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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classroom, as a new research result of “Internet + Education”, greatly expands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teaching, activates teaching resources and enriches teaching methods.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smart classroom into a mixed teaching mode has become a key issue for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Our mixed teaching adopts the famous “four-stage mixed teaching model”, that is
“studying online before class, practical training in class and reviewing after class”. From the analysis of students’ learning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in this teaching mode are
relatively high,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is good,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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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课堂作为“互联网 + 教育”的新型研究成果，极大延展了教学的空间维度，活化了教学资源、丰
富了教学手段，因此将智慧课堂引入混合教学模式成为打通线上线下教学的关键问题。本次混合式教学
采用著名的“四阶段混合教学模式”，教学实施上采用课前预练，课中实练和课后活练三部分。从学生
学习数据分析发现，本次教学实践中教学目标达成度较高，整体教学效果良好，教学实施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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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传统课堂教学与现代网络技术进入深度融合的极端，
线上线下的混合将网络丰富的教学资源与先进学习工具和课堂结合起来，将课堂教学物理时空延伸到网
络的虚拟时空形成了新型的混合教学模式[1] [2]。而智慧课堂作为“互联网 + 教育”的新型研究成果，
延展了教学的空间维度，活化了教学资源、丰富了教学手段，为师生提供了更多教与学的可能性[3]。同
时由于智慧课堂在教学空间上具有更多个性化、自主化的空间与机会，一方面使得教师有更多的教学组
织形式和资源呈现方式，另一方面使得学生有更多自主性的时间与精力安排自己的学习任务[4]。因此如
何将智慧课堂融入混合教学模式成为打通线上线下教学的关键问题。
目前“互联网+”与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普遍是基于 MOOC、微课等早期“互联网 + 教育”成果的
研究，而鲜有针对智慧课堂与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因此本课题对智慧课堂在混合教学模式中的应用与
实践的探索就显得尤为重要。

2. 课程教学背景分析
本次开展混合式智慧课堂教学的选用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矿物岩石学》中“矿
物鉴定”内容展开，此项知识点对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比赛项目和 1 + X 考证项目是专业考证必备技能
之一。授课对象选择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专业大二的学生。前期其已经学习了《地质学基础》等专业认
知课程，对矿物晶体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为本次教学奠定了基础。通过之前期的知识点测试、实践考
核中发现，学生存在理论不扎实，实践过程只会一味的模仿，缺乏创新意识。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通常
利用标准矿物来讲解矿物的特征，学生没有参与感，学习兴趣不高。而抽象的描述，对实物标本远距离
的观察，难以确保教师所述与学生所见一致，使得学生难以真正理解知识只能机械的模仿。

3. 智慧课堂在混合式教学中设计与实践
教学设计中为符合智慧课堂的应用场景，本次混合式教学采用著名的“四阶段混合教学模式”，即：
基于网络的传输、面对面学习的处理、生成解决方案和协作延伸学习四个阶段[4]。教学实施上采用课前
预练，课中实练和课后活练三部分。
课前预练阶段，采用网络的传输方式命令学生利用网络平台上的慕课学习矿物的形态、物理性质和
化学组成等基础知识，发布讨论引起学生学习兴趣(图 1)。而后发布任务：在实训室标本库中选择一块矿
物样本，将描述内容上传学习平台，完成课前练习。教师全程通过平台监控学生预习情况，参与互动。
课中实练阶段，采用面对面学习的处理和生成解决方案的方式。此阶段共分为 5 个环节：
1) 预练反馈，情景导入。上课时学生汇报课前收集到的样品描述思路，通过智慧课堂数据分析发现
学生的描述内容基本合理，但大多是模仿案例内容，对鉴定描述方法理解不深。这是因为矿物鉴定方法
的知识点散且抽象，学生难懂、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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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务驱动，探究原理。本环节中教师将发布矿物特征样品寻宝任务，让学生在实训室中找到符合
要求的样本，将鉴定内容立体化、具象化，使其能后结合样品总结矿物特征，理解矿物分类、命名依据。
3) 项目教学，活学活用。本环节使用学生的课前练习引入，以网络直播的形式互动讲解样品矿物
(图 2)。做到教师之所述，既是学生之所见，教学中鼓励学生，不要局限一般的鉴定方向，要有意识创
新鉴定思路，从多方位对同一标本进行鉴定。同时联系矿物形成原理，巩固之前的矿物特征要素。完
成后进行学生课前联系的互评，引导学生发现课前作业的不足之处，做到知识内化，解决教学重点。

Figure 1. Theme discussion
图 1. 主题讨论

Figure 2. Live telecast introduction
图 2. 矿物鉴定直播

4) 理实一体，内容深化。播放技能大赛实录，讲解岩矿鉴定赛项比赛内容，解析鉴定描述要点。比
如相似矿物中石墨与辉钼矿，在素瓷板上石墨条痕呈光亮黑色，辉钼矿条痕呈黄绿色；方解石遇酸起泡，
白云石在粉末状态下加酸才会缓慢起泡。教师可结合行业规范解读，培养学生规范意识，利用技能大赛
评分细则，为学生提供描述详细程度指标。
5) 素能合一，任务实训。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课前发布的矿物样品描述任务：对多种类，多形态的矿
物进行鉴定和描述。而后教师对描述内容进行修改，通过教师讲解修改理由与思路，总结矿物鉴定方法。
课后活练阶段，采用协作延伸学习的方式。学生按上一个阶段的要求对未知矿标进行鉴定和规范化
描述并上传鉴定报告至平台，做到活学活用，然后由校外行业专家进行评价。整个教学过程以项目驱动
为主线，在学中做、做中学，逐步提高，循序渐进地达成教学目标。
智慧课堂中学生的考核评价以知识点、鉴定手段、鉴别方法为考核内容，突出技能，重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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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其评价最终的成绩由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加权而成[5]。对于评价结果优秀的学生可以进入教学平
台成果展示区，对于评价结果不理想的学生，可调出其学习数据进行分析，要及时查找原因。

4. 智慧课堂在混合式教学中的实施成效
智慧课堂教学中网络直播、省级在线 MOOC、省级精品开放课程等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让抽象的矿
物特征具象化，解决了重难点，教学效果显著，学生鉴定能力明显提高。教学中通过以原理解析为切入
点讲解重点内容，培养学生的地质思维，在增加理论深度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学中以项目
驱动开展教学，学生在完成项目中体验工作过程，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在每一环节都坚持精
益求精的职业素养。教学中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形成让行业专家共参与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能
够科学合理的考核学生学习效果。教学实施成效显著，授课学生获得国赛一等奖两项等。

5. 智慧课堂在混合式教学中的总结与反思
从智慧课堂中学生学习数据分析(图 3、图 4)发现，本次教学实践中教学目标达成度较高，整体教学
效果良好。特别是寻宝游戏、小组讨论、报告点评这三个环节，充分调动了学生积极性，达到帮学生在
探究中掌握专业知识，提高职业素养的目的。教学设计思路既可以应用于其他单类矿物的学习，也可以
推广到岩石学、宝石鉴定学等其他专业技术课程中去。

Figure 3. Task completion status
图 3. 课中项目完成情况

Figure 4. Teaching feedback status
图 4. 教学反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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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反馈结果来看，目前学生在实践环节上用时较长，进一步分析发现是因为操作步骤不熟练，
无法第一时间发现矿物典型特征。今后可以通过 VR 技术构建 3D 模型，给学生直观的感触，将理论与实
践训练融为一体，提高学生的鉴定速度，提升学习效率，这将是以后课程改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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