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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profound elaboration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real-time meaning and teaching
model of “flipped classroom”. Article tells the story of flipping the classroom. We can see some existing shortcomings, and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college chemistry course comprehensive reform,
we have mad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improve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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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翻转课堂”的理论基础、实时意义和教学模型做出了深层的阐述，讲述了所看到的翻转课堂所
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并且根据我校《大学化学》课程综合改革的实践，做出了对“翻转课堂”的不足
以及改进方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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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是一种创新教学模式，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早期，即在课前学生通过教
师发放的资料对教学内容进行提前学习，课上时间则用来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开展小组间协作解决问题[1]。
这就是最早的翻转课堂。
所谓翻转，指的是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颠覆了教师的主体讲授，改变了学生被迫接受知识的节
奏[2] [3]，重新建构了学习流程。学生先通过老师制作的教学视频进行自我学习。课堂上，做针对性的练
习，学生遇到困难时，老师引导学生自行解决问题。国内学者金陵认为，所谓“翻转课堂”，是指把“老
师白天在教室上课，学生晚上回家做作业”的教学结构翻转过来，构建“学生白天在教室完成知识吸收
与掌握的知识内化过程，晚上回家学习新知识”的教学结构[2]。该定义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普遍认同。
在翻转课堂之中，兴趣是学习的关键，当学生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学生能够自行控制学习的进度、方
式，这会让学生拥有更高的学习兴趣。在我院系化学翻转课堂上，老师的教学围绕着以“学生为中心”
展开，不管是学生在家观看教学视频，还是在课堂上师生面对面地互动交流，学生可以掌控自己看教学
视频的进度，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想法，与教师或同伴交流，从而获得了学习上的主动权，这是从新
型师生关系角度来看待“翻转课堂”的作用与效果的一种观点[3]。

2. 翻转课堂存在的问题
2.1. 课堂翻转不完整
翻转课堂包括两个方面的翻转：一是形式的翻转，二是教学理念的翻转[4]。这两个方面是翻转课堂
的关键。而现今翻转课堂更多注重形式上的翻转，不注重教学理念的翻转，将会导致不完全翻转课堂。
在我校《大学化学》课程综合改革初期，任课老师同样使用了翻转课堂的模式，但也存在着不完全的翻
转。翻转课堂将传统课堂中的系统学习步骤一一分解，这些步骤之间是相互独立，学生在相应的时间进
行相应的学习任务。如果学生处于不完全的翻转课堂中，会导致相互独立的步骤不能连贯起来，知识点
不能连贯学习，学生并不能在翻转课堂中学习到完善的知识。

2.2. 课前预习任务重视度不足
在有些翻转课堂上，存在着学生不重视老师所布置的视频学习任务的情况，如果学生没有进行提前
的预习，将不清楚教师接下将要讲的大致内容，这样学生处于一种被牵着走的被动状态，学生在学习时
也不能清楚明白的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课后训练时硬套课本上的习题以及教师的解法，这便严重影响
了学生学习的效率。这也往往使得老师不能完全按照翻转课堂的模式进行授课，课堂变为半翻转模式。
这时的学生获得知识时处于半迷糊状态，老师处于疲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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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习目标缺乏差异
课堂上总会存在喜欢提问的、喜欢思考的学生，这一批学生往往是学习成绩较好的。当然也存在不
愿思考的、懒散的学生，这一类同学往往是成绩较差的。而且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由于上课时间、
上课地点的得到了扩展，教师无法及时的与每一位同学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且在教学中对学生设置一样
的目标、安排一样的内容，这样就会使基础较差的学生不能及时得到老师的指导，进而难以跟上进度。
虽然这两类学生接受相同的教育，但效果差距是巨大的。而且优等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技能都略
胜一筹，他们需要更快的学习步伐和更多学习材料来为学习课程做准备，这也导致较差的同学没有时间
再次学习。

2.4. 缺少多元化评价方式
课堂的考核与评价是教学重要环节，在翻转课堂教育中同样如此。但是现今的翻转课堂缺少一种有
效的评价模式，仍然使用传统的考试制度对学生进行成绩评定，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会造成学生创造创
新能力的缺失，学生得不到考评的认可，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视此方面的发展，而更关注考试的成绩，课
程后期依然会走回“应试”的老路，导致翻转课堂的“虎头蛇尾”。

3. 对翻转课堂的思考与改进
3.1. 重视课前预习任务
兴趣是学习的关键。当我们对一门课程产生兴趣、对知识拥有求知欲望时，同学之间会产生一种良
性的“攀比”，会使我们能够自觉地完成课前的预习任务。我校《大学化学》课程综合改革后期，老师
使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能完美的提升我们的学习兴趣。
我系的“翻转课堂”在为期 12 个月的实践后获得一定成效，这得益于任课老师一直采用探究性学习、
基于项目的学习以及对反转课堂翻转理念的深刻认识。而这一切的前提、结构和模式更注重“以学生为
中心”，在这 12 个月里，仿佛我们就是老师，我们在给自己或者给同学上课。从学习知识的角度上讲，
我门收获了知识，而不是被“灌输”了知识；从知识的掌握程度上来讲，自我主动的学习使我们对知识
点的掌握更加牢靠。从学习兴趣上来讲，我们对课程产生了一种兴趣。

3.2. 分梯度进行教学组织
建立了区别对待的教学模式。我院系的《大学化学》翻转课堂上，老师放开对我们的束缚，将课堂
完完全全交于我们的手中。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指导者，分梯度、有针对性的设定学
习目标，组织学生学习，“导演”整个课堂。这样的转变使得个体差异的学生能够针对自己的不足进行
学习，每个小组的同学都有自己明确的学习目标，使得优差生能以不同的目标、速度进行发展。在以往，
我们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询问老师，而现在通过翻转课堂的模式教学，我们学会了自主探寻问题、解
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依赖教师的心理弱了。这种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能
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使学生的知识空间变大。

3.3. 考核评价方式实现多元化
建立了由“教师评学生、生生互评、学生评价”的多元评价方式。在我系《大学化学》翻转课堂上，
舍去了传统课堂老师主讲的教学环节，将此环节转变为以学生为主的 PPT 讲解。在制作 PPT 时，学生能
够自行寻找此章节内容的重点，且能够自觉地了解知识点；在讲解时，其他同学能够对演讲团队的 PPT
的疑惑之处进行提问，促使学生更清楚、更准确地了解所讲知识点；在评价时，其他团队对该演讲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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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出优势与不足，在倾听的同时能够对比改正。最后老师根据制作、讲解和评价时的表现对每个
团队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式打破传统评价中以单一的试卷考分为主体的评定方式。

4. 总结
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翻转课堂具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翻转课堂是基于教学资源的自主探究
学习方式，其核心是充分发挥学生认知主体作用[5]。翻转课堂的存在可以让学生改善传统应试教育影响
下减弱的自主学习、自主思考的能力。但在“翻转课堂”模式中，讲授知识、示范教学只是基本的教学
任务，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学习。因此，教师在翻转课堂的实施过程中，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教
学进行组织，避免翻转不完整、课前预习重视度不足、学习目标缺乏差异、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
完整的“翻转课堂”对于学生将不再是枯燥无味的阅读课本，而是通过教学微视频、问题回答等方
式自主学习，即便课前学习存在问题与困难，学生也能够在课堂中得到教师的指导、同伴的帮助，使问
题及时获得解决。
“翻转课堂”能使我们通过探索发现事情的错误所在、找寻解决错误的方法。使我们依赖教师的心
理弱了，创新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并且在此模式下，我们能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做到自我学习为
主、老师的协助为辅，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对知识进行良好的消化吸收，从而更好地方便教师开展不同程
度的教学、深入知识点的运用以及对学生进行合理的知识检测。最后真正做到授人与鱼不如授之以渔，
这才是教育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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