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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进步，传统线下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教学质量的要求。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推动
“云课堂”的发展势在必行。“云课堂”在教学平台、授课形式、授课内容、结课方式等方面提出新的
挑战，对于推进现代教学质量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做到加强多教学平台混合使用、采取
量少次数多的授课形式、搭建并完善阶梯化授课内容、再设计课程结课方式等，以不断提升课堂效率和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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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mod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eaching qu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classroom”. “Cloud classroom” puts forward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platform, teaching form, teaching content and course closing method,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teaching quality.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mixed use of multiple teaching platforms, adopt the teaching form of less and more
times, build and improve the stepped teaching content, and redesign the course closing method,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lassroom efficiency and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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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破了常规的教学课堂计划，给广大师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
着“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教学原则，传统“线下教学”瞬间转向“线上教学”，正式开启“云
课堂”教学模式。文章以疫情期间机器人工程专业《机器人本体设计技术》课程为例，在实践中探索“云
课堂”式的教学模式，并提升教学质量。

2. 研究背景
在抗击新冠疫情以来，线上教学作为“互联网+教育”的新兴教学模式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1]。疫
情阶段完全线上教学实践改变了传统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云课堂”中要充分发挥教师
主导作用，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突出“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2]，在此类教学模式中加强课程
实践内容与比例，能有效提升“云课堂”教学质量。
《机器人本体设计技术》课程主要依托沈阳城市学院绿岛足球机器人而设计(如图 1 所示)。本课程的
创新点在于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本校实践化教学特色，重点突出实验实训，分组学习等板块[3]。本课程
通过 2 次课上实训，培养学生对机器人本体三维造型设计能力。同时本课程安排 2 次小组任务，要求学
生在课上做小组汇报[4]，该任务培养学生设计能力、口头交流及团队合作能力。课程结束后，鼓励学生
根据自身兴趣和实践能力，自选项目完成结课作业。

3. “云课堂”教学质量探索
3.1. 多平台混合使用
为避免网络课堂出现平台故障等问题，保障线上授课的顺利进行，一般会制定多种预备方案。例如，
方案 1——腾讯课堂(直播) + 腾讯会议，方案 2——超星学习通(录播) + QQ 群 + 微信群，方案 3——钉
钉[5]。实际教学过程中，一般会多平台混合使用。例如，软件实操类课程，可以借助方案二中提到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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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学习通平台，将课程内容分别录制成多个视频上传教学平台。课堂上可根据平台数据，实时把控学生
完成任务情况，并作出必要提醒。为了保证课堂教学效果，还可以设置实践操作任务，通过腾讯会议等
在线平台提示任务关键点，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也可以借助超星学习通签到、讨
论、考试等板块，展开问答环节。如针对目前课程内容的难易程度，在课堂上发布问卷调查，能快速收
取学生反馈数据，及时调整课程内容方向，有效提升课堂氛围和学生学习效率。

Figure 1. Online course: Robot Ontology Design Technology
图 1. 《机器人本体设计技术》网课

3.2. 量少次数多授课形式
在课程教学形式的设计上，可以采用“量少次数多”的方式进行。例如，90 分钟的课堂教学中，
一般保证不少于 30 分钟的教学视频，分三次录制，每次 10~15 分钟即可，实践证明，这样设计课程内
容能有效避免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也可以设置首要内容和拓展内容。首要内容中的重要知识点
分多次讲授，并设置相应的任务点。拓展内容则作为附加资源上传，不设置任务点(非任务点)，拓展内
容主要为有余力的同学设置。首要内容和拓展内容能很好的平衡学生学习需求，基础薄弱的同学完成
首要内容，具备基础技能即可；基础踏实的同学可根据拓展内容挖掘提升潜在能力，从而实现因材施
教的效果。

3.3. 阶梯化授课内容
在软件类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上，一般可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理论讲授、软件操作和实战演练，
这三方面内容以阶梯式方向进行，以《机器人本体设计技术》课程为例。
首先是理论讲授，课堂上重点讲述类人机器人的相关知识点，在此主要借助现有的教学模型、市面
上成熟的机器人产品等作为先导案例，快速吸引学生注意力，尽快培养起他们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借助
网络平台优势，可以直接给学生分享相关资源链接。
其次是软件操作。软件操作会占用课上大部分时间，容易让学生误解为课程是学习软件的，与机器
人没有关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般会在每个阶段性的学习之后让学生参考现有教学模型，自行设计
机器人零件，同时将自己设计的成果分享到班级群里，老师在第一时间看到学生作品后给与指导与点评。
此种方式可有效提升“云课堂”学习效率。
最后是实战演练，结合实验实训，小组汇报等环节，在课程中期不定时的展开实战演练，鼓励学生
自行设计机器人产品，掌握操作技能，同时培养创造性设计思维。在这个环节当中，老师可以针对作业
难易程度，适当录制关键点讲解教程，保证所有同学能完成实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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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课方式再设计
区别于传统线下考试的结课形式，“云课堂”教学模式下，监考老师很难实时把控学生的考试情况，
考试过程中，存在网络不稳定、设备功能不完善、学生是否利用互联网查找试题答案等问题，均会影响
考试成绩。所以对于开展“云课堂”教学的课程，在最终的结课形式和考核方式上需要重新再设计。例
如软件类课程，可以采用个性化项目设计的方式结课，一人一题，学生根据老师提出的设计方向及考核
标准，自行选择题目并完成。如在《机器人本体设计技术》结课考核中，建议学生自行选择结题项目，
做原创设计或机器人产品改良设计。这样做的优势是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灵活选择结课形式，同
时可避免抄袭等问题。

4. 结论
“云课堂”是“互联网+”背景下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相对约定俗成的传统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时
代性和挑战性。这不仅需要教师时刻关注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阶段性成果产品，还要时刻保持对新鲜产
品的敏感性、好奇心和快速学习的能力。在此可以充分发挥线下课程的模范参考作用，同时结合互联网
的优势积极开发新的线上授课方式，用线上授课反哺线下教学。未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将是提
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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