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微课的设计与应用

研究成果总结报告

成果完成人：马荣霞，刘立新，黄冬冬，孙丽花，孙步光

成果完成单位：泊头职业学院

一、课题提出的背景

1、大数据时代的教育信息化

21 世纪是网络技术的时代，这种技术对教育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学习和

教学技术的改进方面，例如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媒体，借助因特网查找各种资料

等等，更体现在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学习场所、学习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之中。

21 世纪亦是大数据的时代，我们通过网络技术进行大数据的统计可获得事物的

种种规律，当然，教育也不例外。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我们更应该充分利用大数

据的优势为教育服务。

2、翻转课堂与微课是时代的需求

近几年来，全世界的教育界都掀起了翻转课堂与微课的狂潮。在我国教改的

大背景下，教育专家不断提倡其核心理念——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但在

一线教学中，真正做到该理念的教学课堂却寥寥无几。翻转课堂与微课的出现正

好解决了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翻转课堂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以及教师在课

堂上个性化、针对性的辅导，正好符合当代教育理念的要求，教师不仅要教会学

生知识，更要教会学生学习的能力。

二、成果简介

该成果源于课题组教师将微课应用到信息化教学大赛取得良好成绩的思考，

随后开始进行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深入研究，在此过程中课题组教师主持完成了河

北省规划办课题《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微课的设计和应用研究》

和《微课在地理教学教学中的设计与应用研究》，沧州市规划办《高职学前教育

专业微课的应用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

1、通过学习制作，构建了微课的制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调整

图 1 微课的制作流程

（1）微课选题

选题标准之一就是学科知识的重难点，易混点。例如《学前教育学》中偏

重理论知识传递的模块，其中的微课课题组倾向于以教师为主设计教学视频。学

生通过自学理解不了，讲述性较强，具有较大教育教学价值且相对简短又完整的

知识内容，教师进行梳理再加工，以专业科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包括核心概念、

重难点和易混点。并不是所有的主题内容都适合用微课这种教学形式呈现，在选

题的时候要考虑开发的微课是否有价值性。

（2）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微课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微课的教学设计是否科学、符

合学生需求影响到微课水平的优劣，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微课虽然只有短

短的数分钟，但必须需要进行精心的教学设计。教师应该依据学习者的认知特点、

初始水平以及对教学内容和目标的分析来合理地选择教学手段和策略，来进行微

课的教学设计。良好的微课设计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能跳跃式发展，设计要适

合教学对象的认知过程。在微课里不允许有文字上、语言上、图片上的知识性的

错误或有误导性的描述。对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要说清楚是什么，还要说清楚

不是什么, 让学生明确基本概念和原理。对于关键技能的教学，要清楚地说明应

该如何做，不应该如何做。

微课教学设计方案模板

微课教学设计方案

主题名称

内容来源

适用对象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用途 ()课前预习 ()课中讲解或活动 ()课后辅导

知识类型 ()理论讲授型()答疑解惑型()总结复习型()实验演示型

微课

上传

拍摄

制作

脚本

设计

评价

反馈

教 学

设计
微课选题



制作方式 ()拍摄 ()录屏 ()演示文稿 ()动画

预计时间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3）脚本设计

脚本设计是微课设计中的重要环节，起到将教学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的桥

梁作用，是具体微课技术制作的蓝图。脚本设计需要根据教学设计的意图，采用

各种技术和艺术加工手段，力图提升学习心理感受和视听感受，以达到强化记忆，

促进理解的效果。在确定教学内容以及对教学过程进行设计分析的基础，课程设

计者要进行文字部分的详细内容进行设计，使得微课制作变得具象化，以便设计

者进行具体视频制作。脚本是按照具体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来表示

出每个知识点的顺序的一种呈现方式,它是微课作品制作的直接依据。

（4）拍摄制作

录制环境要安静。录制时调整电脑分辩率 1024*768，颜色位数为 16 位。视

频时间不要太长，5—10 分钟即可。声音要适中。讲解课程时，鼠标在屏幕上的

速度不要太快。视频尺寸为：640*480 或 320*240，视频格式为：FLV、MP4。录

制结束，再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2、微课制作的原则

（1）短小精悍原则

微课制作应该严格遵守张一春教授提出的：时间应该在 10 分钟以内。所讲

知识不应是整堂课的压缩，而应该是一堂课中的若干个知识点中的精选的某一个。

所选知识点也不能只是重点难点，还要有能够突破重难点的基础性知识。

（2）兼顾整体原则

微课虽然只是讲一个知识点，但它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与教材前后内容

相关联的，因此在制作过程中要注意做到前后结合，承上启下。

（3）内外相联原则

微课主要为学生自主学习服务，为了更好的使学生掌握教材知识体系，善于

发现问题进行探究。最好在发布视频的同时也给学生一份配套的课前任务学习单，



将学生的课外学习与课内学习相互联系。

（4）宁缺勿滥原则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点均适合制作微课，使用时近切忌整个学期每一节课都去

使用。

3、设计了自主学习任务单

该文档用于告知学生如何利用微课开展学习，并说明与课堂教学的衔接问题

等。学习任务单的作用不是让学生完成任务单，而是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完成学

习任务。任务单主要包括四部分：学习指导、学习任务、困惑与建议、备注。其

中学习指导与学习任务由教师填写，用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困惑与建议由学生

自主学习之后填写。如下表所示。

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模板

一、学习指导

1、课题名称：

2、达成目标:

3、学习方法建议:

4、课堂学习形式预告:

二、学习任务

三、困惑与建议

四、备注

课题的名称应写明版本+年级+学科名+册+内容名

达成目标不同于教学目标，但是是从教学目标转化而来的。应该用“通过观

看教学视频（阅读材料或分析相关学习资源）和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单》规定的

任务+谓语+宾语”表述，旨在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

学习方法或建议：教师在设计微课时应该挖掘有效学习方法，授人以渔，使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应注意，每个学生都是独立学习的主体，

可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和方法，这里的学习方法只是对学生的建议。

课堂学习形式预告：翻转课堂让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任务单和微课自主学习，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材料的重要性、趣味性都会影响自主学习的效果。所以，

课堂学习形式的预告让学生认识到自主学习的任务与课堂是紧密相连的，课前学

习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学习任务：这里的问题应该是具体的，使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以问题为

导向来完成学习任务。



困惑与建议：此项由学生自主学习后填写，填写自己经过自主学习后有什么

问题感到困惑希望老师上课解决或者对于微课有什么建议等。

4、翻转课堂教学效果分析

在翻转课堂教学实践后，课题组对授课对象——2017 级学前教育 1 班和 2

班的的 67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67 份，回收 67 份，回收率 100%。

通过对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一下结论。

（1）提高了学习效果。

从调查报告的数据统计来看，认为使用翻转课堂模式后学习效果非常好的学

生 64.2%,学习效果比较好的学生占 16.4%,认为使用翻转课堂模式后学习效果一

般的学生占 14.9%。

（2）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使用翻转课堂模式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很大提高和有所提高的学生

占 71.6%,使用翻转课堂模式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般学生占 17.9%,和原

来一样的学生占 10.5%。

（3）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从调查报告的数据统计来看，认为翻转课堂模式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与提

高非常有利和比较有利的学生占 88.1%。认为翻转课堂模式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

养与提高一般的学生占 9.0%。认为翻转课堂模式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比较不利的学生占 3%。

（4）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调查报告的数据统计来看，认为翻转课堂模式对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的培养与提高非常有利和比较有利的学生占 85.3%。认为翻转课堂模式对学生分

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一般的学生占 10.5%。认为翻转课堂模式对学生

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比较不利的学生占 4.5%。

（5）微课促使学生养成了良好时间观念。

从调查报告的数据统计来看，观看时间的数据统计图有 64.3% 的学生在较

短时间内看完老师提供的微课视频，7.1% 的学生用较长的时间看完视频，所占

比例很小，因为微课本身具有时间短小，内容精悍的特点，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

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关注微课内容并且将所看的内容消化掉，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

养成良好的时间观念还可以提高学习的效率。

（6）加强了学生的人际交流能力。

从调查报告的数据统计来看，有 7.14%的同学只和老师交流而 12.50% 的同

学只和同伴交流，还有 71.43%的同学和老师同伴都交流而有 8.93%的同学和老师

同伴都不进行交流，但是大部分的同学遇到问题时都会通过网络平台与别人探讨，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学之间就问题深入交流讨论，不仅利于彼此成就感的产

生，还能增加同学间的友情；师生之间加强交流讨论，不仅能帮助教师优化微课

制作，还能改进师生关系。

从调查中可以总结出，基于翻转课堂的微课在教学中的应用影响到了学生的

多方面发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

而且在学生有了较强的时间观念，能够优化监督和管理自己，同时在学生人际交

流方面加强了学生之间的沟通以及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同时统计数据还显示

有 89.3%的学生表示会继续观看微课，这就意味着微课受到了学生的认可。

5、通过利用微课进行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课题组总结出提高微课设计与

应用的策略

（1）提高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能力

教师是微课视频的制作者，对微课的质量与微课的教学效果有着直接影响。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在开展翻转课堂中应用微课教学对教师的微课设计与应用能

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学校应不断提高教师的微课设计与应用能力。为此，

学校应组织教师参加微课设计和制作培训，加强教师对微课设计和制作的学习，

提高教师微课设计和制作的专业性。并且，学校应加强对教师的微课应用培训，

引导教师学习多样化的微课应用方法，优化微课在学前教育专业翻转课堂中的应

用。

（2）优化微课设计和应用程序

在微课设计之前，教师应详细分析教材和学生，掌握专业课程教学重点、教

学易错点和教学难点，设置合理的课程教学目标。并且，教师在微课设计过程中

应全面思考微课内容、微课呈现方式和微课的视觉效果，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微

课形式，实现微课教学的良好效果。同时，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运用信息技术

来录制微课，并在录制之后对微课视频进行后期加工，优化微课视频的视觉效果。

另外，教师应将微课运用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课下学习、课堂辅导和课后巩固总

结的不同环节之中。最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应对微课的设计与应用进行合理评

价，找出微课设计和应用中存在的不足，重点解决微课应用中的难题，优化翻转

课堂模式下的微课设计与应用效果。

（3）建设团队，共建微课资源库

微课的制作需要教师结合课程教学目标，制作课件，撰写脚本，录制微课，

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想单靠一名老师建设一门学科的微课

资源基本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一个 5-10 人的团队来进行建设。团队内部进行

合理分工，既各司其职制作不同章节的微课，又通过互相学习讨论优化微课。同

时也可以收入网上优秀的微课资源，充实微课资源库。



三、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1、促进了教学模式的改革。

翻转课堂是相对传统课堂的教学过程而言的。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课

堂上传授知识，而把知识的内化过程留给学生课下独立完成。翻转课堂颠覆了传

统的教学过程，将“知识传递”过程放在课堂外，学生借助于教师制作的教学视

频和其他资源自主完成知识的建构，而课堂则成为他们答疑解惑、合作学习、作

品展示、得到个性化指导的地方。翻转课堂核心理念是课堂由“先教后学”向“先

学后教”翻转。在翻转课堂中，师生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教师由“知识传授者”

变为“学习引导者”，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探究者”，课堂也由封闭

转向开放，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

2、满足而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学生使用微课进行按需学习。近几年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成分复杂，有高

考生，有中职生，有单招生，还有四类人。学生学习层次差距很大。但是人才培

养方案，课程标准，教材，课程却都一样，传统的以教师讲述为主的课堂显然不

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有了微课了以后，学生们利用微课可以选择自

主学习，一遍不会可以看两遍甚至三遍，困惑课可以在课上通过小组活动或者教

师答疑的形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网络和同学们，老师探讨，解决了不同层次学

生的学习需求。

3、提高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提前制作微课，是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整个教学过程的基础和前提。老

师通过选知识点制作微课、使用微课、开展基于微课的教研活动，会提高自身的

信息化教学能力和信息化教研能力，进而提升教师专业发展。

四、创新点

1、翻转课堂和微课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流程、教学理念和模式，

翻转课堂和微课改变过去学生在课堂上齐步走，学习新知识，课后自主学,

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的状况。形成课前自主学，课堂中教师因材施教或开展活

动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在课前学到的新知识与技能。

微课有效的利用混合学习模式，巧妙地将在线学习与面对面的教学有机地结

合起来，将新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以及其应用和迁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2、翻转课堂和微课颠倒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

用微课进行翻转课堂，学生是主动的自主学习，教师是有针对性的个别指导。

做到了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做到了“因材施教”。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教学效果良好，学生认可度高。



课题组成员把微课和翻转课堂应用在平日的教学中，新颖的教学方式深受学

生欢迎，学生积极参与课上课下互动，对教师的教学评价高。课题组教师多次获

得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从 2015-2020 年，马荣霞老师获得连续四年教学质

量优秀。刘立新，黄冬冬老师获得两次，孙丽花获得一次教学质量优秀。

（2）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黄冬冬老师负责的河北省精品在线课程通过 mooc 平台面向全国开放，选课

单位达 400 多家，选课学生 10000 多人，推动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改革。

（3）教师成长迅速。

近几年课题组成员主持完成 5项省级课题的研究，2项市级课题和 1项院级

课题的研究。课题组成员成长迅速，其中黄冬冬老师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教师，马

荣霞老师被评为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刘立新和孙丽花老师被评为沧州市职业教

育先进个人。马荣霞，刘立新被评为学院教学名师，黄冬冬老师被评为学院专业

带头人。

（4）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以课题组成员为例，马荣霞老师参加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大

赛获得一等奖，黄冬冬老师参加沧州市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得一等奖。

黄冬冬，孙丽花老师泊头职业学院教学能力大赛均一等奖。黄冬冬，孙丽花，刘

立新老师参加 2020 年第二十四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河北赛区微课大赛

分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5）促进了全校的教学改革。学校和蓝墨云达成合作协议，为微课和翻转

课堂提供了稳定的教学平台，同时学校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信息化教学

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学院的信息化教学建设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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