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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thesis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t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cramming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to the inquiry-based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The students do preview on textbooks, auxiliary teaching materials
or with online resources, such as MOOC and micro-courses before class, thus teaching on class will
be more targeted and more effective. Teachers organize students effectively on class, make full use
of the learning resources among students to create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of mutual help and mutual benefit. Refin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strengthening modern
teaching, innovating classroom teaching, improving management evaluation, the above four measures are carried out together to promot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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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提升高校课堂教学质量为研究出发点，剖析传统灌输式教学的不足。提出探究式课堂教学改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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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学生利用教材、辅助教学资料、慕课、微课等在线课程资源等先学后教，让教更有针对性；以学定
教，让教更具有效性。课堂上教师有效地把学生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同学之间的学习资源，来营造互帮
互助共同受益的学习组织和学习氛围。“精抓传统教学、增强现代教学、创新课堂教学、完善管理评价”
四项措施并举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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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期，高校的课堂教学不再是传统认识上的整齐划一式的同步教学了，而是以教授内容主题为中
心，组织思考性、实践性、探究性的目标学习。2018 年，淮海工学院出台了《淮海工学院关于全面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打造“规范课堂”、“深度课堂”、“卓越课堂”、“魅力课堂”、
“满意课堂”的创新举措。探讨新时代本科教育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课堂教学改革。强化广大教师教
学改革意识、质量意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探究式教学模式往往是学生三五为组，围坐在一起，开展
探究式学习。教师需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能够洞察学生差异之间相互学习的可能性。一所真正
优秀的教学型高校，并非是把某一种教学模式做到了极致，而是学校内部每一位教师都寻找到了与自己
相适应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多种多样，但每个专业均有其独特的知识构架和掌握体系。本研究结合“在
线课程视频”，采用“对分课堂”、“雨课堂”、“翻转课堂”等方式，针对专业课程实际，探索出新
的适合专业课程群的教学方法，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提升学生教学质量[1]-[8]。

2. 调整育人观念，明确教学目标
针对创新创业理念要求、专业教学改革的必要性需求等内容，组织抽样问卷调查了本校大学生对教
学方法、
课程设置、
考核方式等教改内容的需求情况。
如图 1 所示，教学方法改革的呼声最高，
占到 38.91%。
教学手段改善其次，占 19.26%。课程设置和考核方法也是高校教师和学生希望完善的，均在 15%以上。
而教学管理方面比例为 10.82%，大学四年级学生的反馈居多，他们希望在教学管理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
更多的校外支配时间。

Figure 1. Statistics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tention
图 1. 教改意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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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大学生的需求。旷课、迟到、早退、课堂上睡觉、
玩手机现象屡禁不止。究其原因，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学生主观学习兴趣不浓。开展高校课
堂教学改革，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是当前高校亟待推进的问题。

3. 改革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
3.1. 精抓传统教学
传统课堂教学是知识传播的直接途径，教师在备课时，应精熟授课内容，精心策划和组织授课内容，
使讲授重点突出，层次清晰。课堂实例讲解应进行语言描述设计，语言力求准确、精炼，有理论深度、
有层次，条理清晰，并具有逻辑性。还应注意语言艺术的反复锤炼，以形象生动的语言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调整课堂气氛，引发学生的兴趣点和关注度。关键的技术问题讲解要结合工程实例，具有科学性、知
识性和趣味性，理论联系实际，以期自然的形成教学互动，收到良好的授课效果。例如，在讲述时，首先
对知识点讲解并分析推导，然后启发学生根据产生的原因，思考工程措施，引发学生兴趣点和关注度。

3.2. 增强现代教学
始终以抓好课程建设为重点，增强人才培养的有效性。首先，规范流程，适时调整，严格执行教学
大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环节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致力于培养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应用型高
级工程技术人才。重点聚焦四个方面，一是压缩课内学时。扩大学生自主学习空间。二是增加实践教学
比重。三是强化第二课堂育人功能。设置素质拓展学分，将学生课外文体活动、科技创新、社会实践与
志愿服务等均纳入学分认定范围。其次，改革方法，拓宽途径，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围绕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组织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通过教学改革，改进了教学方法，深受学生
欢迎，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也相应提高。

3.3. 创新课堂教学
传统的“记忆型”课堂教学方式中，教师的教学是单向灌输式向学生传递信息，而学生是被动式接
受、存储信息，进而按照这些信息消化。教师如何从课堂的主导者转换为课堂的组织者是创新的转折点。
课堂教学应坚持以学为核心，坚持基于学科本质教学，坚持以现代信息技术变革课堂，譬如高校陆续实
施实践的“对分课堂”、“雨课堂”、“翻转课堂”。结合慕课、微课、精品课程等在线课程资源利用，
让课堂里呈现更加开放、现代的教学与学习方式。使学生适应先学后教，会让教更有针对性；以学生学
的情况决定教什么、怎么教，会让教更具有效性。教学能力的转换，需要教师重新学习才能实现。课堂
教学中学生能够探究性学习，则需求教师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自己提出答案。实施探究
性学习，应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进一步还可以让学生自己提出课题，自己开始探索。
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并不是单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由课堂被联合起来的群体，要求教师有效
地把学生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同学之间的学习资源，来营造互帮互助共同受益的学习组织和学习氛围。
形成课堂教学合作学习和分组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在合作学习和分组教学的模式中，为那些爱思考、接
受快、先学懂的学生提供了讲解分享的机会。让他们既巩固了已经掌握的知识，还锻炼了自身的表达能
力。为那些被动思考、后学懂的学生提供了向身边学友交流沟通、学习的机会，这种形式往往比教师的
讲解更加的有效。

3.4. 完善管理评价
课程考核是提高教学质量，检验教学效果，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环节。如图 2 所示，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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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度评价流程。由此可见，课程评价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价值判断要求在事实描述的基础上，体
现评价者的价值观念和主观愿望。不同的评价主体因其自身的需要和观念的不同对同一事物或活动会产
生不同的判断。
课程评价的方式是多样的。它既可以是定量的方法也可以是定性的方法，教育测试或测量只是其中
的一种方法，并不代表课程评价的全部。课程评价的对象包括“课程的计划、实施、结果等”诸种课程要
素。也就是说，课程评价对象的范围很广，它既包括课程计划本身，也包括参与课程实施的教师、学生、
学校，还包括课程活动的结果，即学生和教师的发展。

Figure 2.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 achievement evaluation process
图 2. 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流程

4. 结论
“探究式”课堂教学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课前学生利用教材、辅助教学资料、慕课
&微课等在线课程资源等自主先学，而后教师再课堂引导教授，如此可以让教更有针对性；以学生自学
的情况来确定课堂教授的多少深浅，让教更具有效性。
课堂教学方式上，教师应该有效地把学生组织起来，座位临近的三五人为小组单元，充分利用同学
之间的学习资源，营造互帮互助、共同受益的学习组织与学习氛围。“精抓传统教学、增强现代教学、
创新课堂教学、完善管理评价”四项措施并举，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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