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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增强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技术应用意识，并缓解课堂手机族现象，在简单介绍了 BOP
PPS 和云班课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将 BOPPPS+云班课教学模式运用到了人机工程的实际课程中，并以“人

机功能匹配”的内容为例展开了课程设置，对课堂教学内容加以总结与反思。事实证明，现代智能教育条

件下的 BOPPPS 课堂系统可提高课堂教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兴趣，并为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参照与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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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lots of smombie in the safety man-machine engineering，after briefly introducing 
connotation of cloud class and BOPPPS，its teaching mode is applied to practical teaching of safety man-machine 
engineering  in this paper．Taking course of Man-machine function matching as an example，the teaching design 
of safety man-machine engineering  is carried out，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summarized and reflected．Through 
the practice verification，BOPPPS teaching design under modern intelligent teaching environment，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s improved，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are stimulated，and which provides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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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安全人机工程学是安全工程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的学科基础课，本课程主要以处理“人”与“物”

的界面相互作用的观点，探讨导致工程劳动者伤亡

疾病或不良的心理因素作用机制以及防范与解决对

策方面的研究问题，同时向工程设计者展示了人们

的信息和需求，用这些信息和需求帮助工程人员开

展具体设计，以便于在实现工程效益的同时保障工

程工人的生命安全，训练他们开展安全操作界面工

程设计、人机系统安全研究和评估工作的初步技能。

它对安全工程专业学生的教学课程有着无法取代的

关键作用。但目前教学上仍普遍存在着学生内驱能

力较差、在课堂上用电脑、创新能力较差等诸多现

象。为增强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工程实际意识，

学校通过科技创新示范项目改革工作，将工程实验

与实践走进基础课程中，学中做，学中思，从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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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生理论知识掌握和内化。 
近些年，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对传统

课堂教学方法提出了极大的变革与挑战。如云班课

和雨课堂等多个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课堂 APP 应用，

极大的拓展了课堂教学的知识领域与空间，并推动

着教学方法的变革。传统的教学方法正不断地被现

代信息化教学方法所取代；而在另一方面，正因为

现代的学生成长生活在数字化背景下，学生们对电

脑产生了很大的依附，在课堂低头玩手机的情况也

比比皆是。所以，怎样合理运用信息化技术改造课

堂成为了当前的教学改革重点内容之一。我们将依

托云班课平台，结合 BOPPPS 模式，探索安全人机

工程学实践教学的应用问题。 
1 云班课与 BOPPPS 的内涵 
云班课[1-3]是一个融合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

的免费课程及交互教育 App。它在一个移动网络环

境下，完成了教师与学间的信息交流、资料传递与

作业任务布置，通过健全的课堂教学奖励和评估制

度充分调动了学生在移动设备上的自主学习兴趣，

通过完善的教师学业活动记录系统完成教师对学生

学习成果的过程性考评，更可给教师带来高效的教

学研究大数据分析服务，并完成了采用人工智能技

术的教师个性化智慧助学服务与教师智慧助教等功

用。 
BOPPPS 模型[4-6]由美加英属哥伦比亚学院(Uni

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的教授 Douglas 
Kerr 在一九七八年所指出。自 BOPPPS 被 Douglas 
Kerr 发明以来，由于它的简洁明了，且易于上手运

用，所以在美国加拿大地区以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

各级各类高校师资技能训练中都获得了普遍的运

用，特别是被广泛应用于教授一线老师教学设计的

某些核心技术。 
2 教学设计 
2.1 教学体系 
BOPPPS 教学模式注重课堂互动性，学生积极

参与式、讨论式教学，但这种教学模式对有限空间

教学提出了挑战，需要与课外的课堂教学配合进行。

所以，把传统课前教育转变为课中双向教育，即课

前、课中、课后三区教育，强化课外体育的学习监

管能力，完善课前教育。课程结构设计图如图 1 显

示。 

教学空间

教学模式

教学方式

教学方法

课前 课中 课后

P前+云班课
软平台+云班课

BOPPPS+云班课
P后/S总+云班课
硬平台+云班课

自主学习
师/生互通

情景法
讨论法
小组PK

学生探讨
小组测评

查阅资料
视频学习

参与式教学
引导、精讲
交流、探讨

实物实践
合作交流

反馈

 

图 1 教学体系设计结构图 
 
2.2 课内教学 
BOPPPS 有效教学法包括以下六种课程框架，

分别是导言（Bridge-in）、学习目标（Objective/Ou
tcome）、前测（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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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和

总结（Summary）。BOPPPS 是教师在进行课前教

学准备和课堂中进行教学的一个有效手段。 
B（Bridge-in）[7]课程导入了主题中的引导词，

可能会是热身图片、音乐或是其他事件等，以引起

学生的关注，同时借助云班课可及时将信息传播至

班课上的优势，课前在系统中发布新闻图片、短视

频、科普文字等信息，在课程开始之前提出疑问，

以学生回应提问的热情度而定，并在利用云班课平

台“选人”“抢答”等模块系统，在活跃课堂气氛

的同时自动导入课程内容。 
O（Objective/Outcome）[8]建立课堂教学目标和

预期结果，是让学生知道我门学习完以后能获得什

么样的知识技能，明确目标和学习收获，能够有一

个阶段性的产出。编写课程目标中，摒弃将知识内

容分成“掌握”“熟悉”及“了解”三组别的方法，

注重使课程任务系统化并凸显学习者的基础作用。

例如：将原制定的“掌握人的主要功能、机的主要

功能”这一目标修改为“在日常生活中，学生能找

出人机功能匹配完美的应用实例有哪些，具体体现

在哪些方面”。上课前在平台中发出的消息提前告

诉学生预习目标，并在上课后所用 PPT 上再次呈现，

以确保学生在上课前清楚目标并对之印象深刻。 
P（Pre-assessment）即在进行活动之前的心理摸

底测试和知识能量储备，是预习与课前准备，教师

们可以根据现场反应情况来调节是否需要调整本堂

课的深度与广度，注意学生的兴趣点，回顾知识，

中间可以利用云班课堂进行调研，可以组织投票或

者小问题，让学生积极的参与进来。针对各章节的

不同教学内容，灵活采取了非正式问题、开放性问

题、小测验或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进行前测，以便

于了解学习者的兴趣爱好之和情况创新能力。其小

测验形式可借助云班课的平台完成，便于学员作答

问题和向老师统计成果。 
P（Participatory Learning）即课程核心——参

与式学习模块[6]是进行活动之前的心理摸底测试和

知识能量储备，是预习与课前准备，教师们可以根

据现场反应情况来调节是否需要调整本堂课的深度

与广度，注意学生的兴趣点，回顾知识，中间可以

利用云班课堂进行调研，可以组织投票或者小问题，

让学生积极的参与进来。针对各章节的不同教学内

容，灵活采取了非正式问题、开放性问题、小测验

或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进行前测，以便于了解学习

者的兴趣爱好之和情况创新能力。其小测验形式可

借助云班课的平台完成，便于学员作答问题和向老

师统计成果[9]。 
P（Post-assessment）即测试课内教学目标完成

情况，是教师需要总结学生学到了什么，教学目标

是否达成，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根据每个

学生不同的情况使用，后测形式主要有：①测试对

每个学生基础知识的了解程度，并布设了选项题和

问回答；②评估学生运用分析的综合能力:布置运用

分析案例题目；③培养学生合作的创新能力：利用

云班课平台“小组任务”模块功能布设小组作业，

对各小队上交的作业予以衡量，评定结果为“优”

的小组成员可得到云班课平台经验值奖（按个人累

计经验值，综合排名计入个人平时成绩）。 
期间进行翻转课堂，某位学生针对江苏响水一

起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讲解，通过层层剥析，找

出事故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并且结合安全人机

工程学的理论知识，给出了相关的见解和改进意见，

为以后相关类似单位提供借鉴作用。从翻转课堂的

进行来看，可以很好的判断出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

情况，很好的反馈了教学设计的适用度。 
S（Summary）为总结原本教学设计，并对后继

的教学设下伏笔，是教师帮助学生总结回顾一些要

点，回顾主要的关键点。围绕课程目标，通过设计

板书总结本章节的总体知识点，对要点及教学内容

加以提问，从而起到巩固内容、有助于学生整体复

习、并预告下堂课程教学内容的效果。 
3 教学案例、效果与反思 
安全人机工程学强调实践应用，注重培养学生

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为专业课程教学夯实

了基础，并将 BOPPPS+云班课模式运用到安全人机

工程学的实际课程中，以人机功能分配为例进行了

课内教学活动。 
在智能教学驱动下，课题组以湖南城市学院 20

21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和湖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为契机，兼顾理论知识和实际

课程，运用移动教学模式，BOPPPS 教学模式开展

的课题教学，师生交流较为密切。以往课堂统计采

用纸板和传统简易调查表进行，学生只能宏观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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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班级的意见与建议，操作比较形式化，目前通

过云班课系统，学生随时留言给班级、老师的意见，

反映自身的情况，老师根据情况可进行主动的课堂

设计。 
通过对课堂教学中期和期末二个班反馈数据及

其效果分析表明，新教改班级的学生主动性、兴趣

程度均相对于没有引入云班课项目的传统班级提高

了百分之二十左右，且课程目标实现率也均有所提

高。通过云班课教学行为的图解，老师能够通过观

察了解学生的状态。 
4 结语 
优秀的课程教学设计促进了课堂教学事半功

倍，而现代网络环境下的智慧课堂也促进了课程教

学设计变革，如 BOPPPS+云班课将课程的学习延伸

过程细分为课外和课内二个部分，依据教育心理学

原理和课堂技巧，综合探讨了新教学模式原理与手

段，并以人机功能匹配的课程内容为例开展了课程

设计实验，利用网络调查表和教学成果分析综合评

估了课堂变革成效，鼓励新模式教学改革的探讨与

实施，为提高示范课堂教学实效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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