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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污染控制工程》为例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

叶林顺 潘涌璋 陆 钢 李彦文

（暨南大学 环境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大学翻转课堂教学既有文科，也有理工科如计算机、分析
化学、物理化学、程序语言等。大学翻转课堂的实践性研究和理
论研究都还在方兴未艾的阶段。本文把翻转课堂的全过程看作
为教学研究场所，通过分析《水污染控制工程》教学实践出现的
现象和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的反馈，对大学翻转课堂教学的形
式、教学内容的选择、培养人的功能、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关系、
翻转课堂的课内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从历年来《水污染控制工程》考试卷面分析，选择难度较低
的厌氧处理法内容进行翻转课堂教学。6 个翻转课堂课时，与
传统教学计划课时相同。翻转课堂设计是（课前微课预习+课前
课堂讨论题预习+课堂讨论+课后补偿）。课前 2 周将课前预习
8 道课堂讨论题和相应的微课发到 Blackboard（BB)网络教学平
台，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在 BB 平台上将
全班 58 位学生随机分 8 组，并保证每组有 1-2 位学习成绩优
秀的学生，进行分组预习。通过课程微信群发布课堂讨论安排，
每一小组推举一名同学主发言。在课堂上指定某一组就某一讨
论题主发言，然后其他组自由发言补充，最后教师作简要总结
并当场给出分数。课后由老师作总结和知识梳理等上传至 BB
平台。

为了评估本次翻转课堂教学，向学生进行了匿名调查，学
生将填写的调查表发到指定邮箱。由于是匿名调查，反馈信息
具有可信度。全班学生 58 人，收回调查表 50 份，回收率 86%。

二、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的态度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要求改革教学方法，课堂教学改革的直
接启动者是教师。本次调查得知 92%的学生是第一次了解翻转

课堂，见表 1。
表 1

由此可见，翻转课堂在大学的应用有很大的空间。学生反
馈每节翻转课堂的预习用时情况如表 2。

表 2

80%的学生每堂翻转课堂预习用时 60-120 分钟。有些学
生反映上翻转课堂比上传统课堂累，调查发现 82%的同学还是
愿意选择上翻转课堂，这也说明学生是欢迎翻转课堂的。学生
为什么会舍弃传统教学模式而钟情翻转课堂呢？学生从小学到
大学基本上都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接受课堂教育的，一旦遇到
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新模式，学生对它就作出以下评价：

1. 课堂学生课前思考和有督促的预习，上课更有数；学生
为中心，通过多种途径增强了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自学精神、
学习兴趣。自己参与知识的构建；将学习的主动权给予学生，更
有求知欲；似乎同学都是学霸；感觉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
2. 气氛活跃、新颖、灵活、有趣、参与、师生和同学互动交流甚至
争论。3. 学习效果好，对上课内容理解更深刻。感觉学到了知
识。知识掌握更牢固。在复习时发现对翻转课堂的教学内容熟
悉很多；被动听课只是信息流过、终觉浅。自己要对问题的全面
深入理解真得要付出许多；互助和合作精神；发现平时沉默的
同学也勇于说话，强化了交流意识，传统教学方式是要改一改，
希望更多的翻转课堂。

摘 要：从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的反馈信息可知大多数学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从教改中受益因而
广受欢迎。难度大的教学内容不适合完全翻转课堂教学。尽管翻转课堂教学有许多长处，但是翻转课堂教学并不能完
全取代大学传统教学方式。提出了大学翻转课堂不是简单地把课前-课内-课后完全向前翻转。要将翻转课堂的课前、
课内、课后形成互相关联的整体。课程微信群和 QQ 群等互动手段在因人施教、课前跟踪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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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have experienced flipped classroom according to their
feedbacks. The teaching reform will benefit students therefore it is popular. The difficult teaching content is not suit－
able for complete flipped classroom. Although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has many advantages, it can not com－
pletely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in university. The flipped classroom does not mean the flip of "before
class", "in class" and "after class". It is the combination of "before class", "in class" and "after class". The course
WeChat Group and QQ Group and other interactive mea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dividual education and tracking
of students befor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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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认识是非常可贵的，是改进课堂教学效果的内在力
量。从期末考试试卷分析。厌氧处理法这一章考试的内容有：1.
对有机废水的厌氧消化的控制步骤的理解；2. 解释良好的上
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中的污泥浓度很高的原因；3. 有一种
工业废水含有细小悬浮物 SS、COD 为 2600mg/L，其中比较多的
难降解有机物。在气浮法、沉淀法、厌氧水解酸化和絮凝法中选
用预处理方法，并叙述你的理由。这三道题中等偏难，卷面正确
率为 74%，教学取得较好的效果，尽管教学效果还与其它方面
的因素有关。

三、本次翻转课堂的策略

（一）课程内容处理
中小学和大学的翻转课堂教学呈现明显不同的面貌，前者

比较热，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如大学课程教学内容与
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在认知属性上很不一样、大学的主要功能
不只是教学。也可能是认识上的差别[1]。大学的翻转课堂既有其
一般规律，也有其特殊规律。是不是所有大学课程及其教学内
容都可以翻转到课前？翻转教学应该考虑教学内容的难度[2]。课
前教师将教学新内容以视音频形式在学习平台上呈现给学生，
学生必须良好地完成微课学习。假设传统课堂里老师讲授 45
分钟的教学内容，在制作 10 分钟左右的微课怎么处理这些内
容？做法是不把陈旧的或一般性内容纳入微课，作为一般性阅
读，比如有机物废水厌氧接触法应用的不多；缩减描述性内容、
保留重要冗余信息，快入核心主题。厌氧水解酸化法很重要，先
提出问题链：有机物厌氧处理法的基本原理：三阶段→产甲烷
菌和产甲烷阶段对条件变化敏感，容易出问题→如何克服这个
问题→厌氧消化的作用和应用价值→怎么应用。微课不只是知
识呈现，也需要给学生呈现刺激性的提问、逻辑链话题，把握对
理解知识的深度。如果把课内看作大餐，微课视音频则是第一
道鲜汤。

按布鲁姆（B·S·Bloom）认知目标分类学[3]，人的认知有这几
个不同层次，课前的学生认知主要处于最低两个层次：记忆和
理解。认知对象的属性肯定影响到学生自学微课的效果。教学
内容尽管可以有多种载体，比如声、光、电、形或文字，但是与认
知度相关的性质不变，如难度、抽象度、复杂性、与背景课程关
联度。教学内容越难、越抽象、越复杂，学生对之要记忆和理解
就越难。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翻转课堂在这些学生上的失
败。因此对难度大的教学内容比较合适的做法是部分翻转或者
是侧面翻转，否则很难开展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比如这一章
的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中污泥浓度很高，为什么会是这样
的？这可以运用思考问题方法和问题链进行课前诱导学生思
考，在这里称作为侧面翻转。把理解延伸到课堂的交互式讨论、
分析、测试等活动中。

理工科课程有纯理论课、理论和技术课、纯技术课，翻转这
些课有什么不同。比如电磁学理论中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是最核
心的公式之一，这部分如果完全翻转，要让学生在课前微课学
习达到课内进行更高级认知的活动要求，这很难达到。

（二）学生的个体差异必须个性化教学
调查也发现如果教学内容相同，有 14%的学生偏向传统教

学模式，还有 4%的学生偏向混合式教学模式。这部分学生课前
微课学习用时大部分是 20-30 分钟，课前用时少。进一步通过
电子信件来往了解到这些学生以往成绩较差。这也说明本次翻
转课堂在这些学生上是不够成功的。

翻转课堂里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行为
比较，发生反转变化。全过程老师和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主动
者。传统课堂下学生没有预习或很少，因为课堂里老师是主角。

课前微课自学是必须的、自由的、有目标设定的。学生感知有更
多的责任感。责任意味着付出，课前用时不够反映了学生的责
任意识不足。学生在掌握每门课程的先修课程的背景知识可能
参差不齐。毕竟学生课前微课学习是归于自学范围。我们知道
自学难，做好自学就更难。而做好自学将是人生一大财富，因此
自学成功的佼佼者被人们奉为典范，如爱迪生、高尔基等。

个性化教学是翻转课堂的特征之一，它贯穿在课前课内课
后全过程，特别是课前。充分的个性化教学必须有良好的互动。
当代的个性化教学必须依托现代即时在线互动技术平台，从学
生互动工具偏向就可见一斑，见表 3（表中数据是多项选项）。

表 3

由于有了这些手段才能使课前个性化教学得以充分实现。
老师对学生微课自学绝不是放任学生自学。课前师生的有效互
动，实现对学生的课前预习的提示、辅导、对学生学习的激励和
通知发布。每个个体微课自学时，教师、同学随时随地都能找到
彼此，使个体在思维挫折时获得鼓励、在遇到困难时可以寻求
到帮助，在情感上获得心理陪伴，这是个体的主观需要。现代交
流工具为针对性地因人施教提供了工具，特别是对背景知识基
础薄弱和学习积极性欠缺的学生，更需要通过现代交流工具与
其进行互动。课前师生互动更需要教师的主动。调查发现同伴
之间的互动占 94%。因此，分组学习是必要的，让学生学习不再
孤单，而且每一组一定有学业优秀的学生，这样有助于生生的
面对面和在线互动。

（三）建立翻转课堂的课前与课内的互相联系
教学内容知识是课前和课内关联的线条。课堂里学生与老

师一起对教学内容进行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活动，是知识点
和知识群的布鲁姆认知的更高层次，当然在这些活动里可以多
维度和广度加深记忆和理解。

微课自学时学生会有许多问题和疑惑，教师在与学生互动
中寻找课内素材。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预先知晓课内的教学形
式和内容，如问题讨论、课堂作业、追问、案例、习题讨论，使课
前预习有方向感。预知课内当场给分机制和表扬，有效地刺激
了学生课内参与和微课自学的积极性。

课前的微课自学对难度大的教学内容可能达不到记忆和
理解的要求，这就需要课内的讲解来弥补，讲解是必要的。

学生觉得课内教学效果越好，就会暗示这堂课的课前预习
做得好，就会对下一堂翻转课堂的课前学习产生激励，形成课
前学习和课内教学良性互相作用。

本次课内互动还采用了课内微信群互动，在课堂内教师发
送课堂作业到课程微信群，学生当场完成课堂作业，定时上传
到教师的微信，课堂不再是手机的禁区。

（四）翻转课堂的课后补充
按一般翻转课堂的看法，课后只与后续课堂有关，深入分

析其实不然。课后在回顾和梳理知识、弥补课前和课内没有的
功能还是有作用的。学生毕竟是初学者，经过课前和课内的活
动在知识的信息量和系统性可能还没有完成。翻转课堂的课后
内涵和作用也引起人的注意[4]。翻转课堂课内行为主体是学生，
课堂内呈现出来的信息源主要来自学生。教师没有更多的课堂
时间对教学内容做更多的讲解、梳理和总结。借助Blackboard

（BB） 网络教学平台上传这部分课内教学的总结可以弥补这方
面的不足。学生也有对翻转课堂的课后补充的要求。这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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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但是在实际的房地产专业课程教学中，教师利用大量的
时间为学生讲授课本知识内容，将学生可能在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以语言形式为学生解答，学生只能按照教师讲授的内容思考
在今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无法从真正意义上提高
学生房地产市场调研分析的能力、房地产市场定位的能力、房
地产营销策划等相关实践能力，导致房地产专业的理论教学脱
离的实践教学。

（二）缺少实训的场所
部分高校对于房地产专业实践教学投入的资金较少，使得

学校缺少大量的实训场所，房地产专业的教师无法带来学生进
行各方面能力的实训，学生的实践能力得不到提高，并且高校
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和联系较少，相关的房地产企业大多不愿意
接纳高校的实习生，使学生不仅缺少实践的场所，也缺少专业
的实践指导。

（三）教学能力有待提高
高校房地产专业的教师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了教学的质

量，但是部分房地产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待提高，教师的教
学能力和教学内容不符合学生的实际心理特点和发展需要，一
些房地产专业的教师甚至是从其他专业调派过来的，相关的房
地产知识掌握的不够全面，缺少实践教学的经验，对于学生的
教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上，无法及时解决学生在房地
产专业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造成学生的房地产专业知识掌握的
不扎实，房地产专业相关的实践能力较低。

四、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措施

（一）增加现场教学内容
房地产专业学生需要具备房地产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项

目的经营管理等知识，这些方面的教学内容相对比较抽象和复
杂，仅仅凭借高校房地产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书面上的教学不
能达到很好的教学目的，因此高校房地产专业理论与实践一体
化的教学中需要增加现场教学的内容，在教学开始前教师可以
为学生设置一些学习的目标，让学生预先查找一些资料，在课
堂布置上为学生营造出实践的氛围，通过教师现场模拟实际房
地产项目的操作，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的学习到知识，并通过
自己的观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使学生在教师现场教学过
程中，将理论联系实验，及时发现学生课程中薄弱的方面，为学
生增强薄弱方面的知识，增强学生利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二）鼓励学生参与实训
高校房地产专业的教师应当及时为学生宣传最新的房地

产相关信息，使学生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房地长市场发展的方
向，丰富房地产专业教学中的内容，通过邀请房地产企业的负
责人等来校讲座，不仅能够让学生了解到最新的房地产管理知

识，还能够使学生房地产相关知识的学习不脱离社会实际发展
的情况。高校房地产专业的教师还应当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实
训中，这也是房地产专业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的重要内容，
利用实训模式，最大程度的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
生能够积极主动的投入到教师的教学中，开发了学生的潜能，
提高了学生的交往能力和沟通能力，也提高了高校房地产专业
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为更好的实现房地产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房地产

专业的教师应当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完善教学内容，转变传
统的教学模式，在实际的教学中将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使
学生能够随时掌握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动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念，通过教学计划、教学目标、教学实施的调整，促使学生提高
实践操作能力。在这一过程中，高校房地产专业的教师应当及
时了解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涵养，使自
身的教学方式符合学生的实际发展要求。例如：某高校房地产
专业的教师，为了更好的给学生讲授课程，在课余时间经常上
网查阅一些最新的房地产相关法规和政策，敏锐的分析了房地
产市场最新发展的趋势，并在节假日亲自到企业中参与了房地
产沙盘、户型模型、楼书等制作的过程，增强了自身的实践能
力，积极参与教学讲座，和其他优秀的教师进行经验交流，从而
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提
高了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

五、结束语

实施房地产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模式能够激发学
生对于房地产专业知识学习的热情，拓展学生的知识层面，增
强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
使学生全方面能力的发展。房地产专业应当结合学生的实际心
理特点和发展要求，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增加现场教学内容，鼓
励学生参与实训，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调整教师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形式，使学生能够理解并接受教师的教学，各高校
还应当加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训
场地，为学生今后更好的步入社会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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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翻转课堂不能简单地将课后全部翻转到课内。
四、结束语

本次翻转课堂基本上是成功的，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
面的。在翻转课堂里知识似乎不再是静止的，而是在运动的。学
生在课前、课内和课后经历多种形式的思维碰撞、刺激、主动探
索和建构知识等等这是传统教学中都没有的。通过这次翻转课
堂，得出以下几个认识：1. 教学内容的难度是影响翻转课堂重
要因素，这部分教学内容不适合全部翻转；2. 翻转课堂强调学
生学习行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教师需要在教学内容筛选、互

动和因人施教等方面下功夫，才能对此更好地实现；3. 翻转课
堂的课前、课内、课后要形成互相促进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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