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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更

新，学校和教师更加重视学生个性化发展及综合

素质的提高。2015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

《2015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指出：“坚持促进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1]混

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顺应了这一教学改革的理念，

为课程教学带来了新思路。

国内外很多机构和专家对翻转课堂、混合式

教学进行了研究。在传统的美国学校里面，教师

们经常采用混合式学习方式进行授课。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立大学校长高度评价了混合式学习，认

为它“是当今高等教育领域内一个必然的发展趋

势”。在企业培训方面，世界知名企业如IBM、SO-

NY等均采用混合式学习模式，获得了预期效益，

实现了培训目标。翻转课堂于2011年因可汗学院

而备受关注，美国教育咨询公司Classroom Window

2012年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受访教师中67%认

为通过翻转课堂学生的考试成绩得到了提高；80%

声称学生的学习态度得到改善；88%表示翻转课堂

提高了教师的职业满意度；99%的教师表示将继续

采用翻转课堂模式。[2]在国内，自21世纪初，混合

式学习就成为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混合

式学习发展趋势迅猛，在教育领域、培训机构等多

方面应用广泛，发展成果也颇为显著。随着混合

式学习优势的不断扩大，各高校都加大了对混合

式学习研究的力度，并从教育教学的角度出发，倡

导有效的混合式学习活动，并利用先进的教学技

术来实现混合式学习，[3]即在混合式学习中引入翻

转课堂理念。目前，大多数关于翻转课堂的文献

资料还是针对理论研究的探讨，进行系统性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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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搭建以及完整的教学设计并付诸实践的实证研

究不多，教学效果也有待进一步研究。[4]

因此，本文在混合式教学中引入翻转课堂的理

念，探索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在高职

“数据库技术”课程中进行教学实践，验证教学效果。

一、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的内涵界定

（一）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是从英语“Flipped Classroom”翻译过

来的术语，通常又叫“翻转课堂”“反转课堂”或“颠

倒课堂”等。其最初的构想来源于美国林地公园学

校（Woodland Park）的乔纳森.伯尔曼（Jonathan

Bergman）和亚伦·萨姆斯（Aaron Sams）这两位化学

教师。其基本思路是：把传统的学习过程翻转过

来，让学习者在课外时间完成针对知识点和概念的

自主学习，课堂则变成了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场所，

主要用于解答疑惑、汇报讨论，从而达到更好的教

学效果。[5]翻转课堂重视学习过程，对学习时间进

行了重新规划，学生在课前通过教师提供的个性化

协作式的学习环境，例如微视频、动画、基于课程内

容的在线游戏、电子教材、数字化学习平台等媒体资

源进行自主学习，在课堂上通过项目、讨论等活动完

成知识的内化。这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的学习空间

和多种学习途径，使学生能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安排

课前学习时间和学习次数，实现了资源共享。同时，

翻转课堂改变了师生角色，教师是学习的指导者和

课程的设计者，不仅需要向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资

源，还要帮助学生完成自主学习，鼓励学生之间进行

协作学习，并通过激励措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

学生参与度，促使学生完成“学习中心”角色的转变，

让学生有更多的体验机会。这种做法颠倒了传统

课堂“课上听老师讲课,课后做作业”的教学安排，颠

倒了传统课堂中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两个阶段，改

变了师生角色及传统的教学结构、教学流程，体现

了建构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

学习动机，提高了课堂参与度。[6]

（二）混合式教学

目前，国内外专家对“混合式教学”的定义侧

重点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多种教学理论的混

合、多种学习环境的混合、多种教学方法的混合、

多种教学资源的混合、多种教学风格的混合、多种

学习评价的混合等，如图1所示。

本文中所提的混合式教学（B-Learning）侧重

于将传统课堂教学（C-Learning）和网络教学（E-

Learning）的优势相结合，改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

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教师起到引导、支持、监督、控制的作用，学生充分

利用教师创建的环境，自由、自主地开展学习。[7]

同时，混合式教学可以充分利用各类教学资源，扩

展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通过各种教学方法、教学

媒体、教学策略等的优化组合、合理利用，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针对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的学习基础差异较

大、学习主动性不强、学习兴趣不浓等现状，本文

加入游戏竞级的理念，设置能力递进的“三类项

目”以供学生进行“三重循环”训练，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知识、技能，并使之能有效迁

移，形成良好的职业岗位从业素质。“三类项目”

“三重循环”的项目驱动、任务引领模式示意图如

图2 所示，其中“三类项目”分别是教学示范项目、

课堂训练项目、拓展训练项目，“三重循环”训练分

别是模仿训练、巩固训练和提高训练。

如果将三类项目都放在课堂上进行，不仅需

要大量的课时，而且也不容易消化。基础较差的

图1 混合式教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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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需要多次模仿训练，才能进入课堂训练项目

和拓展训练项目，而课堂上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

的时间和多次示范。因此，本文在引入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理念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模式设计，改

变师生角色并对课堂时间的使用进行重新规划，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时间、空间和多种学习

途径，使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时间参与小组讨论，

解决问题，提升知识技能。

一是教师准备混合式的教学资源，确定多平

台的线上支持系统。教师将图2中的教学示范项

目录制成微课视频、制作成动画、基于任务需求的

在线互动游戏等，同时，准备电子课件、立体教材、

讲座视频、技术网站、试题库等混合式的教学资

源；接着选择课程支持平台，包括数字化学习平

台、技术论坛、微信互动平台、移动学习平台等；最

后，将混合式的教学资源上传到课程线上支持平

台，并设置学习任务，搭建在线讨论、答疑等学习

环境。学生了解课程信息，熟悉线上学习平台。

二是课前教师发布学习任务通知，学生通过

在线自主学习完成模仿训练，提出问题，学生互

相讨论、答疑，总结收获，明晰

问题。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在线答疑，收集学生的学习情

况信息。

三是课堂上教师针对学生

的课前在线学习情况，引出重

点、难点供学生分析讨论；在此

基础上，发布学习公告，引导学

生向探究的深层思维发展；学生

分组，通过项目学习、任务引领

式学习、启发式学习、讨论式学

习、探究学习、协作学习、自主学

习等教学方法的混合使用完成

课堂训练项目，达到巩固训练的

目的；在此期间，教师面对面观

察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并给予

个性化指导；学生完成的作品可

在线提交以供小组互评、教师点

评，以达成共识。

四是在课堂建立共识的基础上，教师在线发

布拓展训练项目并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引导，以

供学生课外提高训练，培养学生知识、技能迁移的

能力。

综上所述，设计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如图3所示。将学习过程分为课前、课堂和

课后三部分，课前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课

堂上引导学生向探究的深层思维发展，以挖掘学

生学习的潜力、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课后引导

学生完成知识技能的迁移，培养学生的职业素

养。同时，重视课堂上混合情境的创设，既强调学

生的学习“主体”作用，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

通过“混合”为学生带来更优化的学习绩效和最佳

的教学质量。

三、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践

研究

为检验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教学模式的效

果，笔者以高职“数据库技术”课程为例，以宁波城

市职业技术学院2014级计算机B.NET班共24人

图3 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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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象，开展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

践研究。在实践中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调

查问卷和访谈的方法，了解学生对新模式的满意

度、能力提高的情况以及与传统模式相比学生学

习兴趣的变化。

（一）课程准备

1.项目确定，任务分解

教师通过对相关职业岗位的分析，同时结合

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数据库技术”采用

任务引领和项目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分别以“学生

成绩管理系统”“图书管理系统”“宿舍管理系统”

为载体设置教学示范项目、课堂训练项目和拓展

训练项目，以供学生进行模仿训练、巩固训练和提

高训练。从而使学生掌握数据库设计、开发和维

护的典型工作任务所需知识、技能，并能使之有效

迁移，同时，具备良好的职业岗位从业素质。根据

工作任务的界线和系统开发流程的先后顺序，将

本课程划分成8个学习任务，每个学习任务下又有

若干个子任务，课程结构设置见表1。

2.准备课程教学资源，搭建在线学习平台

教师根据学习子任务录制微课视频、制作动

画、基于任务需求的在线互动游戏、PPT等，同时收

集与本学习子任务相关的讲座视频、技术网站、试

题库、历届学生优秀作品、立体教材等混合式的教

学资源供学生在线学习。

接着选择课程支持平台，以学院正在使用的德

实数字化学习平台为主发布课程资源，以技术论坛、

QQ群、微信、移动学习平台等为辅助工具；最后，将

混合式的教学资源上传到课程线上支持平台，并设

置学习任务，搭建在线讨论、答疑等学习环境。

3.了解课程信息，熟悉线上学习平台

在课程开始前，发布课程介绍信息，并对本课

学习任务

中小型数据库的设计

数据库的创建和管理

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表数据的查询和操作管理

视图和索引的创建和管理

Transact-SQL编程实现

数据库安全管理

数据库连接技术

子任

务数

6

6

4

7

2

4

4

4

内容

从初识数据库到关系数据库设计的步骤、E-R图设计方法、E-R图转换为关系模式的规则、关系数据

模式的规范化理论、数据库完整性约束设计等，通过本学习项目的学习，最终学会设计中小型数据库

熟悉SQL Server 2008开发环境，学习创建、查看和修改、删除数据库，学习分离\附加数据库、管理数据

库快照、收缩数据库等操作

学习SQL SERVER中的数据库对象：表的概念及作用，学习SQLServer200中的数据类型，数据库完整

型约束的含义，主键、外键、检查约束的概念等。学习数据表的创建、修改、删除的方法及数据库完整

性约束设置的方法。针对表的建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深化对数据库设计理论的理解与运用

学习表数据记录的添加、修改、删除；学习不同格式数据的导入\导出；学习对一个数据表进行数据的

简单查询，对多个数据表进行连接查询和嵌套查询、分组查询，对查询结果集排序，利用库函数进行数

据统计，利用查询结果对表数据记录的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学习创建视图、修改和重命名视图、删除视图，通过视图修改记录；学习创建和管理索引、删除索引，查

看索引，重命名索引

学习创建简单存储过程和带参数存储过程，修改、删除存储过程，执行存储过程；创建各种触发器，修

改、删除触发器，验证触发器

解决两个问题：数据访问的安全性、数据运行的安全性(数据库维护：灾难恢复等)，学习设置服务器身

份验证模式、管理和维护登录名、学会管理和维护数据库用户、管理和维护角色、管理和维护架构、权

限管理、数据库备份与还原

了解数据库访问方式的变迁及常用数据接口的特点，学习常用数据库连接方法，学习使用高级语言实

现对数据库表数据的交互查询、添加、修改、删除的操作

表1 课程结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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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使用的各学习平台做详细介绍。

（二）课程实施

本文以“数据库技术”课程的“任务1.2绘制E-

R图”为例，依据基于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模式（图3），其教学活动如下。

一是课前学生在线查看学习任务，观看微课

视频，模仿绘制学生成绩管理数据库系统（教学示

范项目）E-R图；学生可利用数字化学习平台、技

术聊天室、微信、QQ等进行讨论；总结收获，确定

问题，做好在线学习笔记。教师利用碎片化时间

进行答疑，并收集学生的课前学习情况。

二是课堂中，教师根据课前学生观看微课视

频模仿完成的学生成绩管理数据库系统E-R图的

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展示已有的典型学生成绩

管理数据库系统E-R图，引出绘制E-R图的重点、

难点。

三是教师给出任务：绘制图书管理数据库系统

（课堂训练项目）E-R图，供学生巩固训练。在教师

的启发引导下分解学习子任务，学生通过合作探

究、小组讨论等，共同协作完成学习任务。教师及

班级导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指导。结果展示，各组

互相点评。共性问题教师集中答疑、分析，总结。

四是教师给出任务：绘制宿舍管理数据库系

统（拓展训练项目）E-R图，供学生课后深化和提

高训练。教师在线引导。

五是教师在线布置下一次课的学习任务，并

将相关课前准备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六是学生课后完成课外拓展训练项目，通过

数字化学习平台、技术聊天室、微信、QQ等方式进

行互动交流；并通过网络视频及相关资源在课下

对重要知识点进行碎片化学习和整理，对下次课

程进行课前在线学习。

综上所述，以“数据库技术”课程为例，基于翻

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活动每一学习任务都对应三

类实际项目，有三重循环训练。第一重教学示范

项目的模仿练习一般在课前在线学习完成，课堂

上教师针对学生的完成情况进行分组讨论，重点、

难点分析，集中问题的解答。第二重课堂训练项

目的巩固训练一般在课堂进行，在此过程中，学生

通过合作探究、小组讨论等共同协作完成学习任

务，教师面对面观察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个

性化的指导及归纳分析，建立共识，并将成果在线

展示，评价。第三重拓展项目的提高练习，供学生

课后进行练习，以达到知识技能的迁移。

（三）学习评价

学生学习是行动化的工作过程和学习过程，

因此，其评价反馈体系也应该是一个过程。“数据

库技术”的学习评价以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相结合，在评价空间上不局限于课堂上或者教室

考场内考核，还包括在线测试、在线学习档案等。

在评价内容上，既包括教学任务的完成成果、学习

态度的评价，也包括学生参与网上互动教学情况、

对班级贡献度等评价。其评定标准见表2所示。

（四）实施效果调查与分析

以授课班级为调查对象，对在线学习平台的使

用情况进行统计。以德实数字化学习平台为例，本

班学生本学期总访问次数最高4 304次，最低1 139

次，平均2 033次；总停留时间最长45 265.4分钟，

最短6 411.45分钟，平均17 011.03分钟。由此可

见，采用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后，数字

化学习平台的使用率很高，学生会进行自主学习，

且学习积极性较高。

此外，针对“数据库技术”课程，采用调查问卷

和随机访谈的方式，了解学生对基于翻转课堂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表3为学生满意度调查

数据表。

由表3可见，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学习态度

训练结果

（模仿、巩固、提高）

在线学习档案

（任务）阶段测试

期末综合考核

网上互动情况（附加）

25%

55%

20%
<=10分

平时成绩80%

表2 “数据库技术”课程成绩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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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所学的知

识技能能有效地迁移到实际项目的分析中，教学效

果明显。

四、结束语

混合式教学将传统课堂教学（C-Learning）和

网络教学（E-Learning）的优势相结合，实现了“以

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但还需

要改变学习策略、学习过程等，来实现有效的混合

式教学活动。本文在混合式教学中引入翻转课堂

的理念，设计了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时间、空间和多种学习

渠道，使学生能根据自身的情况完成课前的自主

学习，课堂上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发挥学习主动

性、挖掘学习潜力等，课后能完成知识技能的有效

迁移，从而切实地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本文所设

计的教学模式经过实践，初步验证了其可操作性

和效果，可为教师开展混合式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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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题目

您认为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学习效果怎么样？

您觉得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培养您的自主学习能力是否有帮助?

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否让您对《数据库技术》课程更感兴趣？

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否帮助您养成了主动学习的习惯？

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否帮助您更好地将所学数据库技术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

您是否喜欢继续目前的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选项

很好

一般

很差

很大帮助

一般

没有帮助

更感兴趣

无影响

更不感兴趣

很大帮助

一般

没有帮助

很大帮助

一般

没有帮助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样本数/百分比

18（75%）

6（25%）

0（0%）

14（58%）

9（38%）

1（4%）

20（83%）

4（17%）

0（0%）

16（67%）

7（29%）

1（4%）

13（54%）

10（42%）

1（4%）

19（79%）

5（21%）

0（0%）

表3 学生满意度调查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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