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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大学数学微课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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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化教学手段的应用，高等数学类课程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从线性代数课程的微课制作

着手，分析和类比微课与翻转课堂之间的关系，探索了大学数学类课程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探讨了微课对大学

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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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了一个

网络数据: 手机网民的规模达 5． 27 亿，网民中使用

手机上网的人群比例一直持续增长［1］。互联网和

移动通讯等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以微课视频为

核心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

前高等数学类微课大赛正是基于良好的网络环境

在全国广泛开展。
1．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国内外应用现状

微课又名微课程( Micro class) 是以微型教学视

频为载体，针对学科的一个知识点而设计的在线网

络视频课程［2］。它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

现的微讲座 ( micro － lecture ) ，他们分别由美国的
McGrew 教授和英国的 Kee 教授提出。

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 起源于美国科罗拉

多州森林公园高级中学，该学校化学老师发现课后通

过微视频为课堂缺席学生补课的方式在提高学生学习

效果方面很显著，进而在全校进行推广。说起翻转课

堂，也不得不提美国人萨尔曼可汗( Salman Khan) ，2007
年成立了可汗学院网站，放置了 2300 多段微视频课

程，供学生在线学习。本质上讲，翻转课堂就是将传统

课堂上的知识学习与课后的知识巩固进行颠倒，通过

在线网络提供视频，使学生进行在线学习，巩固练习，

课堂上进行答疑辅导［3 －6］。翻转课堂体现了以学生为

中心，以学生为主导的思想，注重学习过程，注重个性

化学习，可以理解为颠倒传统课堂，教师的角色与学生

的角色都有所改变，课前看视频，深入自学，课堂教师

引导，与学生交流互动，答疑辅导。相比于传统的教学

模式，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者专家对翻转课堂的教学

模式逐步取得了共识，借助微课的工具，将每门课

程分为若干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录制成长达 5 －
20 分钟的小视频，也就是微课视频片段，教师将结

合实时讲解和 PPT 演示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让学生

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把课堂的时

间节省出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作业，强化学生对

知识的消化吸收。这种教学模式起到了积极的成

效，翻转课堂的理念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被越来越

多的中小学、大学接受，并逐渐发展成为教育教学

改革的新浪潮。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将翻转课堂

模式评为 2011 年影响课堂教学点重大技术变革。
目前国内对于翻转课堂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理念性

和探讨性的阶段，对于课堂前的知识传递研究较

少，而翻转课堂的实施更多地要强调课堂前、课堂

上、课堂后的设计与衔接，笔者结合线性代数课程

中的排列与逆序数的微课视频，对该问题进行了探

究，并重点探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微课建设。
2． 大学数学微课对课堂教学的作用

微课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它与移

1

DOI:10.15967/j.cnki.cn14-1316/g4.2015.03.001



动互联网的发展相辅相成，是人们进行移动学习的

重要载体，也符合目前学生和社会学习者的学习需

求。它是一门课程中每个知识点和技能点的小片

段，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1) 时间短，内容短小精悍准确

微课程的视频一般是 5 － 20 分钟不等，能用少

的时间讲清楚，不会再多占用一分钟的时间。它不

是课堂的录像，也不是一节课知识点的缩减，一个

微课的视频就要讲清楚一个知识点，一个问题及解

决方法。这个时间点也正符合学生学习的注意力

集中点，一般能集中注意力 5 － 20 分钟，也可借助目

前移动互联网络的优势，学生更喜欢网络化，“指尖

化”的学习方式。
2) 视频有吸引力

微课的视频往往采用各种多媒体技术，有声

音、有动画，教师的形体语言被淡化，主要以声音突

出讲课效果，使学生或者学习者一步步跟上讲授者

的节奏，最后把这个知识点接受和消化。
3) 学习群体多样化

对于一个微课视频的学习，不一定必须是大学

生，也不一定必须得有相关的基础知识，一个微课

件本身就可以完成要达到的学习目标，它可以面对

任意的学习者，也可以面对大学生，面对非本专业

的学习人士。所以一个微课视频的讲解应该清晰、
具体、准确生动，更多地强调一种个性化的指导。

4) 一门课程的微课自成体系

一门课程整体要用微课的形式放于网络上，首

先需要将该课程分解为若干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

录制一个微课视频，从而形成这门课程的整体微课

视频，而这整体的微课视频，就成为大学数学课程

MOOC 建设的内容。
微课视频的录制，对大学数学课程建设起着非

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通过视频动画的制作，

使得知识点形象生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其

次，对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制作的视频可以放

到网上，必须得对知识点传授准确，视野开阔，知识

广泛。并且，制作的技术也需要教师与时俱进地学

习和提高多媒体的制作技术。最后，微课视频和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加强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

桥梁。学生在课前观看视频，对课程已经有所了解

和预习，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答疑解

惑，针对问题来讲解。
3． 线性代数微课的案例分析

结合运城学院教学型、地方性和应用型的办学定

位，我们首先尝试微课视频的制作和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探索。对于大学数学类的课程，教师都可以先选择

某个或者某些知识点尝试进行微课视频的制作，并在

课堂上尝试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改革。我们选择了

线性代数的一个知识点“排列与逆序数”制作微课视

频。该知识点的教学背景和目标如下。
教学背景: 为求解线性方程组，需要引入行列

式工具，进而需要排列理论。
教学目标: 通过分析 3 阶行列式定义，借助排列

的理论工具，使得阶行列式的定义成为可能。
教学重点: 通过案例说明排列的特点，从 3 阶推

广得到阶行列式定义。
教学难点: 对换改变排列奇偶性的理解。
教学方法: 案例式和类推法。
教学手段: 多媒体。
该知识点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求解线性

方程组，需要借助行列式这个工具，将大家熟知的

三阶行列式的定义推广到阶行列式，进而要借助排

列这个工具。
三阶行列式定义如下: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 a11a22a33 + a12a23a31 + a13a21a32

－ a11a23a32 － a12a21a33 － a13a22a31

( 1)

从( 1) 中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一些乘积的代数

和，而每一项乘积都是由行列式中位于不同的行和

不同的列的元素构成的，并且展开式恰恰就是由所

有这种可能的乘积组成。另一方面，每一项乘积都

带有符号，这符号是按什么原则决定的呢? 由此，

想要推广行列式定义，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1) 展开式中有多少项? 其中多少项正项? 多

少项负项?

2) 每一项的符号如何确定?

由此，引出本节核心内容，要通过排列来研究

这两个问题，使得行列式定义的推广成为可能。
其次，讲解大约 5 分钟的核心定义，包括排列、

逆序数、对换等定义。而在得到对换的性质时，也

就是要解决多少正项和负项的问题，这里，主要采

用案例式的教学方法，说明对换改变排列的奇偶

性。同时，也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从特殊到一

般。首先下面一个案例说明排列可以改变相邻对

换的奇偶性。
47 31


26 t = 3 + 3 + 2 + 0 + 2 + 1 = 1

47 1326 t = 2 + 3 + 2 + 0 + 2 + 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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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说明了，进行一次相邻对换，由奇排

列变为偶排列，奇偶性改变。
其次，强调数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从特殊到一

般，从已知到未知，从简单到复杂。为了说明一般

对换也能改变排列的奇偶性，我们继续通过下面一

个案例来说明。教学设计如下:

47312

65

47136

25

7 与 6 之间有 3 个数，经过 4 次相邻对换，
再经过 3 次相邻对换，完成一般对换．

47163

25

476 13

25

46713

25

7 与 6 之间有 m 个数，经过? 次
相邻对换，完成一般对换．

461 73

25

46137

25 答案: 2m +1 次

4613275
这个案例说明，对排列进行一次对换，上面的

排列由奇排列变为偶排列，奇偶性改变。而且我们

将结论也自然推广到了对换的两个数之间有 m 个

数，需要对换 2m + 1 次相邻对换可以完成，也就是

说奇偶性同样发生改变。
在微课视频的最后提出本节的思考问题: n 级

排列中有多少个奇排列? 多少个偶排列? 对行列式

的影响是什么?

微课的最后给出小结，总结这讲的所有知识

点，共有 3 点:

1) 在全部级排列中，奇、偶排列的个数相等，各

有个 n! /2．
2) 三阶行列式中共有6 项，且正项有3 项( 固定

行指标，对应的列指标为偶排列) ，负项有3项( 固定

行指标，对应的列指标为奇排列) 。即在三级行列式

的展开式中，项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

a1j1a2j2a3j3

其中 j1 j2 j3 是 1，2，3 的一个排列。可以看出，当

j1 j2 j3 是偶排列时，对应的项在行列式中带有正号，

当 j1 j2 j3 是奇排列时带负号。
3) 由此，可以定义阶行列式。
这样我们就录制了一节 15 分钟左右的微课视

频，在讲授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方

法，让学生课前预习学习，课堂上讨论，答疑解惑。
4． 结语

大学数学微课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教学改革任

务。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可以尝试所讲授那门课程

微课小视频的制作和运用。笔者认为，任何一门专

业课都可以尝试将经典的知识点制作成微课小视

频，5 － 20 分钟，适合学生网络学习。系统来讲，可

以将自己所授的课程中的知识点和技能点提炼出

来。比如，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高等代数课程，

可以将重要的知识点录制成微课视频，可重点考虑

行列式定义、行列式按行展开公式、矩阵定义、矩阵

求逆方法、线性方程组求解方法、二次型定义、线性

空间定义、线性变换概念、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等都

可以录制成微课视频。在讲课过程中，原汁原味地

录制成小视频。一方面，学生下课后复习巩固; 另

一方面，在下一次授课时可以让学生先看视频，课

堂上答疑解惑，完成翻转课堂教学方式的实施。
微课与翻转课堂“联合一起”形成一个课程系统

即为慕课( MOOC) 。目前，慕课正以信息化和网络化

的全新教学形式和以“学”为本的教学价值取向冲击

着我国的大学教育。我们高校的教师也面临着诸多

的挑战。比如，教学模式从以前的以“讲授”为主变

为了以“学”为本，课程设计的巧妙使得教师和学生

都有优质的学习平台。加快教育改革，高校之间互认

学分，学生随心所欲选择教师上课，促进教师必须提

高教学质量以求生存等等。面对如此多的挑战，我们

需要理清微课、翻转课堂和 MOOC 建设之间的关系，

需要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所带课程更适合做哪一种

教学模式改革。但是，微课教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知识点零散化，缺乏系统性，学生的管理和制约

机制有待改善等等。只有不断制作微课视频，尝试教

学改革，才能完善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因此，作为一

名高校教师，应该适应学习方式转变的需要，尝试制

作微课视频，打造课堂教学特色，促进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改进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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