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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视域下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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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的普及加快了信息化社会的建设进程，也彻底改变了我国教育行业的现状。针对传统应试教

育中的不足，我国教育行业开始越加重视职业教育，为了使学生展开更加高效的信息化课堂教学活动，许多高职

院校及专业教师引入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因此，本文将探究分析高职院校在互联网+视域下基于翻转课堂的计

算机教学策略，以期帮助高职教师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从而提高计算机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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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ing mode based on flipped class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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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has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but 
also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tatus quo of our education industry. In view of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examination- 
oriented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profession of our country has begu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make students carry out more efficient inform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ities, man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have introduced the revers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omputer teaching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reversal classroo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vision of Internet + , 
with a view to helping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reform of teaching models, thu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mpute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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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教育部于 2018 年正式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教育行业应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加快信息化建设，这也意味着我国教

育信息化正式迈进了 2.0 时代。在以往的高职计算机教

学中，学生需要通过大量的课后自主练习来掌握课堂

教学内容，学习效果不佳且效率低下，而信息化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则可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1 当前高职院校计算机教学现状 
据了解，相当一部分高职学生对计算机基础理论

知识掌握不到位，未形成良好的自主学习意识。大部

分学生对理论教学缺乏兴趣，过多的理论教学容易让

其感到枯燥乏味，不利于自主能动性的培养。另外，

部分计算机教师自身专业水平有限，更倾向于传统填

鸭式的教学模式，对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接受度不高，

无法引导学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计算机课程性质特

殊，实操内容占比较高，但学生局限于短暂的课堂时

间，无法进行长时间的实际操作练习，理论知识与实

际应用脱节，导致无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1]。针对上

述问题，需尽快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创新，采取信息化

的现代教学方式。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也要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实操机会，让理论知识能充分应用于实

践，从而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实用型人才。 
2 翻转课堂概念及意义 
2.1 翻转课堂概念 
“翻转课堂”这一概念最早被美国学者所提出，

近几年传入了国内，很快就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翻转课堂顺利开展的前提是创建互联网课程平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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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供海量的课件及教学视频等，学生在凭借身份

证明登录互联网课程平台之后，可随时随地查阅所需

资源，该平台还为学生提供了自主测试服务；教师可

登录测验平台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资源整

合是翻转课堂的核心，将网络信息化技术融入进了传

统的课堂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从而实现

高效率的课堂教学[2]。通过一系列的实践研究表明，翻

转课堂更能吸引学生注意，且极大的放宽了实操时间，

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人公，可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

计算机专业人才。 
2.2 翻转课堂对于高职计算机教学的重要意义 
（1）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当前我国高职计算机教学模式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而翻转课堂的应用则能弥补不足，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需自主进行课前

知识预习，简单了解本节课将要学习的基础知识，这一

过程可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同时也能有

效提高计算机课堂教学效率，获得理想的教学成果。 
（2）提高课堂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传统的高职计算机教学模式下，教学内容缺乏针

对性，而采取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则能有效改善这一问

题。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彼此之间的专业水平和学

习效率参差不齐，缺乏针对性的计算机教学方式会逐

渐拉大学生之间的差距，会严重打击学习能力稍差的

学生的自信心，导致其对计算机课程产生排斥心理。

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更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学生可

根据自身学习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从而更

好的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可自行

标注不懂的内容，在计算机课堂上请教老师，充分利用

课堂上的每一分钟，全面提高高职计算机教学效率[3]。 
3 浅析互联网+视域下基于翻转课堂的高职计算

机教学模式 
3.1 营造良好的翻转课堂教学氛围 
要想全面普及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首先就要基于

信息化时代特点，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从而推

动高职计算机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为翻转课堂的全

面推行打好基础。首先，高职计算机教师需通过计算

机及手机等电子设备，搭建一个网络教学平台，作为

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渠道。教师需在互联网教学平台

中为学生提供大量学习资源，并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交

流互动，充分掌握每位学生当下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

果。与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不会受

到时间及空间的限制，学生可随时随地上网完成学习任

务，并根据自身学习情况进行测验，提高知识内化效率。 
3.2 设计转课堂教学 
在传统的计算机教学模式基础上，引入翻转课堂

理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细分

两部分，分别为课前自主预习及课堂上师生交流。在

翻转课堂教学设计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学生主观能动

性的培养，要耐心引导并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难题，

并及时对本节课的教学效果进行总结评估，为下一次

教学设计提供参考经验。为增强学生对计算机的学习

意识，教师可根据每位学生的计算机水平，为其制定

针对性的学习任务计划书。除此之外，教师可在课堂

中留出一定时间用于师生互动，避免部分学生注意力

分散，为学生解答各种疑难知识点，提高知识内化效

率，帮助学生更加熟练的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

翻转课堂教学设计的重要原则就是趣味性，教师可定

期组织计算机技能竞赛等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在玩中学习，在放松身

心的同时有效提高计算机水平。另外，教师可采取分组

教学法，每五个学生为一组，通过团结合作解决教师提

出的问题，完成速度最快且质量最高的小组则可以获得

一定的奖励，通过激发学生的胜负欲提高教学效率[4]。 
3.3 制作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同

时也反映出了教师的实际教学水平。在翻转课堂教学

中，教师可在网络教学平台中上传计算机教学资源，

学生在登录平台后可自行查找学习。教学资源种类繁

多，常见的有微课视频、课后练习题及课件等，极大

方便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发现，

微课视频的教学效果最佳，值得大范围推广。教师可

将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制作成微课视频，并在视频中

向学生演示各类计算机软件的操作方法，帮助学生更

全面的掌握计算机教学内容。另外，为强化学生对本

章节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制

作针对性的练习题，要求学生在课后登录网络教学平

台自行完成，从而达到巩固知识点的目的。通过调查

了解发现，这一教学方式效果非常理想，学生可通过

自主完成练习题掌握本节课的知识点，并清楚的了解

自己的不足，有助于知识的高效内化。微课视频的制

作难度相对较大，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互联网信息技

术，且在选题方面要做到灵活应对，充分考虑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为其制作针对性的练习题，帮助学生巩

固所学知识点。如，在进行 PPT 教学时，可组织家乡

介绍活动，要求学生通过 PPT 的形式向其他同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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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家乡。这一教学方式能增加课堂趣味性，加强

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 
3.4 明确翻转课堂模式的教学流程 
（1）课前：教师制作教学资源，明确教学思路，

扮演好“引路者”的角色 
“翻转课堂”虽然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抽身而出，反倒对教师

教学水平有了更高要求，要求教师要做好教学设计工

作，在课前制作科学完善的教学资源，便于学生进行

课前知识预习。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

的引导作用，尽可能做到因材施教，从而满足不同学

生的学习需求。另外，为避免学生对计算机学习产生

懈怠心理，教师要准备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在计算机

教材的基础上，可为学生提供视频及音频等资源，由

学生根据自身学习需求和偏好自行选择相应的教学资

源。在准备好充足的教学资源基础上，教师还要根据

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学习任务书，并定期进行针

对性的测验，以此掌握学生的实际计算机水平，从而

便于后续开展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全面提升每位学生

的计算机基础知识水平及操作技能水平。 
（2）课中：围绕学生展开教学活动，强调学生的

主导位置 
在计算机课堂教学中，首先教师需要将本节课的

教学目标传递给学生，然后根据本节课的教学知识点

提出相应的问题，引导学生一起剖析这一问题，从而

对知识点形成简单的认知。随后，教师需设计趣味性

的教学活动，如将学生分为多个小组，由学习能力较

强的学生担任组长，负责本组学生的教学活动。学生

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自主学习，教师可随时为其解答问

题和困惑。最后，每个小组选择一位代表进行发言，

其余学生可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在发言结束后，

由教师进行总结评估，建立健全高效的学习质量评价

体系，从而帮助学生更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学习中的

优缺点，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3）课后：建立健全完善的考评体系，全方位开

展教学效果评估工作 
以往的教学考评方式过于片面，对于学生的实际

学习情况无法清晰的展现出来，不利于挖掘学生的潜

能。在当前教学改革背景下，教师可在评价体系中应

用翻转课堂理念，分别从课前、课中及课后三个角度

入手，建立健全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并制定科学全

面的评价表。教师可通过多维度的教学评价，充分了

解学生的优势所在，并根据评价结果因材施教，帮助

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这一教学评价模式能帮助教师

优化改进教学方案，并充分掌握教学情况，从而提高

计算机教学质量。要想全面实行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

评价模式，首先要搭建专业的互联网平台。学生在登

录互联网平台后，可进行学习内容自测，从而了解自

己对本节课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并根据自测结果进行

针对性的自主学习，从而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

提高主观能动力。如果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难题，可

通过互联网平台请教老师，或者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

探讨，直至完全解决这一问题[5]。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计算机教学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翻

转课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了我国高职计算机

教学水平，对教学质量的改善意义重大。现代化信息

技术为翻转课堂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将零散

的教学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对于教学效率的提升非

常关键。微课视频教学方式能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有助于学生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是计算机教学信息化

建设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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