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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adaptive teaching model is proposed based on good feedback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First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odel includes bidirectional feedback,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adaptability. Then the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of the model are analyzed from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spects. The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model is described in detail by the course of SCM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SMC)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Finally, the model is evaluated by questionnaire and achieve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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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经过不断的实践，基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良好反馈机制，提出了一种多维度的，具有自适应性的教学模式。首
先，从双向反馈、多维度、自适应性三个方面，阐述该教学模式的内涵。其次，通过客观和主观分析，阐明了实施该
模式的具体条件。然后，以《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这门课程为例，详细描述了该模式的实施过程。最后，通过调查问
卷、师生成绩等方法说明该教学模式的效果得到学生和相关管理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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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信息时代的教学过程相比传统的教学过程有很多不
同，如网络教学资源对传统课堂的冲击，学生碎片化学习
习惯的养成等。在这种形势下，“老师台上讲，学生台下
听”的教学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为了面对新形
势下的教学挑战，传统教学模式亟需变革。
何朝阳等分析了迈阿密大学等美国高校进行翻转
课堂的教育过程，指出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1]。
李红美等针对在线教育中教与学的时空模式，构建了基
于“教学环境-教学响应”视角的CH-SPOC教学模式，并
以浙江大学为例，展示了教学新模式的实践及应用[2]。
邢以群等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体验式教学模式，并对
其内涵、实施路径、方法和效果进行了系统探讨和分析
[3]。朱红等介绍了北京大学推行的"大班授课，小班讨
论”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大小班结合的特点，提高了
学生的参与度，促进了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4]。黄海风
等推出了以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POC）
为 核 心 的 混 合 教 学 模 式 ， 即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的优质教学资
源，又可以发挥传统课堂上师生面对面交流的优势，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5]。贾国瑞等提出了课堂教学与网
络教学相结合的方法，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6]。
徐敬青等利用“师生共讲”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7]。黄震阐述了“互联网+”时代，上海交大在
MOOC和混合式教学方面的探索与实践[8]。吴金旺等介
绍了信息时代高职院校的课堂教学创新体系，该创新体
系包括了教与学的氛围营造、教与学的过程创新及评价
反馈机制创新[9]。刘刚等阐述了在互联网+时代，高校
教学创新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三方面的共同努力[10]。
由此可见，高校在新形势下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
作为高校教师，课题组人员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领域
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经过不断的尝试和总结，多次的讨论
和归纳，课程组人员摸索出一种适于应用类课程的教学模
式---基于双向反馈的多维自适应教学模式。将该教学模式
应用于日常授课中，获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2．
．该教学模式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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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师通过设计实验内容，全面考
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学生通过做实验，不断的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4）
答疑：摆脱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及
社交工具，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教师给予解答，并组
织深入讨论，完成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双向反馈。（5）
测验：学生通过参加考试或测验展示自己的真实水平，
教师通过阅卷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分析试卷将
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反馈给学生。
2.2．
．多维度
多维度
在该模式中，多维性主要体现在如下5个方面，分别
为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教学评价。
2.2.1．
．教学环境多维
教学环境多维
就教学地点来说，教师可以采用传统的教室、实验室
进行教学，也可以通过MOOC平台、虚拟课堂等网络方式
进行教学。就教学工具来说，教师可以通过QQ、微信等
社交软件发布课程相关的资料，回答学生的问题，为课堂
教学提供辅助性支撑。
2.2.2．
．教学内容多维
对于课本知识，教师需对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设计，
在每个教学模块内进行层次化设计，理清该模块的基础知
识，重难点和扩展知识，打造课程内知识的横向和纵向两
个维度。对于课程相关知识，明确先修课程，后续课程的
主线，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脉络。
2.2.3．
．教学形式多维
课堂上，除了教师讲授外，充分利用提问，讨论，演
示等环节，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打造“合作、探究”的
学习氛围。
2.2.4．
．教学手段多维
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充分利用课件、动画、视频等素
材，力求将抽象知识形象化。课外充分利用MOOC资源，
名校网络公开课等相关教学资源进行辅助性教学。
2.2.5．
．教学评价多维
教学评价多维

该教学模式可以从学生和管理者两个角度进行评价。
该教学模式的重点内容有三个，分别是双向反馈、多
维性和自适应性。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介绍该模式的内涵。 评价内容从授课过程、授课教师、教学效果等维度进行评
价。
2.1．
．双向反馈
2.3．
．自适应性
自适应性
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反馈。学生可以反馈信息
建立良好的师生反馈机制后，教师要具备对学生反馈
给教师，教师反馈信息给学生这样的一个双向反馈过程。
信息的洞察力，对课堂组织的掌控力，对课堂情况的适应
反馈形式主要包括：（1）提问：包括传统意义上
的课堂提问，也包括虚拟课堂中的提问。问题的发起者， 力，对授课过程、授课方法和授课形式等及时调整，适应
学生的学习状态。具体来说，教师不应盲目追求完成教学
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教师随机提问学生，检查学
任务，而忽略教学效果的提升。对于提问、作业等辅助环
生知识掌握的情况。学生向教师提问，解决不理解的问
节，需要根据授课班级学生的基础、领悟程度等及时调整，
题。（2）作业：在完成每章或每个模块的学习后，教
而不能按惯性思维对每一届学生，每一班学生采用同一个
师布置作业供学生巩固提高课堂知识。学生独立完成作
作业或问题。对于课堂的组织形式，也应该根据学生的情
业将自己掌握知识的情况反馈给教师。（3）实验：学
况，采用授课、讨论等形式，适于学生当前的学习状态。
生理解、巩固课堂知识的必要手段，也是锻炼学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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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教学模式实施的条件

4.2．
．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

3.1．
．基础软硬件
基础软硬件设施
软硬件设施

4.2.1．
．教学内容的设计

学校在教学区、办公区、宿舍区等布设流畅的有线或
无线网络，这是采取网络教学的基础保障，也是采用QQ、
微信等网络交流方式进行双向反馈的前提条件；授课教室
具备多媒体教学系统，方便教师和学生演示与课程相关的
课件、图片、视频等内容；学校提供必要的在线教学管理
平台（如Blackboard平台），供师生共建网络课堂。
3.2．
．政策支持
3.2.1．
．学校对课堂教学改革的持续投入
该教学模式中，要求教师尽量全面掌握学生的作业、
提问等反馈信息，要求教师不断探索具体知识点的最佳教
学方法，在教学理念上不断创新，这些工作繁琐且任务量
大，需要教师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此，学校应该制
定相关的措施，引导教师敢于尝试教学改革，并能够对教
学改革保持较高的热情。
3.2.2．
．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策略的创新
管理策略的创新
现有的教学管理部门是以教学任务、教学进度表、教
学大纲等为基础进行期初、期中、期末检查，这是教学管
理的规范化流程。本文所述教学模式下：教师的授课理念
是以传授知识为载体，以教会学生“如何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为重点；授课内容是取课程的核心内容进行精讲，
对细节性内容可以“边用边学”；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也要
大胆创新。所以，教学管理部门可以探索对教学过程可控，
但给予教师更多创新空间的管理策略。
3.2.3．
．小班教学的保证
本教学模式的基础是教师要通过反馈机制及时掌握
每个学生的情况。对于教师来说，大班教学，教师受限于
时间和精力，不能及时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小班教
学便于教师掌握学生的情况，学生也有足够的机会展示自
己的能力水平。

4．
．该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
该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
该教学模式适用于应用性较强的课程，下面以《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这门课程为例，讲述该教学模式的实施过
程。
4.1．
．信息通路的搭建
教师利用BlackBoard平台创建网络课堂。在网络课堂
上提供该课程的全部教学资源，包括预习内容、课件、重
难点解析、作业、实验内容等，资源形式以文档、动画、
视频等为主。除此之外，提供公告发布，讨论版，虚拟课
堂等模块供师生交流。最后需要提供网络优质学习资源的
相关链接，供学生在线学习。教师加入班级QQ群、微信，
方便教师和学生的及时沟通。

对于应用性课程，大多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验。对
于理论知识，打破书本中的章节结构限制，对课程的重点
内容逐个梳理，进行模块化设计。在大模块下又细分小的
模块，达到每次课一个知识模块的目的。理论教学进行上
述改革后，实验教学应避免完全按照实验指导书进行的做
法，应结合理论教学的情况及时调整每次实验的内容，达
到“学中做，做中学”的目的。所以，教师在上实验课之前
需要根据上课的情况，设计实验课的内容。为了适应不同
学生的需求，应将实验内容划分为基础验证性内容+扩展
实验内容+设计实验内容等。
4.2.2．
．教学过程的设计
下面从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方面对教学过程进
行详细介绍。
对于理论教学:每次授课过程分为预习、课堂演示、
授课、课堂练习/讨论、课后作业这几个阶段。其中预
习阶段，教师通过BlackBoard平台发布预习内容及先修
知识。通过讨论版或社交聊天软件，了解学生对先修知
识的掌握程度。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决定是否需
要对先修知识中的难点内容在课堂中给予补充；课前演
示环节每3周举行一次，同学可以主动要求进行演示，
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信息指定同学进行演示。学
生演示时间一般是5~10分钟，演示自己作品的功能及实
现方法。教师针对学生演示的内容，从知识原理、完成
情况、改进意见等角度进行点评。若条件允许，可以请
同学现场改进作品。这种方法，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又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利于提升教学效
果；授课过程中，教师根据授课内容灵活采用多种教学
手段，一般情况下，教师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讲授课程
重点内容，而后通过引导、启发等方法带领学生共同学
习。在这个过程中，允许学生随时向教师提出问题，也
允许教师随时向学生提问，开展正常教学。对于练习及
讨论，教师需要根据授课内容，缩短讲授时间，预留出
练习或讨论的时间。课后，教师通过BB平台发布课后
作业，作业可以针对课堂中具体知识点的题目，也可以
是与本次课知识点相关的一个综合题目。制定好相关评
分规则后，学生需要及时完成作业并按期上交到网络课
堂。而后教师评阅作业，对作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
归纳总结，必要时在下次上课时进行讲解。课后，教师
需要在网络课堂提供相关学习资料，引领学生自主学习
更深层次的知识。由此可知，理论授课过程是预习、上
课及复习的完整的过程，在每个过程里面，都注重师生
反馈。
对于实验课：教师根据实验指导书和学生的具体学习
情况，设计实验内容。为了层次化教学，实验内容应该难
易有别。教师对实验内容中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采用启
发式教学方法带领学生解决实验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
学生在实验环境下自己动手，完成实验。学生完成实验后，
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实验内容进行总结。对于个性化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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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给予备案和登记。实验课后，学生提交实验报告，教
师给予评阅。
在每个学期期中设置一次期中考试，对学生的学习
情况进行摸底。在课程主要内容讲述完后，教师需布置
一次课程设计，考查学生对该门课程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
4.3．
．课程考核方法的设计
课程考核时，注重过程化考核。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
成绩各占总成绩的50%。其中，平时成绩由考勤（10%）
+课堂提问（20%）+课堂讨论（10%）+课后作业（20%）
+课程设计（20%）+实验（20%）+课堂演示（加分项）
这几部分组成。
在授课过程中，全员考勤设置5次，每次考勤占考勤
成绩的20%；课堂提问环节，对于教师所提问题，鼓励学
生主动回答，答对得分，答错不扣分。提问过程在鼓励学
生抢答的同时，要照顾到学生参与的普遍性，争取每个学
生都有1~2次回答问题的机会；课堂讨论环节，则根据学
生的参与度和提出问题的质量进行考核。为了保证教学进
度，在这个环节可以设置小组讨论，形成组长对本组成员
打分，教师为本组学生打分的机制；课堂作业实行学生独
立完成作业，根据作业的正确度和完整度打分；为了对知
识点进行综合练习，在课程结课前需要布置课程设计。课
程设计分值由设计内容+设计报告组成。设计内容是否满
足题目要求，是否符合逻辑要求，设计报告撰写是否规范
等考核要求；实验成绩由考勤+实验完成情况+实验报告三
部分组成；课堂演示环节，在考核中施行加分鼓励政策。
在进行时，优先支持主动要求演示的同学，其余同学可以
是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信息指定。根据学生的演示情况及
回答问题情况，教师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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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基于双向反馈的多维自适应教学模式是“互联网+”时
代背景下，课题组人员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组织
上的一次创新过程。该教学模式需要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
这是双向反馈的基础。该教学模式对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
课堂组织能力等均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近3年的努力探
索及相应的效果评价，该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和相关管理
部门的认可，在同类院校的相似课程中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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