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 
黄厚财   郑伟俊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广州 510665 

摘  要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潮流下，SPOC 为中职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创新带来了新机遇。为弥补中职信息类

课程的课堂教学不足，本文结合 SP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的教学优势，对中职信息类课程的

教学进行深入探究。具体从教学的前期准备、课程实施、课程考核和效果评价等方面进行教学设计与实践，并通过问卷

调查和分析期末成绩来检验本研究的教学效果。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学生的成绩有显著性提高，同时自学能力和协作能

力等也有所提高，可为后续中职课堂教学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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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SPOC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classroom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of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and intelligent teaching tool "Rain Classroom"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Specifically,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ar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preparatio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effect evaluation,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is study is tes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final grades.The 

results of teaching practice show that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ir self-

learning ability and collaboration ability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secondary voca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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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指出，要“建设智慧化校园，用信息技术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数字教育资源的共建共

享，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作为一种线上线下相融合的

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同时它的

限制性准入条件也使教学目标更加明确，教学资源更

加精细化，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质量。 

SPOC 教育试点大多是在国内外高校进行教育实

践，但近年来将 SPOC应用于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也在

逐渐增加。2016 年，李静等人根据职业教育特点和

SPOC 特征探讨了 SPOC 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设想
[1]
；

随后，谢印成等人利用 SPOC环境进行课程实训，并验

证该教学模式的优越性
[2]
；田真平等人基于泛雅平台

和学习通进行 SPOC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在一定程度

上了提高教学质量
[3]
。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学”举措下，SPOC教学更

是得到广泛的实践。因此，本文以中职院校课堂教学

中的《信息技术》课程为例，利用“雨课堂”智慧教

学工具，研究并探索如何将基于 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更好地融入到中职院校的信息技术类课堂中。 

2  基于 SPOC+雨课堂的教学模式设计 

根据中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学生学

习的特点
[4]
，结合 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智慧教

学工具“雨课堂”的优势，本文设计了基于 SPOC+雨课

堂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该教学模式主

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学前期准备，具体包

括教学设计的前端分析和教学资源的设计与整合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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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第二部分是翻转课堂式的教学实施设计，包括

课前自主学习阶段、课中知识构建阶段、课后知识巩

固阶段。第三部分是课程考核与评价，主要对学习过

程的表现情况和期末考核结果进行过程性评价和总结

性评价，从而调整教学进度、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

学质量。 

2.1  教学前期准备 

教学前期准备主要包含教学设计的前端分析和教

学资源的设计与整合两个部分。教学设计的前端分析

主要包括学习者分析、教学目标分析以及教学环境分

析三个部分。学习者分析可以从学习者的一般特征、

认知发展特征、学习风格、学习动机等方面进行分析。

教学目标分析要符合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能力，注重

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教学环境分析对学校的教学

设备提出硬性要求，需要学校机房配备充足的信息化

教学设备，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图 1  SPOC+雨课堂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教学资源的开发与整合主要包含优质课程资源的

选择、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以及课程时长的控制三个方

面。优质课程资源的选择可以引用 MOOC视频、高校精

品课程和视频公开课等优质教学资源
[5]
。自主设计教

学资源指教师根据教学目标，自主设计 PPT 课件、讲

解视频等教学资源。课程时长要求每个微课的讲解时

长控制在 4~10分钟内，这样设计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同时让学生更高效地巩固和复习知识点。 

2.2  翻转课堂式的教学实施设计 

翻转课堂式的教学实施设计主要分为线上课前自

主学习、线下课中知识建构、线上课后知识巩固三个

阶段，通过利用 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雨课堂”

智慧平台来开展教学，从而强化学生对知识的内化。          

(1) 线上课前自主学习阶段 

线上课前阶段主要指教师引导学生在 SPOC 平台

上对新知识点进行自主学习。在这阶段，教师根据课

程目标设置好本单元的教学目标，精心设计好教学课

件，如 PPT、微课、相关测试题等，将其在雨课堂发

布，引导学生提前做好预习工作。学生如果在这过程

中发现学习难点或者疑点，可以利用雨课堂中的“不

懂”功能或微信等通讯工具及时与组员或老师进行反

馈交流。教师可以借助雨课堂的预习效果数据和学生

反馈情况，及时了解学生对新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学

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记录和评估，调整线下课堂教学方

式等。 

(2) 线下课中知识建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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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下的课堂学习中，教师根据学生在 SPOC 平

台课前导学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分析学生的难点所在，

并对重难点知识进行答疑。教师可以让学生采取小组

协作的方式，共同完成课堂实践的操作任务。这一过

程，雨课堂贯穿课堂的各个环节，如教师可以借助“雨

课堂”同步 PPT 到学生端、启用课堂弹幕与学生互动

等操作，学生可以利用“雨课堂”进行签到、及时与

老师和组员进行互动交流、按时完成课上布置的任务

等。这一环节的设计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培养学生的

协作能力，同时通过任务驱动方式，培养学生问题解

决的能力。 

(3) 线上课后知识巩固阶段 

线上课后阶段主要引导学生在课后完成测试练习，

对课上所学知识进行二次内化、查漏补缺、总结和反

思。这一阶段，教师可以利用“雨课堂”的“试卷”功

能发布课后作业，然后可以利用该平台上的自动批改

功能对客观题进行评分，将测试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

方便学生对知识点进行巩固。 

同时，对于一些主观性作业，教师可以收集学生

的优秀成果发布到该平台，帮助学生进行参考学习，

拓宽学生的学习思路。学生如果在这过程中遇到一些

学习问题，可以及时给教师留言。在线上课后阶段，

雨课堂可以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进行实时统计。教师

可以结合数据分析结果，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同时进行教学反思，以便对教学内容和进度进行适当

的调整。 

2.3  课程考核和评价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采取过程性评价和总

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课程考核方式。过程性评价占比

70%，由线上考核（30%）+线下考核（40%）组成。总结

性评价指期末考试成绩，占比为 30%。由课程考核的占

比可以看出，该模式的评价方式与传统的评价有所区

别，更注重对中职学生的过程性评价。 

在过程性评价中，线上考核主要指学生在 SPOC平

台上学习的完成情况，如课堂签到、线上观看视频的

完成度、线上习题的测试情况等；线下考核除了考核

学生个人的课堂表现外，还对学生项目的完成度进行

考核。项目的考核内容具体包括：实验方案的实施、

实训报告的完成度、团队之间的参与度等。这一过程

中，教师可以采用教师点评、学生自评、组间互评相

结合的评价方式，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在教学效果的评价方面，学生的考试成绩可以采

用 spss22.0 对学生的前后测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同时，

还可以采取问卷调查形式，通过收集学生对 SPOC+雨

课堂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看法、学习态度和学习兴

趣等是否提高，检验该教学模式改革的可用性。 

3  教学实践与效果分析 

为了测试该模式的可行性，本文对广州市某中职

学校一年级《信息技术》课程进行了基于 SPOC和雨课

堂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究。 

3.1  教学前端设计 

本文选取信息技术专业的 A、B两个平行班的学生

作为实验对象，其中 A班为实验班，B班为对照班。在

教学活动开始之前，首先以问卷形式对 A 班、B 班共

107名学生在基本信息、时间管理、自学能力、学习方

式、信息技术使用等方面进行前测调查。由调查结果

可知，59.8%的学生来自农村，并且有 78.8%的学生对

计算机基础的掌握还不是很熟悉，同时大部分学生拥

有比较充足的课余自由活动时间。学校机房设备基本

可以满足课堂教学要求，课外时间学生可通过微信端

完成“雨课堂”线上学习。 

结合学生自身的学习意愿、知识储备和教材内容

的知识点，本课程资源采用引入式的方式，在“雨课

堂”课外资料制作模块选取清华学堂在线《计算机应

用基础》自主模式课程和选择教材相关章节知识点的

微课视频（在课件中嵌入二维码）。 

3.2  教学活动设计 

在课程开始之前，教师向实验班 A 班学生介绍课

程的教学实施方式，并对其分组（4-6人一组）。在各

小组中设立小组组长，方便协作监督学习、传达通知、

学习反馈等。本文实践的知识点以“Excel模块”中的

if函数为例，来说明该活动设计的整体流程。 

(1) 课前阶段 

学生在学习 if函数之前，已经有了 Excel简单操

作基础，故在雨课堂课件预习前说明课程的学习目标、

学习的重难点，同时嵌入清华学堂在线《计算机应用

基础》中 if函数知识点的微课、练习题等。教师严格

引导学生进行课前学习，关注学生课前预习的进度、

疑点问题，及时督促和在线解答。学生课前自主在雨

课堂学习 SPOC课程，初步明晰学习目标，掌握线上布

置的知识点，通过 MOOC 视频学习加深 if 函数知识点

的理解。 

(2) 课中阶段 

学生在小组协作方式下，以“班级成绩等级判定”

为任务，利用 if函数进行条件选择操作，结合“分支

结构算法思维”，完成分数等级的判断，进而应用已

有的知识讨论 if函数嵌套的相关知识点；对于难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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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学生可通过“雨课堂”的弹幕功能进行问

题反馈，教师及时加以解答，最后由小组组长对该小

组的完成情况进行汇报和成果进行分享。这一过程的

作品评价可以采用小组自评、组间互评、教师点评相

结合的形式。 

(3) 课后阶段 

教师在“雨课堂”通过发放“试卷”的形式，向

学生发布练习题、课堂任务实操教学视频（参考）。

学生完成布置的课后作业，并以电子报告形式将作业

和问题发送到“雨课堂”。 

3.3  学习效果评价 

 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研究，为验证基于 SPOC+

雨课堂的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本实验采

用了课后完成作业质量、期中成绩、实训成绩、期末

考试成绩、小组协作参与等学习表现作为评价指标，

同时采取问卷调查形式收集学生对 SPOC+雨课堂的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学习效果、教学评价。 

 
图 3  综合能力 

(1) 成绩分析 

在学期教学开始和结束时，分别对 AB班学生成绩

进行相同内容的前后测试，并分析 AB班学生经过不同

教学方式授课后的测试结果。使用 spss22.0 对 AB 班

学生进行前后测成绩统计分析，得出两个班成绩的均

值与标准差，再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实验结果发现，

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前后测成绩差异显著，说明该教学

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成绩有促进作用。 

(1) 教学模式认可度调查 

本研究在教学实施结束后对 A 班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来了解该班学生在该教学模式下教学组织满意度

和能力提升的情况。对 A班 54名学生分发问卷（问卷

共 54份，实发 54，收回 54，有效 49份）。 

如图 2 所示，学生对该教学模式下的教学组织满

意度较高。如图 3 所示，样本中表示学生在自学能力、

学习兴趣、协作能力、实操技能和解决问题能力等方

面都有大幅度提高。由调查结果可知，基于 SPOC+雨课

堂教学模式教学的 A 班学生在课堂的实践效率明显高

于传统模式授课的 B 班，有效提升了传统课堂的教学

效果。 

   

图 2 教学满意度 

4  结束语 

本研究结合 SPOC和雨课堂的教学优势，将其应用

于中职信息类课堂的教学当中，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

的不足。在翻转课堂式的教学实施中采取课前、课中、

课后三个教学环节
[6]
，同时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

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教学实践中表明，该教

学模式有效提高了课堂的教学效率，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在此次疫情防控背

景下的“停课不停学”在线学习中，该模式让学生快

速地适应信息技术的在线教学方式。当然，在后续的

研究中将继续根据中职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课程实践的

反馈结果，对该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并尝试将其

融入到信息技术类其他课程教学探究中，为中职学校

教师开展 SPOC课堂教学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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