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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mode of education, flipped classroom gets popular atten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By reversing the process of delivering and expanding knowledge，the 

flipped classroom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structure，and takes advantage of the time for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to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better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combining teaching practice, introducing the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cept, build 

a new mode of flipped classroom bleed into CDIO, its practical effect has carried on the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CDIO concept, the new model of flipped classroom has better 

realized the knowledge transfer, internalization and consolidated. Practiced the new model in the 

specific teaching process of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g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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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模式，翻转课堂近几年在国内外颇受关注。通过对教学结构

的颠倒安排，翻转课堂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的师生角色，并对传统课堂的时间进行了重新规划，

革新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为了使翻转课堂更好的应用于教学，结合教学实践，引入“CDIO”

工程教育理念，构建了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新模式，该模式用CDIO理念来指导翻转课

堂课前、课中及课后活动的设计，更好的实现了翻转课堂中知识的传递、内化和巩固。将该

模式应用于计算机组成原理的课堂教学中，效果显著。 

1．引言

翻转课堂是基于现有的信息技术手段，构建信息化教学环境，并重新规划课前、课中和

课后的教学活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课堂模式的思维习惯，从新的角度揭示课堂的新形式、

新内含[1]，使课堂教学从以教师讲解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课堂互动为中心，教师从教学过程

的主导者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主动的学习[2]。同样作为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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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理念，CDIO教育理念和翻转课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呼应的切合点，将二者相结合有

利于开拓翻转课堂的新思路。 

2．CDIO 

CDIO工教育模式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典皇家工学院等四所大学创立的，它代表构思

（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是以产品研发到产

品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3-4]，

它包括了三个核心文件：1个愿景，为学生建立在真实世界的产品和系统的构思－设计－实现

－运行过程的教育环境；1个大纲，将工程毕业生的能力分为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人际

团队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四个层面，使工程教育改革具有更加明确的方向性；12条标准，对

CDIO工程教育模式的实施和检验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指引，对学生和教师都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5]。迄今为止，已有几十所世界著名大学引入了CDIO教育理念，取得了良好效果。 

3．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大体上分为两个步骤，即知识的传递和知识的内化。传统的教学模式

是通过教师面对面的课堂讲授来完成知识的传递，学生通过课后作业或实践来完成知识的内

化，由于学习者个体的差异，导致教师在课堂的有限时间内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学生，更不能

掌握学生在课下的学习状况。而近几年在美国高校教学过程中比较流行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是对这种传统教学模式的颠覆，所谓翻转课堂，就是在信息化环境中，课程教师提供以教学

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学习资源，学生在上课前完成对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观看和学习，师生

在课堂上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6]。翻转课

堂与传统课堂的教学结构比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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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的教学结构比较 

由图中可以看出，翻转课堂是对传统课堂教学形式的逆转，两者的教学过程有着本质的

不同。传统课上的概念讲解、意义理解在翻转课堂中由学生自主探究和建构，而传统课下的

知识应用在翻转课堂中则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即传统课堂学习知识在课内，内化知

识在课外，而翻转课堂则正好相反，学习知识在课外，内化知识在课内[6]。翻转课堂的教学

方式旨在为学生建立一种混合式学习环境，包括采用任何技术来提升课堂学习效果，使教师

能够在课堂上抽出更多的时间与学生互动交流，而不是将课堂时间用于传统意义上的讲课，

它的实现方式是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观看并学习由授课教师制作的或推荐的教学视频资源以

及授课材料，把课堂时间用来问题解决或专题研究[7]，这样即能增加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亲身

实践的时间，也能通过内化知识帮助学生产生新的想法，同时还能满足学生个性化辅导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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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 

翻转课堂通常以文档、PPT和视频作为学生课前学习的资料，学生通过自主的方式进行

学习，但这种单纯的视频文字方法的学习效率并不高，这使得学习材料所产生的学习效果并

不尽如人意，想要提高学生课前知识的准备效果就要融入做和用的成份。因此，可以将学生

课前的自主的学习转变为完成任务的形式学习，而不是单纯地观看文档视频等，这样在课前

阶段就促使学生运用实际演练方法，为提高自主学习的效果奠定基础。在课堂上进行评价交

流时，学生将自己完成任务的创新点和自己认为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展示给教师和其他的同学

们，积极地论述自己的观点和创新点，这也就进一步提高了学习的效果。为此，根据翻转课

程教学模型的特点和CDIO教育模式的能力要求，设计了以下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

新模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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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融入 CDIO 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 

从模型图中来看，翻转课堂的每个阶段与CDIO的能力大纲很好的相呼应，新的模型图中

翻转课堂的学习共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教学准备阶段

由于翻转课堂知识传递主要是通过视频、文档、PPT等方式进行，在进行翻转课堂学习

之前，教师需要开发教学资源以供学习者学习，因此无论是CDIO的教学理念，还是翻转课堂

的教学模式，都对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标准的要求。在该阶段，教师首先要根

据教学安排的需要，重新梳理单元教学内容，把适合通过教师讲授、演示的内容分离出来，

主要的工作有：明确课程的知识点和教学要求，剖析知识点或技能要点，整理其相互关系；

明确学习者的起点水平、学习动机以及一般特征；确定教学资源、教学策略，编写教学过程；

根据学习目标设计学习任务卡；制作课件和教学视频。 

2．知识传递阶段 

知识的传递过程是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根据教师下发的学习任务单，学生按照要

求进行课前学习，首先要查看学习任务单，明确任务单上的学习任务；然后根据任务单上的

要求观看视频，如遇到问题可以记录下来；学习完之后进行习题测试，在此期间如遇问题可

以在线与教师和其他同学共同讨论。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资源、自主

掌握学习进度，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另一方面教师通过批改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分

析在线答疑和讨论情况，有利于获取课前的学习效果并发现学生的问题。该阶段是基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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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思考解决问题，主动学习方法在CDIO环境下促进专业目标的实现，主要培养学生基础

知识和推理能力、个人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等。 

3．内化吸收阶段 

本阶段的首先是解决课前知识传递阶段教师搜集到的问题，根据问题的类型可以组织探

究式或讨论式课堂。在完成问题解答后，教师设置其他典型问题，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组织

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或小组协作学习。活动进行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对于各小组解决不了的问题进行个性化辅导，学生要主动配合教师

积极主动参与活动，踊跃发表观点，主动反馈活动进展情况和遗留问题，增加与教师的交流

互动，并且小组间要主动分享学习经验，交流学习成果，以实现知识的建构和内化，主要培

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交流技能以及工程系统能力。 

4．课后评估总结 

教学活动结束后，教师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学生配合教师对教学效果进行总

结。学生要撰写学习总结，回顾课上和课下整过学习过程，记录学习感悟，反馈学习效果，

并提出改进意见，教师需要总结学生们反馈的学习效果和改进意见，找出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不足，并修改教学过程。教师还需要收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拓展学习资源设置拓展任务，有

兴趣的同学可以挑战拓展任务，实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拓展。 

从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来看，一方面CDIO能力大纲可以为翻转课堂的教

学提供目标依据，另一方面可用CDIO的理念来指导翻转课堂的教学活动设计，两者的结合能

更好的促进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从新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来看，整个教育过程更加的人性

化，学生是主体，可以自由掌握学习时间、学习进度，并可通过各种方式与同学之间进行交

流互动，对于同学间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远程反馈给老师，这是一种人性化的学习策略，能

够使学生自己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并能找到存在感，能够有效的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

在此过程中运用新的策略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首先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分组，根据学生的

兴趣分配各类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拥有课堂话语权，可随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教师随

时捕捉各小组的动态并及时的给予指导，在这个过程中使学生和教师成为了密切的学习伙伴，

构建了和谐的师生关系。 

5．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为检验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将该教学模式应用于计算机组成原

理的课堂中，开展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的实证研究。“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本科教学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设置这一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计算机

系统的硬件组成和基本工作原理，了解计算机硬件各主要部件的结构、原理和设计方法。该

课程的内容显得有些枯燥，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效果不是很好，因此，将新的教学模式应

用于该门课程的教学中，具体的应用实践如下： 

1  实施过程 

(1)教学准备阶段：在计算机组成原理开课前，我们将课程内容按知识点做了仔细的梳理

和划分，每个知识点都录制了10分钟左右的学习视频，并制作了相应的学习任务单，根据一

学期的课时安排，按时的给学生发放学习任务单。为了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有效可控，选择了

目前主流的网络学习平台，将课程的视频、文档等资源全都上传到课程平台上，并且学生的

作业、测验也通过该平台进行，使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有迹可寻。 

(2)知识传递阶段：学生在接受到学习任务之后，根据任务单上的要求，自主选择时间来

学习平台上提供的各类资料，并完成相应的作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学生可在学习

平台的讨论区中提出，其他同学或老师都可进行回答或与其讨论，通过这种学习模式，不但

学到了老师要求的学习任务，也了解了其他同学的思维模式。即初步构建了学习的内容，也

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46

50



(3)内化吸收阶段：此阶段是在课堂上完成的，首先，教师根据网上记录的学生学习及讨

论情况，重点讲解学生学习过程中有困难的知识点，加强学生的理解；然后根据章节内容设

置相应的讨论题，分小组进行讨论，老师在一旁进行指导，讨论结束后，各小组派一名学生

汇报讨论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构建了所学的知识，也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到小组的

讨论中，即锻炼了学生的交流互动能力，也培养了其团队责任感。 

(4)课后评估总结阶段：在实行翻转课堂时，评估总结应该从多维度、多方式进行，对学

生的评估不仅仅由老师一个人完成，还应该学生自己及其他的学生，评估的内容包括学习平

台上记录的学习及讨论情况，课堂中学生的提问、分析、解决及汇报问题的情况等，另外学

生也可根据上一次的评估情况来制定下一步的教学计划，规划下一次的教学活动。 

2  实施效果 

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协作

学习和动手实践的能力，增强了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效果提高

明显。在采用新模式教学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对授课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是从对融入

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对该模式教育下学习效果的满意度、对该模式教育

下自身各种能力提高的满意度等。具体调查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3  融入CDIO的翻转课堂实施效果满意度分布 

从调查结果来看，学生对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满意度中，绝大部分学生

都能很好的适应该模式的教学，只有5%的学生不适应，对于这些学生，教师可进行个别的指

导性学习，使其尽快适应该模式的教学；在学生对该模式实施效果后学习结果的满意度中，

通过该模式的实施绝大部分同学都获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仍有16％的同学不满意，教师可

针对这些同学进行谈话，获得他们理想的学习效果，有好的意见可进行采纳对新的教学模式

进行适当的改进；在该模式实施下学生各种能力提高的满意度中，有9％的同学认为自己的能

力没有提高，教师可与这些学生进行交流，帮助其找出原因。从总体上看，融入CDIO理念的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施效果良好。 

6．结束语 

翻转课堂作为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本文引入CDIO的教育理念，

提出了融入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使学习效率在已有的翻转课堂模式下得到进

一步的提高，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将“CDIO”与“翻转课堂”相结合，学生在学习任务单

的指引下有了更大的学习自由度，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更好的安排学习，更有利于不同

层次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实践证明，大部分学生对新教学模式的实施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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