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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规律的项目驱动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谢丽萍
(太原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

摘

要：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下，教师的使命更侧重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的“解惑”，促使大

学课堂教学模式必须进行改革，与时俱进。根据人类认知事物的规律，以慕课资源实践翻转课堂为依托，重构学生的学
习过程，设计和构建项目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对课堂时间进行了重新分配，使得学生成为了教学和
学习过程的中心，不仅将教学流程翻转，更重要的是通过设立课堂的答疑环节和项目设计探究环节，分解了知识内化的

m

难度，增加知识内化的次数，促使学生渐进式的对知识内化和知识获得。并以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为例，给出了翻转式
课堂教学方案，改变课堂上满堂灌输C语言语法的教学方法，采用项目驱动的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课上课下及时测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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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全面掌控学生的学习情况。这种以项目为主导来设计课堂教学模式，能充分引导学生提问，帮助学生快速整
合所学知识，达到学以致用，激发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关键词：慕课；翻转课堂；项目驱动；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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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Project-Driven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Cognitiv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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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teacher is the person who teaches students knowledge,tells students the way to live and answers students'
questions.However,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a teacher's mission focuses predominantly on solving
problems.Therefore,the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 classrooms must be reformed and advanced with the times.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lass Q&A session and the project design,it breaks down the difficulty of internalization of knowledg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human cognition of things,th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is reconstructed,project-driven fl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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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model is designed and built based on the resource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The teaching
model redistributes the class time,makes students the center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and thus flips the teaching
process.Through setting up a class of question & answer,and project design,it breaks down the difficulty of internalization of
knowledge,increases the number of internalization of knowledge,an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gradually acquire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Taking the C language program design course as an example,the paper gives a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scheme,changes the teaching method which indoctrinates C language grammar throughout a class.The teaching mode adopts
project-driven classroom teaching mode,and adopts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timely assessment in class to take full control
of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Dominated by project design,it can fully guide students to ask questions,help students rapidly
integrate knowledge with application,encourages students to interact with peers and develop teamwork.
Keywords:MOOC;flipped classroom;project-driven;teaching model

1 引言(Introduction)

采纳，其中项目的选题尤为重要。教师结合科研项目，将项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唐代著名文学家、

目引入到本科教学中[1-3]，提高学生的兴趣点和关注度。而在

思想家韩愈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经典定义。这句话赋予教师的

目前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下，大学生更习惯于自由支配

使命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在早期的教学中，教

课余时间，寻求互联网上各类优质慕课资源进行“碎片化学

师使命更多地侧重于“传道授业”，以知识为中心，关注知

习”，翻转课堂教学使得教师在课堂上的使命更侧重于“解

识的传递策略，知识的传授放在课堂，学习者的知识内化放

惑”，以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为中心[4]，把知识传授放在课下，

在课下。现代教育形式下，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被很多教师

把知识内化的过程放在课上，课堂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学生的

基金项目：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No.61403271)；太原科技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No.2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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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答疑、小组的协作探究，以及师生之间的深入交流等[5]。

作者在深入理解以上教育部的重要意见基础上，结合

目前，互联网上各类优质教学资源愈来愈丰富。“慕

本校教学的实际问题，提出尝试利用慕课资源实践翻转课堂

课”作为近几年兴起的一种大规模的公开在线课程，课程设

与项目引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探索，以此来对学生的学习过

计精巧，学习自主性较强，给我国高校的传统教育带来了诸

程进行重构。这一教学模式的基本思想是：“认识”环节为

[6]

多影响 。同时，慕课为传统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教师与

学生在课下利用慕课教育资源进行学习；“实践”环节为老

学生看到了大信息化下的新型教学方式。慕课资源提供了海

师在课堂上以项目为主线引导学生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

量的知识信息，慕课教育模式为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供了

践，在实践中互相探讨并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再认识”

便捷性。利用发达的网络信息技术，老师发布课程信息、课

环节是课下学生复习总结完成作业，“再实践”环节是上机

程内容，学生自主选择在线学习课程。无论是在教务工作或

课或实践课环节再通过上机或实验题目独立完成题目的设计

是课程学习方面都大大提高了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授

和实现。这一教学模式重构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也恰恰吻合

课者繁重的教学负担。慕课教学模式的优势无形地敦促着各

了人类认知事物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规律，

[7]

这种形式循环往复，认识与实践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上一
次进到了高一级的认知，势必提高教学质量。而且项目驱动

改革课堂教学，势必会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效果，翻转

的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新热情。这对于传统的

课堂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

教学中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这种空洞又缺乏任务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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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在互联网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在教
育领域的应用下变得可行和现实[8]。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使

m

大高校开始教学模式的改革 。在现代互联网科技发展的今天
来看，结合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慕课教学模式两者的优势，

动学习来说，慕课与项目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更具内容
和兴趣，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更为强烈。
根据人类认知事物的规律，以慕课资源实践翻转课堂为

z.

用优质的慕课教育资源，不再单纯地依赖授课老师去教授知

依托，重构学生的学习过程，设计和构建项目驱动的翻转课

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老师更多的责任是

堂教学模式，如表1所示。这种教学模式形成一个闭环式的

去理解学生的问题，引导学生去运用知识。这样一来，课堂

知识传授和教学体系，在这种教学模式指导下的学生学习过

如何教学显得尤为重要。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

程呈螺旋式上升的认知趋势，符合科学的认知规律。同时，

与学生之间如何更好地互动？老师如何激发学生提问题，如

这种教学模式实现了现代网络技术支持下学生和教师角色的

何引导学生去运用知识？这些都是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值得

转变，学生是课堂的主角，教师是课堂的引领者，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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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而课堂和老师的角色则发生了变化。课堂变成了老师与

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根据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一般过程，

提问、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述自己的解决方案等参与课堂教

重构学生的学习过程，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项目驱动的翻转课

学，而教师则可以全面地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以认知规律为基础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侧重于

项目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并论述了每个教学环节的任

考虑对学生渐进式知识内化，通过分解知识内化的难度，增

务内容。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将教师从繁重的知识传授中解脱

加知识内化的次数，促使学生获得知识并学以致用。首先，

出来，重点是“解惑”和讲解知识点的运用，更高效地完成

课前学习者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对知识进行第一次内化，这

教学任务。

是对知识的肤浅的、隐约的认知；然后，课堂上的问题解决

2 项目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project-driven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环节，教师在对本课程相关知识点和学生提出的问题解答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必然。只有

的内化知识，并对知识学以致用。首先，老师将预先准备的

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不断循环往复的认识

一个或多个与本节课程内容相关的探究题目展示给学生，由

过程，才会不断完善理论体系。学生的学习过程亦是如此。

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将学生分小组进行协作分工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老师利用课堂时间对知识进行全面详细

设计。当问题涉及面较广时，可以划分成若干子问题，每

的讲授，利用上机课或实践课时间教学生如何将知识点用于

个小组成员负责一个子问题的设计；最后聚合在一起进行

实践中。这一教学模式仅仅实现了学习过程的“认识—实

协作式整体方案。当问题涉及面较小、不容易进行划分时，

践”环节，学生对所学知识仅仅是一种初浅的认知。

每个小组成员可以先对该问题进行独立研究，最后再进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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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模式；然后，以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为例，详细设计了

论；接着进入项目方案设计环节，以帮助学生巩固和渐进式

近期，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

作探究。这是学习者对知识进行第二次内化。通过以上课堂

与管理的意见(教高[2015]3号)提出若干意见：“应用驱动、建

环节，学习者对知识有了全面系统的认知。课后通过作业环

以致用。”“建设一批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代表、课程

节，巩固课堂所学知识，这是学习者对知识进行第三次内

应用与教学服务相融通的优质在线开放课程。”“鼓励高校

化。通过知识的重复回忆、整理和运用，构建自身的知识体

结合本校人才培养目标和需求，通过在线学习、在线学习与

系。实验课通过上机实践环节，自此通过应用实例考察学习

课堂教学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应用在线开放课程，不断创新校

者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这是学习者对知识进行第四次

内、校际课程共享与应用模式。”

内化，可以培养学习者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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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以认知规律为基础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

(QQ或Email等)给学生发布和提供本节课程的相关视频(可以

Tab.1 The construc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是自己录制的或网上MOOC视频资源)；收集学生对学习本节
课知识的疑问；预设一些问题，以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

再认识

再实践

角色

实验课：上
课前学习：
课后：完成老师 机动手实践
课前观看教 课堂教学：学生提
布置的课下作业 发现问题，
学视频，就 问；分组讨论项目
学生
( 例 如 ： 测 评 、 纠错总结，
不理解的知 题目给出解决方案
实验)
深化对所学
识提出问题
知识的认知

教学
过程

课前任务：
给学生提供
本节课程的
相关视频，
收集学生的
问题

教学
模式

观看教学视
问题解决环节—项
频-问题提
作业环节
目方案设计环节
出环节

知识
内化

第四次:培
第 一 次 : 肤 第二次:全面系统 第 三 次 : 构 建 自
养创新精神
浅认知
的认知
身的知识体系
和能力

课堂教学：对本节
课程知识点的总结
性讲解；针对学生
的问题进行答疑；
对学生提出的项目
解决方案进行点评

课后：批改作
业；分析测评结
果，调整下节课 实验课：现
教师
的课堂活动；布 场指导
置实验课的实验
题目
实践环节

度；与本节知识相关项目题目的准备和解决方案的给定。学
生在课前准备资料包括：自学教材有关本节课程的内容；观
看和学习网上有关本节课程在线MOOC资源；就本节课程知
识提出问题并提交给教师。
(2)课堂教学：教师对本节课程知识点的总结性讲解；引
导学生提问和回答课下收集的问题；就本节课程知识向学生
提问；课后作业的讲解；给出项目题目，要求学生进行分组
讨论并给出解决方案，教师进行点评；布置课下作业(包括：
编写实现项目的程序代码；编写上机实践题目的程序代码

m

实践

等)；学生思考并回答问题，分组讨论给出项目的解决方案(程
序设计算法)；记录课下作业。

项目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现了现代网络技术支
持下学生角色的转变，学生成为自定步调的学习者。他们可
以控制对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的选择，可以控制学习内容、

根据项目的算法写出程序代码，上机实践的题目的程序编写
等；并通过QQ、邮箱等工具提交作业；教师将批改意见反馈
给学生，实现针对性的辅导。
(4)上机实践：学生上机编辑并调试与项目有关的程序代

码，编辑并调试上机题目；记录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

cz

学习量；通过课堂时间的重新分配，学生成为了教学和学习

(3)课下任务：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下作业，包括：

z.

学习
过程

认识

co

model based on the cognitive rule
认知
规律

过程的中心。他们需要在实际的参与活动中通过完成真实的
项目任务来构建知识。教师的测评作业还便于教师对课堂活
动的设计做出及时调整，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这种教

向教师提问；教师给予现场指导。
表2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翻转式课堂教学模式

Tab.2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of C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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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不仅将教学流程翻转，更重要的是通过设立课堂的
答疑环节和项目设计探究环节，分解了知识内化的难度，
增加知识内化的次数，促使学生渐进式地对知识的内化和
知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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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驱动的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研究(The research of project-driven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of the C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

language programming
时间节点

交互内容

学生任务

①本节课程知识点
的整理；②收集学
课前准备 生提问；③设计问
题；④项目题目的
准备

教师通过Email或QQ等
发布或提供待讲课程视
频，学生按照要求预习
课程内容

①自学教材和在线
观看与课程有关的
MOOC视频；②提出
问题并提交给教师

①本节课程知识点
的总结性讲解；②
课堂教学 课后作业的讲解；
③给出项目题目，
并让学生分组讨论

①引导学生提问；②学
生提问；③教师回答现
场和课下收集的问题；
④教师提问，学生回答
问题；⑤学生分组讨论

①记知识点笔记；
②核对课后作业答
案；③给出项目程序
设计算法

为响应目前高校教学改革的目标，太原科技大学针对非
计算机专业的《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大纲的要求总学时

课下

数为32学时，其中理论课16学时，上机课16学时。很多教师
反映16学时的理论课很难完成教学任务，教师每节课的需要
传授的知识点很多，致使教师在课堂上经常处于满堂灌的状

上机课

教师任务

①通过QQ、邮箱
等工具布置课下作
业，给出测评题
目；②对项目实现
给出意见

学生通过QQ、邮箱等工
①完成作业和测评；
具提交作业，教师将测
②完善课堂项目方案
评结果、批改意见进行
并实现
反馈

现场指导

动手实践编程、调试
对于学生提出解决不了
程序、发现问题，纠
的问题，教师帮助学生
错总结，深化对所学
分析问题、纠正错误
知识的认知

态，学生在被动听课中一走神，就不知老师后面所云，失去
听课的兴趣。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上课

作者利用项目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太原科技大

效果不理想。由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浅显，导致上机课学

学2015级和2016级机自专业的学生进行了C语言程序设计课

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不理想。为改变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

程的教学实践，采用课上课下及时测评的教学策略全面掌控

作者根据以上提出的以重构学生学习过程为基础构建翻转课

学生的学习情况。结果表明这种教学模式与传统的教学模式

堂教学模式的理论为指导，给出具体的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

相比，不仅解决了教师课堂任务繁重、理论课时数不足的问

教学模式，如表2所示。

题，而且还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和学习的积极性，有

(1)课前任务：教师在课前准备资料包括：根据课程大纲
要求，整理本节课程知识点并给出思维导图；通过网上平台

效提高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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