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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obiliz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nd ful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ffective teaching", the author 

tries to divide the course organization into three stages: "before class-during class-after class", and apply the BOPPPS 

model in the "in class" link.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help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telligent platforms such as Rain 

Classroom and Smart Classroom, this teaching mode can help teachers change their roles and behaviors, increase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build student-centered classrooms, thereb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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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充分落实“有效教学”的理念，作者尝试将课程组织分为“课前-课中-课后”

三个阶段展开，并在“课中”环节应用 BOPPPS 模型。同时，借助雨课堂、智慧教室等软硬件智能平台，帮助

教师转变角色和行为，提升学生的参与度，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从而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关键词：有效教学，BOPPPS 模型，智慧平台，以学生为中心 
 

1.前言 

2020 年，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意蔓延，线上

教育、直播教育等新型的教育方式得以快速的发展并

趋于成熟。各大企业纷纷上线了线上平台，例如钉钉、

腾讯课堂、雨课堂等。与此同时，单纯依靠电子设备

很难随时把控大班学习的效果，师生之间的互动难以

生动形象的进行，并且，长期面对电子设备更容易疲

劳
[1]
。因此，在疫情常态化的教育背景下，如何在传

统课堂中利用好线上教育的优势成为一个值得研究

的热点问题，在 2021 年春季学期《光缆线路施工与

维护》的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结合疫情期间的线上

教育经验进一步提升传统课堂的教学效果，并通过

“智慧教室+BOPPPS 模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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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转变，更好的把握实时学情，实

现对学生学习情况的精准把握，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

性，充分落实“有效教学”的教学理念，切实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2.模型构建 

2.1. BOPPPS 模型概述 

BOPPPS 模型最早是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的道格拉斯·克

尔于1978年提出，关注的重点是学生“学到了什么”，

而不是自己“教了什么”，在教学目标上，必须按照可

检性目标，便于学生评估自己掌握知识的程度；在教

学方法上，强调参与式教学，力求主观能动性，独立

思考、创造新思维。具体来说，是由六个要素构成的，

分别是：导入（Bridge-in）、目标（Objective）、前测

（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后测

（Post-assessment）、总结（Summary）[2]。 

2.2. 混合式教学模式 

 在《光缆线路施工与维护》的课程实践教学过程

当中，由于课程工程特色突出，理论实践结合紧密，

因此首先从教学大纲出发，将授课内容划分为多个工

程任务，结合 BOPPPS 模型，并进一步通过融合线上

线下持续改进教学，最终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具体课程《光缆线路施工与维护》课程组织

要素如图 1 所示。 

 
图 1 《光缆线路施工与维护》课程组织要素 

 在实践过程中，要将 BOPPPS 模型完全落地，有

更好的“参与式学习”体验感，并且能够覆盖数字资

源的共享，跟帖答疑，课前课后讨论等多种教学场景，

还离不开各种软硬件平台资源的支撑，具体来说，分

为以下三个方面。 

（1）讲授理论任务时，在智慧教室中进行，可以

利用“爱课堂”软件下发各类题目并且即时查看答题

结果分析数据，以便调整后续的授课侧重点，并且能

够实时开展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多种形式的交互方

式，同时还可以借助“智慧屏”的主屏广播，多屏对

比等直观的展示形式很好的支撑“小组研讨”的教学

场景。 

（2）完成实践任务时，采取“实验机房+网络平

台”的方式，作者认真筛选了网络教学平台和工具软

件，考虑到本学期是以线下课堂为主，线上平台资源

为辅，并且本次课程授课对象人数班级有限，课程本

身对于平台的实时性，吞吐量并不高，但是又保证交

互的趣味性和交互数据的真实性，因此本课程在线上

的平台上选择雨课堂和微助教两种；  

（3）同时，为了覆盖部分不能携带智能终端的教

学场景，搭建专网云盘和即时互动软件，有效的支撑

敏感资源的链接和共享，并且下载历史和传送历史可

回溯，充分保证了教学环境的安全可靠性。 

 
图 2 混合式教学模式平台支撑 

这样，在《光缆线路施工与维护》的课程实践过

程中就完成了智慧教室、网络平台和专网云盘构成的

“三维立体”的智慧平台的搭建（如图 2）。并在平台

的基础上融合 BOPPPS 模型，从根本上保障师生协同

构建课堂内容，增加教学互动，提升学生在线学习关

注度和学习主动性，实时采集学生学习数据、掌握学

生学习成效、强化学习过程中对知识获取能力的锻炼，

使学习更有效、课堂更有活力[3]。 

3.实施方案 

依据“智慧平台+BOPPPS”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进一步规范、优化《光缆线路施工与维护》中工程任

务的实施流程。总体来说，利用雨课堂、微助教、以

及专网传输工具构建的资源共享渠道，整合好学生线

上的碎片化时间，并找准线上资源的教学定位、目标

以及方式。同时，《光缆线路施工与维护》的课堂教学

创新基于 BOPPPS 模型展开，包括导入、目标、前测、

参与式学习、后测以及总结 6 个环节，使授课过程形

成闭环，并依据不同的工程任务分别借助不同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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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利用好平台后台的数据记录，进一步优化调整

课后学生的辅导答疑方式，同时还能进一步对下一周

期的任务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后，在整个实施过

程中，根据学生地对于内容地掌握程度适时地提升学

生地科学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地工匠精神以及爱国情

怀，从而全面达到课程地思政目标。 

（一） 课前自主查阅 

课前通过微助教、雨课堂以及专网云盘等多种形

式上传与本次任务相关的背景资料，例如视频影像资

料，文本图片资料等，引导学生了解本次工程任务的

相关概念，以及所需要的先验知识，同时可以布置跟

任务相关的讨论题，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性，一定程

度上实现课堂翻转，帮助学生回顾往期授课内容的相

关概念。 

教师可以通过查看智能平台中的学习数据，及时

获取学生课前的学习情况，例如资料的下载情况，视

频的播放情况以及暂停的次数等多维数据，了解学生

在自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和知识盲区，从而有针

对性地调整课堂授课地教学侧重，选择合适的教学方

法和策略。 

（二） 课中互动学习 

在《光缆线路施工与维护》课程地授课过程中以

BOPPPS 模型为主线进行设计，总体上分为导入、目

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以及总结 6 个环节，通

过这 6 个环节地实施，完成“任务下发-任务明确-任

务实施-任务评估”等四个方面地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中，通过智慧平台的直播、录播功能实

时掌握学生地动态数据和反馈信息。具体过程如图 3

所示。 

导入：可以根据不同地授课任务选择情境、案例、

故事等多种课堂地导入方式完成任务下达。例如：在

介绍“光缆线路基础模块”时，通过故事导入地方式

介绍我军光缆发展史，是学生切身感受到学习光纤光

缆地背景意义，同时激发学生地爱国情怀； 

目标：通过可达成、可量化、可操作三个维度明

确任务内容； 

前测：根据授课任务地不同，借助智慧教室、雨

课堂等智慧平台，采取问卷、简答、点名等多种互动

方式进行摸底测试，同时在课堂上展示学生回答问题

的统计数据，并针对数据进行一定地解释； 

参与式学习：这部分内容是 BOPPPS 模型中最重

要的部分，往往根据前测结果、课前学生学习地数据

以及课堂地互动情况，分别采取实践操作、示范演示

等多种形式来完成任务实施地过程。例如：在讲授“光

纤特性”模块时，学员分组探讨如何在工程作业当中

利用好光纤光缆的特性，从而掌握更为科学的学习方

法，在介绍“接续成端”模块时，学员则需要在实际

操作过程当中塑造自身地规范意识，并进一步锻造自

身的工匠精神。 

 
图 3 BOPPPS 模型教学实践 

后测：在介绍完授课任务地主体内容后，则需要

根据不同地任务点和课堂氛围。同时借助智慧平台的

软硬件资源，及时完成成员分享、竞猜问答、分组对

抗等多种形式地测试； 

总结：最后根据后测地数据情况，针对性地小结

本堂课学生地学习情况和掌握水平，完成有效的任务

评估工作，并可以进一步结合评估数据，优化调整下

一周期的任务实施过程。从而使授课环节形成闭环。 

（三） 课后个性辅导 

在以往地教学模式中，课堂地结束就意味着本次

课地结束，学生课后的作业也只是单向地运用课上地

知识，每位学生拿到的课后作业都是同样地。这样很

难实现差异化和个性化。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当中，充分利用好课前微助教、

雨课堂等平台上学员自主学习地数据，结合课中智慧

教室等平台上记录到地学生学习地难点和盲区，进一

步实现在课后差异分组，分别个性化的推送与自身知

识掌握程度匹配的题目，教师因此得以实现重点地详

细阐述以及难点的着重突击。 

同时，还能够借助多样地平台资源，构建线上线

下融合的桥梁，从而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无缝连接，

帮助学生及时的解决困难，消化知识，在原有的知识

掌握水平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并进一步在工程实践中

得以验证。 

4.评价设计 

与此同时，在课程的教学实践环节中，还设置了

与混合式教学模式相匹配的评价机制，分为形成性评

价和终结性考核。 

形成性评价侧重于评教学，教师可以通过分析课

堂互动数据，查看作业上交情况，并结合学生的反馈

和课后的答疑不断优化调整授课内容的侧重，授课节

奏的快慢以及实施策略和平台资源的选择，从而使授

课环节形成良性的循环。终结性考核侧重于考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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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理论考核占比 40%吗，主

要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考察学生基础知识和流程规

范的掌握水平，实践考核占比 60%，考察学生单装操

作和综合运用知识技能完成工程任务的能力。 

5.结论 

在线上线下融合的大趋势下，本文利用《光缆线

路施工与维护》这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为例，构建了“智

慧教室-网络平台-专网云盘”的三维立体的软硬件智

慧平台资源，并基于平台实现了“智慧平台+BOPPPS 模

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将课

程的实施过程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展开，

三个阶段互为铺垫，环环相扣，并利用智慧平台的数

据分析软件为下一阶段的教学实施过程打下基础，从

而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快速

转变，并通过 BOPPPS 模型的特点，将实施环节充分

固化并推广，最后通过评价考核机制，使得教师能够

充分利用已有的平台数据优化教学实施过程的各个

要素，打破传统教学方式的局限，提升教学效率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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