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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ipped classroom is a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omputer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to mathematical analysis is discussed by taking the
limit of sequence for example, including the specific procedures of flipped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math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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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转课堂是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一种教学模式,它转变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
本文以数列极限为例研究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包括该模式在日常教学
中的设计流程和在实际推广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为《数学分析》以及数学类专业课程的课堂教
学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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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 Classroom”，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将学习的主动权由教师转移到学生，教
师不再占用大部分的课堂时间讲授知识，而是让学生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学习时间和方式，在课后通过
视频、播客、微信等载体完成自主学习。教师将课堂上更多的时间用在与学生的讨论和交流上，用讲授
法和协作法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学生创设了自由学习的空间，把学
习主动权交给了学生，学生通过实践获得更真实、自主的学习。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催生了“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对基于印刷术的传统课堂教程模式、管理模式的变革。关于
“翻转课堂”的不同层面的定义和研究，可见文献[1]-[5]等。
《数学分析》课程是数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所有后继课程学习的基础，也是各高校硕士研
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现有《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在许多方面局限于传统教学模式。虽然传统的
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实效性与先进性，但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
学生对待知识的态度以及渴望获取知识的渠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课堂教学的理论性、抽象性与大
学生活跃、善于形象思维的特点相冲突，难以与当代大学生求新、求变的思维方式相适应。如果《数学
分析》教学一如既往，限于有限课堂时间的“填鸭式”教学，教师的授课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都会大
打折扣。“翻转课堂”的主要模式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核心。在
“翻转课堂”模式中，教师从讲台走下来，走到学生中间去，零距离的进行交流讨论，在这样的学习氛
围下，学生能够敢于思考、大胆质疑，形成思想上的碰撞或共鸣，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展开深
层次的探究。若能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将“翻转课堂”理念融入到《数学分析》课程的传统课堂
教学中，将课堂变成老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将答疑解惑与知识运用有效的结合
起来，一定会极大改善课堂的学习气氛，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和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
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教育，《数学分析》课堂教学固有的理论性、抽象性与数学专业精英化培
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难于适应现在大众化教育的特点。如果能充分利用现在“互联网+”时代提供的丰
富资源，将视频和图片等影音资料融入到教学中，势必会大大改善《数学分析》课堂教学单一、古板的
缺点，学生也不会再用“难、抽象”等来描述《数学分析》的学习，极大地提高教师的授课效果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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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效率。
值得指出的是，《数学分析》是数学类专业课程的一个典型代表，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数学
分析》教学模式的研究必然为其它数学专业课程乃至理工科《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提供重要
的参考。

2.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数学分析》教学
该部分我们以数列极限为对象来研究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数学分析》教学模式。主要通过课
前教学素材、课堂教学设计和课后教学反思三个阶段讨论课程的设计流程，根据实际的教学经验阐述教
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2.1. 课前教学素材
数列极限的“ε − N”定义是整个极限理论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定义的抽象性，对初
学极限的学生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翻转课堂”中可以借助视频、PPT 等素材来引入这一概念，
即可以做一个课前的教学素材供学生提前学习。在制作课前教学素材时，要力求清晰明了，描述通俗易
懂，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可以将教材一开始引入极限时的简单实例制作成动画视频，让学生直
观的观察木棒无限被截的过程，从而深刻体会数列无限的意义。通过 PPT 让学生了解极限的发展史以及
其在数学发展中的地位：极限是整个数学分析贯穿始终的研究工具，而数列极限概念又是极限理论中最
基本的概念，因此要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6]。这样，引出数列极限的精确数学定义就不会那么抽象。

2.2. 课堂教学设计
合理规划课上的时间，适时恰当的引入课前教学素材并让其服务于课堂，利用课上时间实现对知识
的内化是实现“翻转课堂”的关键环节。
1) 回顾课前教学素材并讨论交流自学中的疑难问题
将学生适当分组，每组选出一个代表在课堂上展示自己在课前素材学习中的收获。其他同学认真倾
听，仔细辨识并做好笔记，让学生通过相互学习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数学综合能力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
力。在这一环节中，要求学生能说出数列极限的概念，并能根据定义说出求简单数列极限的方法，不完
善之处由教师进行适当的点拨与指导。这一环节不需要占用过长的时间，根据学生学习的情况，能引导
学生回顾起视频教学的重要知识即可。在预习与回顾知识后，每个学生心中的疑难问题也更加清晰。针
对数列极限概念与对应练习中的疑问，教师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小组之间的交流讨论，通过协作学习
来实现数学能力的提升并能够融会贯通。教师将对学生课前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讲解。在答疑时
教师要注重引出数列极限的概念，它的指导思想为“趋向于”。针对数列极限的定义与课下练习的实际
情况，让学生进一步思考：
① ε 的任意性和 N 的相对固定性如何理解？
② ε 和 N 分别刻画的数列极限的什么特征？
③ 利用定义证明数列极限的关键点在哪里？
根据教师给出的问题，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进行研究探讨。在“翻转课堂”模式教学中，教师虽然把
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但是也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学生交流完自己的观点之后，教师要及
时对学生的回答进行点评并给出关于以上问题的准确解答并进行讨论总结。
2) 布置课堂任务，实现课堂内化
在学生深度理解、掌握了数列极限的定义之后，就是课堂知识的内化了。通过内化知识，能够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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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数学能力提高一个档次。这一环节教师要加深知识的难度，布置好课堂任务，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以提升学生的效率观和时间观。利用课堂有限的时间，教师要选择有代表性的，能够高质量
的完成知识内化的典型题目让学生练习，例如下面证明极限的题目：
例 2.1 证明 lim q n = 0，这里 q < 1。
n →∞

例 2.2 证明 lim n a = 1，其中 a > 0。
n →∞

学生完成题目后，教师通过多媒体呈现题目的答案，由小组之间互换批改，对于出错比较多的或者
经过讨论仍然不解的题目，汇报给小组长，再由小组长反馈给教师。小组之间交流完后教师根据小组长
的反馈情况有侧重点的对题目进行讲解。在课堂学习最后，拿出几分钟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对本节知识进
行总结。这样有利于学生对知识形成体系，把知识整合与升华。教师对整个教学活动过程进行总结性的
评价，学生完成对自我学习的评价。

2.3. 课后教学反思
教师运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上完课后，要及时进行如下几个问题的反思：
1) 给学生布置的提升练习是否合理；
2) 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是否符合预期；
3) 课堂中的教学设计与安排是否恰当；
4) 知识点与难点的提炼是否准确；
5) 教学目标是否完成。
在对以上问题反思的基础上，教师收集整理课堂中学生反馈的问题和师生共同总结的重、难点，然
后通过微信朋友圈等网络交流平台分享给学生，学生可永久地保存这些资料，方便以后问题查阅及复习，
利用信息网络方便快捷的优势更好地服务课程教学，扩大学生学习的知识面，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
反思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师的教学与实践能力，更好地引导学生开展自觉、有效的学习。

2.4. 问题与策略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有很多自己的优势，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
1) 《数学分析》的课程性质决定了不能完全照搬现有的“翻转课堂”模式。“翻转课堂”虽然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数学分析课程的抽象性与理论性，但是作为数学类专业的基础课程，该课程的学习仍
需要以教师的讲授为主。“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有效结合是授课教师积极努力的方向。
2) 掌握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数学专任师资匮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不仅需要大量的计算
机等硬件设施的保障，还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网络技术、教学素材制作技术等“软件”基础。目前，“翻
转课堂”在我国高校还没有完全的实施与推广，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性高校，很多教师对一些
基本的计算机软件的掌握程度不高，达不到“翻转课堂”的要求。
3) 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产生新的问题。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已习惯教师“填鸭式”的授课模
式，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在实施“翻转课堂”教学中，学生在课下不能自觉地保质保量地完成
视频等素材的学习，学生课下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的监督是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为此，我们需要：
1) 根据课程特点探究教与学方式的变革，将“翻转课堂”理念融入传统课堂教学
根据《数学分析》的课程特点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适时调整“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并提炼“翻转课堂”教学实施中具有推广价值的环节、方法和策略，创新课堂教学

72

石少广 等

模式，特别是与教师密切相关的部分，诸如：把握课堂讲授时机、发挥多媒体教学、提高课堂提问质量、
精心组织课堂讨论、重视课堂练习和作业指导和优化配置课堂教学时间等。
2) 对教师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技能的培训，组编适合该教学模式的课程讲义
要想更有效的在《数学分析》的课程教学中推行“翻转课堂”模式，当务之急是对教师进行相关方
面的教学培训。教师需要掌握制作教学视频和上传教学素材等方面的技巧和方法，才能使“翻转课堂”
的推行顺利进行。学校应该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教师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以加快教师适应“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节奏，更有效地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必要时，综合考虑主讲教师讲授、学生学习以
及出国留学 AP 考试等方面的需要，组编基于“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的《数学分析》课程讲义。
3) 因材施教，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教师要全面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特点与个性特点并观察他们的多元智力水平，针对不同学生制定
有层次的适合“翻转课堂”模式的教学方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防止
学生出现因为不适应“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而无法参与课堂学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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