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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s applied to the final examination of the course System Simulation. Reply in groups is also introduced into the examination. The subjects which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course, are open and chosen by students themselves. Team Competition is added to
the examination as well to encourage every student to take part in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reply.
The student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complete the examination for the honor of their team. Two
postgraduate students are invited as judges in the reply to guarantee fairness of awarding. The top
six groups would be awarded the prizes for their good performance. It arouses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the students to enrich their knowledge according to their hobbies and interests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rehearsal for
diploma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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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系统仿真》课程的结课考核中，并引入分组答辩的形式，答
辩主题由学生自选、与课程相关即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同时，将团队竞赛的形式引入结课考核，鼓
励全员参与，通过团队内合理分工共同完成分组答辩的任务。分组答辩中聘请硕士生评委进行评奖评优，
使学生劳有所获，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这一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对课内外知识的学习主
动性与积极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扩展相关知识点，丰富自身知识体系，同时为即将到来的
毕业设计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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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转课堂”是一种学生在课前利用教师收集、制作的数字材料(如音视频、电子教材等)开展自主学
习，在课堂上参与探讨互动，并完成练习的教学方式。这一教学方式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1]
[2] [3] [4]。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将“翻转课堂”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5] [6] [7]。
本文拟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学科基础选修课《系统仿真》课程的结课考核中，以自动化
专业学生为教学改革的应用对象，着重研究学生对于改革内容的接受程度。

2. 研究背景
《系统仿真》课程是自动化专业的学科基础选修课，主要授课内容围绕 Matlab 软件编程及 Simulink
模型的搭建与仿真展开，主要应用领域是控制系统的设计与搭建。该课程仅有 32 学时，其中授课学时
16 学时，课内上机实验学时 16 学时。而且，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相对较多，学时数比较紧张。
本文作者于文献[8]中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自动化前沿讲座》课程
中，收效良好。基于此，为缓解授课内容多、授课学时紧的压力，本文作者拟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进一步推广至学科基础选修课《系统仿真》课程授课中，将一部分内容置于课下完成，提高课堂效率。
预期设想如下：在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于课前将提前准备好的授课主题发布给学生
进行选择，统计选择结果后反馈给任课教师，任课教师根据学生选择的主题适当选取例题，于课堂上进
行编程思路与方法的演示，使得授课内容有的放矢，将有限的课堂授课时间集中用于学生感兴趣的、需
要解决的问题的讲解上，着重培养学生的逻辑编程能力。同时，鼓励学生自主选题，并以个人或小组的
形式在课堂上进行讲演。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
1) 大部分学生对控制系统建模与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如先修课程《自动控制原理》的相关内容，
掌握欠佳，任课教师需要利用课堂时间为学生适当补习一些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后才可以进行编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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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的演示，课堂教学仍是教师主导的灌输式教学，同时还要保证充足的上机实验学时，这使得授课
学时变得非常紧凑，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已相对紧迫，没有富余的课堂时间进行预期设想的学
生选题授课。
2) 选课人数众多，达到 121 人，很难如文献[8]中所述的行业卓越人才实验班那样在课堂上开展分组
讨论。同时，由于部分学生的学习自觉性欠佳，要求其在课下利用业余时间开展课后讨论的难度较大；
即使要求开展课后讨论，任课教师对其在课后讨论中参与度的考察把控也相对较难，这易造成课程考核
评分中的相对不公。
综上所述，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系统仿真》课程授课中不易实现。为解决以上问题，既
要保证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还要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做到教学方式灵活与考核成
绩公平兼顾，有效扩展与深化课程内容，因此，考虑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系统仿真》课程的
结课考核中，将分组答辩的形式引入结课考核，开放答辩主题为与课程相关即可，学生可自主选题。同时，
将团队竞赛的形式引入结课考核，鼓励全员参与，通过团队内合理分工共同完成分组答辩任务，借由集体
荣誉感和结课考核的压力激励学习自觉性相对较差的学生加入其中。通过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引入到
《系统仿真》课程的结课考核中，可在答辩前的准备期充分调动学生对课内外知识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使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扩展相关知识点，丰富自身知识体系；在答辩时，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教师
与学生角色互换，使课堂成为学生展示自身实力与特点的舞台，为即将到来的毕业答辩做好准备。

3. 结课考核布置
3.1. 题目布置
开放答辩主题为与《系统仿真》课程内容相关即可，如：一阶、二阶简单模拟电路的建模与仿真、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中某一例题的分析与仿真、本课程综合作业(或其中的某一个问题)的扩展与仿真分析、
Matlab 编程语句的扩展、如何使用 Simulink 进行系统建模分析等。学生可以结合任课教师发布的课程素
材，如授课 ppt 等，以及课后自行查阅的相关资料，制作答辩素材，如 ppt 等。

3.2. 分组设计
根据选课人数(121 人)和答辩学时数(4 学时)，拟最多分组 20 组，其中每组 6~9 人，最少 6 人，最多
9 人。考虑到男女思维方式的差异且有 25 名女生选课，可以做到平均每组中有 1 名女生，因此要求每组
必须有 1 名女生。这一分组设计旨在鼓励同学之间、男生与女生之间充分交流沟通，在交流中巩固已经
学习过的知识点，并力求激发出新的灵感和创意。同时，这也有利于同学间的团结，使学生可以感受到
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每组选出组长 1 名、上台讲演 ppt 的同学 1 名，两者可以由同 1 人担任。

3.3. 规范答辩形式
为保证所有分组均能在答辩前的规定时间内完成答辩素材的收集与制作，答辩顺序抽签决定。由于
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熟悉 85%以上学生的学习状态，为防止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平时印象打分，影响
答辩评分的公平公正性，特邀请两位硕士生与任课教师一同担任答辩评委，使结课答辩不再是任课教师
的“一言堂”。

4. 结课考核实况
4.1. 答辩效果
按分组要求自由分组后，共有 15 组参加答辩。各组准备充分，讲演内容丰富、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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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内容创新
在答辩内容上，许多组不再拘泥于课内知识点，而是将课外扩展内容引入课堂，研究内容具有一定
的实际应用性，如：应用 Matlab 制作简单的音乐及对音乐进行频率调整、关于 Matlab 的 GUI 设计与幅
频特性曲线渐近线画法的研究等等，有效补充和充实了课程内容，调动了其他学生课后学习的兴趣。
4.1.2. 分工体现
大部分组在答辩 ppt 中对组内分工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同时，在答辩讲演中，全体组员齐上阵比
较常见，如有的学生负责讲演，有的学生负责板书，有的学生负责 ppt 翻页，使讲演过程井井有条。以
上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组内的合理分工。
4.1.3. 形式创新
一部分组尝试在答辩中进行形式创新。其中有两组相对较有特色：一组是全员到讲台上分别进行自
我介绍后，喊出了本组的口号，铿锵有力，信心十足；一组自编自演了一段三句半，将对《系统仿真》
课程的学习体会写入其中，形式十分新颖。

4.2. 评奖评优
三位评委根据各组主讲人表现(如声音是否洪亮、条理是否清晰等)和答辩内容(如准备是否充分、内
容是否丰富等)在各组答辩过程中进行评分，满分 20 分。答辩结束后，任课教师对三位评委的打分取平
均值后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并向全体同学宣布成绩，排在前 6 位的小组分获一、二、三等奖，其中三
等奖 3 组，二等奖 2 组，一等奖 1 组。任课教师为获奖小组代表颁发奖状和奖品，并合影留念。获奖学
生纷纷表示，奖状和奖品虽小，但很有纪念意义。通过引入评奖评优这一方式，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
动力，使学生劳有所获，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4.3. 总体效果
在整个答辩过程中，全体学生都保持了饱满的精神状态，答辩效果十分良好。学生们纷纷表示，很
喜欢这种结课考核方式，在答辩前的分组讨论中不仅收获了许多新的学习兴趣点，而且认识到了团队协
作的重要性；在答辩中不仅学到了很多课外知识，而且得到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希望今后能在更多课程
中感受“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带来的新体验。

5. 缺点与不足
本次教学改革的进程中仍有缺点与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对没有参与答辩讲演过程的学生在整个准备过程中的参与度考察仍不到位。缺少对于是否有学
生在整个过程中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有效把控。考虑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中加入随机抽查环节，重点
关注平时课堂表现不积极、上机实验表现欠佳的学生，努力杜绝某些学生参与度不够但成绩不差的不
公平现象。
2) 缺乏就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系统仿真》课程结课考核中的满意度及课程需求等
进行问卷调查并统计分析结果的过程。现阶段对于学生对这种教学改革方式的感受、满意度以及后续想
法与需求的调研只是停留在口头问答上，缺少具体数据的支撑，所得结论的可靠度有限。下一步，拟借
助雨课堂、麦可思教学质量管理平台等，以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就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
于《系统仿真》课程结课考核中的满意度及课程需求等展开正式调研，通过统计相关数据，绘制图表，
进行分析，得出切实可信的结论，以更好地指导今后教学改革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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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通过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系统仿真》课程结课考核中，并引入分组答辩和团队竞赛的
形式，不仅调动了成绩优秀学生对课内知识的细化与深入及对课外知识的探索，同时调动了成绩相对较
差学生的学习热情，他们态度端正，认真准备，使授课内容得到全面充分的落实。不仅如此，教学相长，
学生们的讲演内容也丰富了任课教师的授课内容。对于本次教学改革中的缺点与不足，将在今后的教学
改革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7. 展望
由于学分制改革，自 2019 年起，《系统仿真》课程将更名为《建模与仿真》并面向我院自动化、电
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 4 个专业的学生选修开设。在以往的《系统仿真》课程中，
主要授课内容均围绕 Matlab 软件编程及 Simulink 模型的搭建与仿真展开，主要应用领域是控制系统的设
计与搭建，受众面主要针对自动化专业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而对于电子信息工程、通信
工程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单纯讲授控制系统的设计、搭建与仿真过程这类与控制理论密切相关的内容是
不足以满足专业需求的。通过本次对《系统仿真》课程结课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将“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引入其中，以分组答辩和团队竞赛的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丰富和开放了课程内容，是将
如信号处理等信息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内容引入课程，并与现有授课内容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为解决学
分制改革后非自动化专业学生对《建模与仿真》课程教学内容的需求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此外，该方式
可继续推广到其他专业选修课程和综合实验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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