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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的普及,移动学习开始流行于全球并成为教育教学

研究的热点。 移动学习极大地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研究移动学习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有效整合

对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意义重大。 微信是当前移动设备的热门应用程序之一,其丰富的功能可为移动学习的开

展提供有力支持。 本研究首先通过深入挖掘微信的教育功能,在分析翻转课堂技术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微信的翻转课堂解决方案;而后以建构的模型为指导,在“大学基础英语冶课程中开展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教学

实践,并论证了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绩效;最后总结了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的优势和可

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在移动学习环境下开展翻转课堂的建议,以期为翻转课堂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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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摇 摇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是学生课前利用

教学视频等学习材料进行自学,上课时由教师组织

学生通过小组协作学习等方式展开课堂教学,促进

教学绩效最大化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钟晓流等,
2013)。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最早可追溯到

2007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林地公园高中的两

位化学老师乔纳森·伯尔曼(Jonathan Bergmann)和
亚伦·萨姆斯(Aaron Sams)把录好的视频发布到网

络上供生病缺课的学生使用,该视频不仅受到缺课

学生的好评,同时其他学生也利用该资源进行复习

和强化学习,鉴于此他们开始尝试翻转课堂的教学

模式(Tucker,2012)。 2011 年,萨尔曼·可汗( Sal鄄
man Khan,2011)在“技术、娱乐、设计冶 (TED)大会

上发表《让我们用视频再造教育》的主题演讲,详细

介绍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自此引发了教育界对这

一新型教学模式的极大关注。
移动学习是通过社会和内容的交互、使用移动

设备进行跨情境学习,强调学习者利用移动设备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自定步调的个性化

学习(魏雪峰等,2014)。 移动学习具有便携性、无
线性、移动性等优势,极大地满足了学习者在课堂外

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学习的需求,很好地填补课堂教

学的空白(刘爱军等,2013)。 在移动学习环境下,
学习者不再被限制于电脑桌前,而是可以根据自己

的学习需求随时随地进行不同方式和不同目的的学

习,极大地满足了学习者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如若

将移动学习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效整合,那么翻

转课堂的学生课前自主学习部分就可以采用移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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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方式,并可以充分利用零碎的课余时间随时随

地学习,更有利于学习目标的实现。
目前,学术界对利用移动学习工具开展翻转课

堂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尝试在“大学基础英

语冶课程中利用微信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实践,以期

探讨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的成效,为开展移动学习

支持的翻转课堂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可行性分析

摇 摇 (一)微信教育功能分析

微信具有诸多实用功能,对于智能手机用户来

说,使用微信不仅是一种潮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

选择(邱道勇,2014)。 本研究从挖掘微信的教育功

能出发,对微信的平台功能、通信功能及社交功能等

常用功能进行了分析(见表一)。
(二)翻转课堂的技术支持需求

学生学习过程一般包括 “知识传递冶和“吸收

内化冶两个阶段。 翻转课堂将“知识传递冶阶段调整

到课堂外进行,将“知识内化冶阶段转移到课堂中进

行,这与传统课堂恰好相反。 在翻转课堂模式中,学
生在课前利用教师提供的教学视频和相关学习材料

进行知识学习,教师辅以在线指导,课堂上教师则组

织学生交流讨论,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辅导答疑,
这样的教学方式更有助于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与

内化(朱宏洁等,2013),这也正是翻转课堂相比于

传统课堂的优势所在。

表一摇 微信的教育功能分析

功能列表 功能描述 教育应用

平
台
化
功
能

运行
平台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BlackBerry,Symbian,Microsoft
Windows,Mac OS,Web

支持移动学习、数字化学
习、混合学习、泛在学习、
碎片化学习

开放
平台

移动应用开发,公众帐号
开发

提供接口,可将教育教学
相关内容发送给指定好友
或分享至朋友圈

公众
平台

服务号,订阅号
支持功能扩展,可实现群
发推送、自动回复、订阅推
送相关教学材料

通
信
功
能

即时
通讯

可发送文字、图片、语音、视
频,支持视频聊天、位置分
享和实时对讲

可用于学生间的讨论和交
流及师生间的交流、答疑
和个性化指导

群聊
功能

支持多人群聊,具体功能参
见“聊天功能冶 的“功能描
述冶

支持协作学习、小组学习,
方便讨论交流和资源共享

社
交
功
能

朋友
圈

可发布图文信息,分享信
息,可对信息点 “赞冶 和评
论,与好友进行互动交流

可实现学习资源与学习心
得发布与共享,支持互动
评论和学习评价

好友
添加

支持查找微信号、QQ 好友、
通讯录,分享微信号、查看
附近的人、摇一摇、漂流瓶

多渠道添加好友,便于学
习小组的组建,容易获取
学习资源、支持和帮助

本研究结合翻转课堂的优势,参照美国富兰克

林学院罗伯特·塔尔伯特(Robert Talbert)的翻转课

堂结构图(Talbert,2011),分析了翻转课堂对技术支

持的需求(图 1)。

图 1摇 翻转课堂对技术支持的需求

由图 1 可知,翻转课堂对技术支持的需求主要

由三部分构成,即课前的“教学视频呈现冶和“学习

材料呈现冶,课中 “探究问题的确定冶 “教学情境的

创建冶“总结、评价与反馈冶,以及贯穿于课前和课中

的“个性化指导冶“自主探究冶“协作学习冶。
(三)基于微信的翻转课堂解决方案

针对翻转课堂的技术支持需求,结合微信的教

育功能分析,本研究提出基于微信技术支持的翻转

课堂解决方案(表二)。

表二摇 微信技术支持的翻转课堂解决方案

翻转课堂技术需求 微信功能解决方案

教学视频呈现

学习材料呈现
公众平台

问题的确定 即时通讯

创建教学情境

个性化指导

自主学习

协作学习

公众平台、即时通讯、群聊

总结、评价与反馈 朋友圈、群聊、即时通讯

三、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建构

摇 摇 (一)理论基础

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通过意义建构获

得,知识建构来源于活动与学习情境的相互作用,学
习情境是知识的有效生长点和检索线索(钟志贤,
2006)。 因此,翻转课堂的开展应充分利用微信的

教育应用功能,构建良好的个性化学习环境,确保学

生课前自主学习能够有效进行。 另外,课堂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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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学习情境的创建,结合有效的学习活动形式,
促使学生的经验与情境发生有效的互动,从而实现

对知识的意义建构。
2. 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

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观,即
主张将教学看成一个统一的系统,把教学准备、实
施、评价和反馈视为整体的过程(李阳等,2009)。
因此,翻转课堂的开展应充分考虑学生、教师、教学

材料、学习情境等系统成份,分析各个环节之间的逻

辑关系,有效衔接课前准备、学生的自主学习以及课

堂教学等环节,引发系统成份间的有效互动,通过教

学的实践反馈,不断优化与调整,从而使翻转课堂更

好地为学生服务。
(二)已有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型研究

1. 罗伯特·塔尔伯特翻转课堂模型

美国富兰克林学院罗伯特·塔尔伯特在其所授

的“线性代数冶 “利用计算机工具解决问题冶等课程

中开展了多年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并在此基础上

总结出较有代表性的翻转课堂结构模型,如图 1 左

半部分所示(Talbert,2011)。 该模型把翻转课堂的

实施分为课前和课中两大部分,并简要描述了课前

和课中教学过程的主要环节。 然而该模型的提出是

以理工类专业为背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适用于

其他学科翻转课堂的开展。
2. 国内其他翻转课堂模型

张金磊等人针对罗伯特·塔尔伯特翻转课堂模

型的不足,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沿用翻转课堂实

施的课前和课中二分法,对具体环节进行细化,并增

加了信息技术和活动学习两个环境构建的支持(张
金磊等,2012);沈书生等认为张金磊等人所构建的

翻转课堂模型不够完整,指出其只包含课前和课中

两部分,没有涉及课后部分,脱离了我国教育教学实

际,进而提出以课外和课内替代课前和课中的分法,
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以电子书包为核心技术的环

形分层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图 2 ) (沈书生等,
2013)。 该模型利用电子书包提供支持环境,构建

了包含教师、学习伙伴、专家等学习者支持的个性化

学习环境,但该模型无法体现具体的教学过程,缺乏

一定的系统性。 罗伯特·塔尔伯特构建模型的贡献

在于将翻转课堂的结构分成了课前和课中阶段,并
对各阶段的主要教学活动进行了表述;在国内比较

有代表性的模型中,张金磊等人的贡献在于将课前

与课中两个环节的师生活动进行了完善,并以技术

为支撑、活动为引导构建了个性化学习环境;沈书生

等人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电子书包为技术支持构建

了个性化学习环境,并突出了对学习者的支持。

图 2摇 环形分层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三个模型虽然各有不足,但都能以一定的学习

理论为指导,且开展了教学实践活动,所建构的模型

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的建构

翻转课堂中教师的讲授时间减少,而学生的学

习活动时间增加,学生成了课堂的主角,教师成为学

习的促进者和指导者(张金磊等,2012)。 为了使学

生学习绩效最大化,本研究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

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为指导,在对已有翻转课堂的

教学模型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了微信支持的翻

转课堂教学模型(图 3)。

图 3摇 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

该模型由课前准备、在线学习和课堂教学三部

分构成。 模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依托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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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支持打造个性化学习环境,在自主在线学习

和课堂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注重对

学习活动与学习情境的构建,增加教学反馈模块,便
于对教学活动进行适当的调整与优化,促使学生更

好地完成对知识的意义建构。

四、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实践

摇 摇 微信不仅支持正式学习,也支持非正式学习

(王萍,2013)。 根据对微信教育功能的分析,微信

也可应用于翻转课堂的开展。 笔者联合“大学基础

英语冶课程的教师,选其所带班级的 50 名学生为研

究对象,通过问卷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共发放问卷

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 份。
(一)调查设计

1.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当问卷项目变量的单位一致时,一般采用非标

准化的 琢 系数作为信度指标值,琢 系数值大于 0. 8
表示信度甚佳,大于 0. 9 以上,表示信度非常理想

(吴明隆,2010)。 本研究所设计的问卷变量单位一

致,经 SPSS 计算问卷非标准化 琢 系数值为 0. 931>
0. 9,表示量表的信度理想,属于可信范围。

凯泽(Kaiser)认为 KMO 值至少大于 0. 6 以上

才可做因素分析,数值越接近 1,表示变量间的共同

因素越多,越适宜做因素分析(吴明隆,2010)。 利

用 SPSS 对问卷效度分析的结果显示 KMO=0. 861>
0. 8,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3596. 129,
自由度为 357,显著性概率值 p = 0. 000,达到显著水

平,表示变量间的共有因素较多,较适合做因素

分析。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据统计,该班 50 名学生都有智能手机,且都有

用手机上网习惯,其中 45 名学生正在使用微信,5
名学生使用过微信,但现已卸载。 学生常用微信功

能见图 4。 对于是否愿意尝试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

教学,有 42 名学生表示愿意尝试,8 名学生持中立

态度,没有人不愿意。

图 4摇 学生常用微信功能统计

鉴于学生都有智能手机,且绝大多数学生常用

微信并愿意尝试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教学方式,我
们以建构的“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冶为指

导开展教学实践。
(二)教学实践说明

1. 课前准备

1)构建个性化学习环境。 教师先申请开展翻

转课堂的微信公众平台账号,创建“大学基础英语

翻转课堂讨论冶 微信群,构建“公众平台—微信群—
即时通信冶的交互式个性化自主学习网络环境。 学

生可以利用公众平台的学习材料进行个性化学习,
遇到问题时可通过微信群和老师、同学讨论,也可以

直接向老师获取个性化指导。 另外,为了便于课堂

教学,教师让学生自由组合,组建学习小组。
2) 结合学习目标,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Subcultures and Fashion冶单元的教学目标是:通过

对课文的学习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时尚鉴赏水平

(余渭深等,2013)。 考虑到学生基础薄弱和自学能

力较差,教师将本节课的学习目标确定为通过学习,
能够准确说出什么是时尚、什么是亚文化以及两者

之间的关系。 教师围绕学习目标对学习资源进行整

合,结合教材的配套课件,利用“微讲台冶微课程制

作系统按照知识点录制 5-10 分钟的微课,根据学

习内容设计附有答案的能力自测题,同时对课文的

听力材料、翻译和长难句解析等材料进行加工,以便

学生能根据需求获取相应的资源,更好地掌握知识

点,达到既定的学习目标。
3)通过公众平台,发布学习资源与任务。 微信

公众平台的关键词自动回复具有“对话即搜索冶的

功能,可在几秒钟内对用户发送的指令做出响应。
为方便学生按需调取学习材料,我们把准备好的教

学视频、教学课件、听力材料、能力自测、习题答案、
课文翻译、长难句解析等材料按类别添加到课程公

众平台高级功能的“关键词自动回复冶,并绑定有特

定数字代号和内容的关键词,便于学生准确高效地

获取所需资源。 资源绑定完成后,教师通过课程公

众平台的“群发功能冶,以消息推送的形式给学生发

布学习任务。
2. 在线学习

学生关注公众平台后,会立即收到操作提示,然
后根据教师发布的学习任务,通过输入“数字代号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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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关键词冶在公众平台上获取相应教学视频、教学

课件、听力材料等资源。 学生学习中遇到比较难理

解的知识点时,可在微信群中与老师、同学讨论,及
时解决学习中的疑难点,促进知识理解。 学生在自

主学习过程中,可以完全自定步调完成相关知识的

学习,在课程微信群中还可与老师、同学探讨和交

流。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为
学生自主在线学习的开展提供支持。

学生完成课程内容的学习后,通过调取“能力

自测冶对学习效果进行检验,分析学习绩效,判断学

习效率、学习效果以及学习成就是否达到预期的要

求(贾斌等,2013)。 若对学习绩效不满意,学生可

利用平台上的资源重新学习,直至满意为止,充分体

现了学习的自主性。 另外,教师从公众平台的管理

后台,可以清楚地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通
过对学生学习行迹的追踪,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

导与帮助,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对新知识的内化。
3. 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按学习小组在相邻位置就

坐。 教师综合考虑学生在微信群中讨论较多的问题

和能力测试情况,确定本节课探究的问题为:“亚文

化与时尚的关系,并谈谈自己对时尚的理解冶。 各

小组围绕问题展开协作学习。 教师允许学生利用手

机连接上网搜寻相关资料,鼓励学生把观点发布在

微信群和朋友圈里,以便大家交流分享。 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给小组或学生个性化指导,及时解决问

题,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探究任务,实现教学目标。
协作学习进行一定时间后,各小组自行推选一

名代表,根据探究问题展示小组协作学习成果,小组

其他成员可对内容进行补充。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鼓励小组成员提问和点评,旨在通过内容补充完善

小组协作学习成果,通过小组间的互评促发组间成

员的思维碰撞,更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

解。 最后,由教师对各小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总
结,对学生普遍认为的学习难点———“亚文化与时

尚的关系冶进行集中讲解,促使学生有效攻破教学

难点。 课后,教师鼓励学生结合自身学习体验,提出

相关意见和建议,以期通过对教学活动进行适当调

整和优化。
(三)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效果分析

在学期末,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微

信支持的翻转课堂的评价,共发放问卷 50 份,回收

50 份。 通过 SPSS 计算问卷的非标准化的 琢 系数值

为 0. 928>0. 9,KMO 值为 0. 833>0. 8,显著性概率值

p=0. 000,表示问卷的信度理想,可信度较高,变量

间有较多共同因素,比较适宜做因素分析(吴明隆,
2010)。 学生对翻转课堂的效果评价统计结果见

表三。

表三摇 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效果

选项 N 百分比(% ) 个案百分比(% )

便于移动学习 41 15. 65 82

简化交流通讯 39 14. 89 78

便于资源共享 27 10. 31 54

提高自学能力 30 11. 45 60

增强协作能力 37 14. 12 74

锻炼表达能力 35 13. 36 70

提升学习效果 32 12. 21 64

激发学习兴趣 21 8. 02 42

1. 促进学习

如表三所示,82 %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的开展

便于移动学习,78 %认为能简化交流通讯,54 % 认

为便于资源共享。 可见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能巧妙

地与移动学习对接,极大地满足学生利用智能手机

随时随地进行碎片化学习的需求;同时微信还提供

了良好的交流通讯平台,不仅有利于学习资源的分

享,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拉近师生间和学生间的距离,
为课程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支持。

2. 能力提升

调查显示,60 %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能提高自

学能力,74 %的学生认为能增强协作能力,70 % 的

学生认为能锻炼表达能力。 可见,翻转课堂的自主

学习过程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学生通过协作学习、交流讨论和成果汇报等活

动,可以锻炼和提升自身的自学能力、协作能力以及

表达能力。
3. 提高成绩

64%的学生认为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能提升学

习效果。 为更进一步探究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与传

统教学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研究采集了翻转课堂开

展前学生的期中成绩和开展后学生的期末成绩为样

本进行对比,经 SPSS 软件计算,得出样本的非标准

化 琢 系数值为 0. 961>0. 9,说明量表的信度理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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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较高。 再对样本运行均值计算和配对样本 T
检验,检验结果见表四。

表四摇 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开展前后学生成绩配对样本 T 检验

成绩 均值 N
成对差分

下限(95% ) 上限(95% )
t df . sig

期中 76. 82 50

期末 79. 74 50
-3. 856 -1. 984 -6. 268 49 0. 000

由表四可知,检验概率值 P(. sig)= 0. 000,明显

小于显著性水平 0. 05,我们认为翻转课堂的开展对

学生的成绩有显著影响(吴明隆,2010),且期末成

绩均值为 79. 74,大于期中成绩均值 76. 86,说明翻

转课堂开展后学生成绩有较为显著的提高。

五、讨论与启示

摇 摇 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教学开辟了一条以移动学

习对接翻转课堂的实践之路。 以微信为支持的翻转

课堂有一定的优势,也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优势分析

1. 移动学习对接翻转课堂,彰显移动学习优势

在自主学习阶段,学生不再被限制在教室或电

脑桌前学习,只要带上智能手机,就可以自主决定在

哪里学、何时学、学什么。 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

时间进行学习,自主安排学习的步调,充分体现了学

习的自主性和移动学习的优势。
2. 利用微信丰富的功能构建个性化学习环境

微信公众平台的关键词回复,具有“对话即搜

索冶功能,可实现学习资源的按需获取。 此外,公众

平台还提供接口,支持功能的拓展,教师可以根据教

学需要设计个性化的教学平台。 微信还可发送文

字、图片、语音、视频等,给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

支持。
3. 分析公众平台数据更了解学生情况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数据,教师可以清楚

地看到哪个学生在哪个时间段获取了哪些资源,还
可以知道学生自主学习阶段的测试结果。 教师通过

对学生个人学习行迹的追踪,可以给学生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
4. 丰富的课堂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在自主学习阶段,学生可以按需获取资源并自

主安排学习进度,培养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和自学能

力。 在课堂教学阶段,以小组协作学习方式开展教

学活动可以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思辨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在促使学生达成教学目标的同时,也
有助于综合能力的提高。

(二)存在问题

1. 学生利用智能手机学习时易分神

智能手机不仅可用于移动学习,也可用于休闲

娱乐。 学生在利用智能手机学习时,如若自身自制

力不强,很可能关注较多与学习无关的信息。
2. 自主学习中疑难点需要及时解决

个别学生即使看了教学视频或相关材料,仍无

法理解的疑难点。 如果这些疑难点没有及时解决和

消化,会致使未掌握的知识点越来越多,从而导致自

主学习测试结果不理想,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 没有完成自主学习阶段任务,跟不上课堂教

学的进度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学生课前的自主学习是

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基础,只有学生课前对新知识

进行了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对新知识的内化活

动才有意义。 如若个别学生因种种原因没有完成新

知识的自主学习,会直接导致其跟不上课堂教学进

度,学习效果不尽人意。
4. 小组分工不明确导致个别学生浑水摸鱼

翻转课堂教学通常是以小组学习的形式开展。
在小组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
才能较好地实现对新知识的内化。 如果小组任务分

配不明确,个别学生又不够积极主动,在小组学习时

浑水摸鱼,就会导致其知识内化效果大打折扣。
(三)启示

为了促使移动学习支持的翻转课堂发挥出优

势,结合本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微冶化学生的自主学习材料

可汗课程的统计结果和脑科学研究表明,人注

意力集中的有效时间一般在 10 分钟左右(黎加厚,
2013)。 因此,应对自主学习材料进行一定的“微冶
化处理。 录制的教学视频宜控制在 3-10 分钟,音
频材料宜控制在 5 分钟内,阅读材料也不宜过长,这
样便于学生利用细碎时间进行有效学习。

2. 移动学习平台应有记录功能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对新知识的学习是学生

在移动学习平台上自主完成的,教师不能像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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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对学生的学习了如指掌。 因此,平台应具有相

应的记录功能,便于教师了解学生是否利用平台进

行自主学习及学习进展,使教师能更有针对性地组

织课堂教学活动。
3. 移动学习平台应有交互功能

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是在移动平台支持下完成

的,学习材料需要通过移动学习平台呈现。 因此,移
动学习平台应具有内容交互功能。 为方便学生及时

地与老师或同学交流,讨论疑难点,移动学习平台还

应具有一定的社会交互功能。
4. 教师应转变评价方式

翻转课堂在结构上与传统课堂差异较大,传统

课堂的评价方式并不适用于翻转课堂。 因此,教师

应及时转变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不但要注重对学生

学习结果的评价,还应注重过程性评价,尽可能将学

生自主学习和课堂学习表现纳入新的评价体系,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5. 应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学生要想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受益,当务之

急是要适应这种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的顺利开展要

求学生具备较好的自主学习、信息素养、协作、语言

表达及自制力等综合能力。 然而,在长期的传统教

育下,学生现有的能力水平并不理想。 因此,应重视

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
6. 学生应及时攻破学习的疑难点

学生在自主学习阶段如果有疑难点未及时攻

破,很可能影响后续学习,也可能导致自主学习整体

效果不理想;在课堂教学阶段,如果疑难点还没及时

解决,学生对知识的内化效果肯定不理想。 因此,学
生在遇到疑难点时,除自身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多向

他人请教,寻求帮助,教师也应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

个性化指导,帮助学生尽早攻破疑难点。
7. 班级人数不宜过多

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一对一的个性化

指导更能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较好地体现

“因材施教冶的教学理念。 但教师的指导时间和精

力毕竟有限,若班级人数过多,教师会顾此失彼。 因

此,开展翻转课堂的班级人数不宜过多,如果达不到

小班教学的理想标准,也不宜多于 50 人。

六、总结

摇 摇 翻转课堂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冶的教学理念。 自翻转课堂开展以来,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协作学习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学习效

果都有了一定的提升。
通过公众平台的“关键字自动回复冶功能,对学

生学习过程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预设添加,可以有

效解决教师无法长时间在线给学生提供及时指导的

问题(张新民等,2013)。 但是,实践过程也遇到了

问题,如:1)没有现成的教学视频,需要自行录制,
导致录制的工作量大,且后期制作消耗时间长,需要

专业人员的辅助。 2)微信公众平台目前还不支持

文件交互,不支持附件的添加,教师需要对附件材料

进行转换,或者利用其他平台将文件上传后在微信

中通过文件链接进行分享。
国际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发布

的《2014 年度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指出,一年

之内 “翻转课堂冶将在高等教育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Johnson et al. ,2014)。 可以预期,翻转课堂会成为

高等教育实践开展的重要范式。 微信支持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如要为我国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提供示范和参考,还需要不

断在实践中探索,在科技进步中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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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Study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WeChat under Environment of Mobil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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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bile equipments (e. g. , smart
phone and laptop), Mobile learning has drawn global attention and becomes research highlight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With a learner-centred characteristic, mobile learning can fully support learners爷 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Thu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mobile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model of Flipped Classroom, which potentially facilitates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WeChat,
which includes three main functions:platform function, communication function, and social networking fun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pplications on mobile devices. These multiple inclusive functions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bile learning.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WeChat in flipped classroom contains the following four stages: Firstly,
the study revealed potential pedagogical functions of WeChat and analyze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these statements, it puts forward a solution of a WeChat-assisted flipped classroom method.

Secondl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and Systematic Instructional Theory, the re鄄
searchers conducted a case study on existing flipped classroom models. And on this basis, a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supported by the Wechat platform has been constructed.

Furthermore, guided by the constructed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a teaching session on
“Basic College English冶 clas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demonstrate that WeChat-assisted flipped classroom can effec鄄
tively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is paper summarized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odel,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lement a “ flipped classroom冶 model under mobile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mobile learning; WeChat;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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