生均给予奖品
鼓励。
在抢答环节中发现，对于控制论的起源以及《自动控制原理》课程中对控制与自动控制定义的题目，
学生抢答很不积极，部分学生要靠现场翻看预习课件中的 word 文档才能回答。而对于视频资料《国家
地理：超级工厂 可口可乐》的题目，学生抢答非常踊跃，回答问题时思路清晰，内容明确。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学生对于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或是静止的 word 文档兴趣不高，而对内容丰富的视频资料更
感兴趣，即使课下观看视频资料的时长远大于学习 word 文档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准备预习课件时以学
生“真看能记有收获”为目的，着重提高学生对预习课件的学习兴趣，从而保证“翻转课堂”的顺利
实现。

4.2. 引导启发
本文作者结合抢答情况对预习课件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再次进行回顾与梳理，在此基础上，播放若干
前沿科技视频，对学生就自动化专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启发。而后要求学生基于预习课件、前沿
科技视频等内容，就自动化专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展开联想并进行分组讨论。
将分组讨论记录单分发给各组，要求各组学生为本组命名并各自签名。提醒学生将讨论中提出的观
点随时记录在分组讨论记录单上。各组需推选出一名学生作为本组代表，于分组讨论结束后，以分组讨
论记录单中记录的内容为提纲，到讲台上进行讲演。

4.3. 分组讨论
由于采用随机分组，学生在讨论伊始比较局促，但很快就进入了讨论状态。个别组讨论不够积极，
本文作者均进行督促。讨论效果整体较好，课堂气氛活跃。

4.4. 学生代表讲演
各组学生代表以分组讨论记录单中记录的内容为提纲，结合各组的具体讨论内容，侃侃而谈，声音
洪亮，思路清晰，内容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各组的组名具有个性、富有新意，被学生赋予了积极向上
的内涵，侧面反映出学生在讨论中认真端正的态度。
学生代表演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组的讨论情况。通过讲演内容可以看出，学生结合预习课件、
课堂上播放的前沿科技视频和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可以很好的对自动化专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展开联
想，许多想法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本文作者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点评，并对全体学生在讨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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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给予了肯定与鼓励。

4.5. 满意度调查
本堂课程中，应到学生 54 名，实到学生 52 名，2 名学生因故请假。通过统计学生在分组讨论记录
单末尾填写的对本节课的教学形式的满意与不满意人数可知，全体参课学生均为满意，满意度达到 100%。
学生们认为该授课方式形式新颖，能调动学习的积极性。说明“课前打基础 + 课堂重细化”的混合式“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是受到学生欢迎与认可的。

4.6. 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4.6.1. 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学生在分组讨论记录单末尾给出的意见与建议进行统计发现，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组内人数偏多，部分学生没有真正参与到讨论中，而是坐享其成。二是教师引导启发不足，建议课
前、课上能给出更多的有助于启发思路的如前沿科技视频这类的可参考资源。三是教师点评不够，建议
教师在学生发表看法时能给予更多理论上的支撑。
4.6.2. 解决方案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由于是依据每组须有 1 名女生的原则进行随机分组，受到学生总数、男女比例
的限制，组内人数不易改变。但如何调动组内成员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是任课教师值得思考的课题。可通
过教师参与讨论、随机抽查提问等方式予以解决。
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在于本文作者是首次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授课，考
虑到学生有可能不能完成预习任务而影响课堂效果，故并未布置较多的预习课件。这就使得本文作者不
得不利用课堂时间播放前沿科技视频，同时还要保证学生具有充足的讨论与讲演时间，从而导致引领启
发不足和教师点评不够。针对以上问题，拟采取以下解决方案：一是适当增加预习课件的内容，比如将
更多的前沿科技视频加入到预习课件中，将引领启发的部分内容放到课前完成，但预习总体时长不宜超
过 2 小时。二是及时对学生的各种看法给予点评，并概要性的给出理论支撑，使学生能够将理论与应用
在概念上统一起来。

5. 总结与展望
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自动化前沿讲座》课程中，学生课前预习完
成度高，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大部分学生都能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讨论中并有所收获。课堂效果达到了本
文作者的预期目标。
将“翻转课堂”应用于课程的教学与实验中，采用“课前打基础 + 课堂重细化”的教学模式，学生
课下自主学习，教师课上指导引领。这样便可将有限的学时最大限度的投入到学生对课程重难点理论知
识的学习与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锻炼中，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课堂、完成实验，在课堂与实验中消化知
识、解决问题，大大提高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还可有效帮助教师发现学生的共性问题与薄弱环节，
有的放矢的进行课堂教学与实验指导，提高课程效率。
下一步，本文作者计划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推广到所讲授的专业选修课程与所指导的综合实验
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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