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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is a great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college teachers in the “Internet + ”era.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principles, design
steps and application opportunity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Taking the online interact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platform “Ketangpa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information-based interactive classroom and the information-based discussion
clas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provides a good way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oint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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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信息化技术和教学深度融合，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面临的极大挑战和机遇。
本文介绍了信息化教学的原则、设计步骤和使用时机，并以在线互动课堂管理平台-“课堂派”
为例，阐述了信息化互动课堂、信息化研讨课堂的实践探索。信息化技术与教学的有机结合，
为解决传统教学难点痛点、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途径。
1．引言
现阶段，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政
策促使本科教育回归，高校教学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好时机。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高校
教师，必须将信息化技术与自己的教学深度融合，这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时代给予的解决
传统教学痛点的绝佳利器[1-2]。
我校于2017年正式引入了在线互动课堂管理平台——“课堂派”，为教师们的信息化教
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就以课堂派为例，谈谈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和实践的粗浅经验。
2．信息化教学的原则与步骤
2.1 教学原则
现在各类信息化平台和工具不断涌现，在课堂互动方面为教师提供了多种选择。但不论
是哪种信息化的技术手段，都只是一个工具、媒介，教学的根本目标不能变，只应锦上添花，
切莫喧宾夺主。若使用时无所用心、随心所欲，为了使用而使用，可能非但没有效果，甚至
会将教学进程打乱，将课堂切成碎片。所以，在使用这些功能之前，需要明确几条原则。如
图 1 所示，教学设计永远是重中之重，也是决胜之关键。每一堂课都应根据教学内容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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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点进行精心设计，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采用合理的教学理论和方法，把教学内容的重
点和难点真正体现、拆解，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

图1

信息化教学原则

2.2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
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要求。
图 2 给出了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的一般步骤。为了达到最佳教学效果，步骤 2 和步骤 3
通常需要反复揣摩、推敲。可见，“互联网+”时代，教师需要具备的知识结构是多方面的，
不仅要熟悉自己学科的知识，对教学法知识、学科教学法知识以及信息化技术都要有所研究，
[3]
这四方面知识要在实践中融会贯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强强联合的突出优势 。

图2

信息化教学设计的一般步骤

2.3 使用时机
各类信息化平台的出现给了教师极大的发挥空间，打通了“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
扩展了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教学设计与跟踪，实现多种“线上+线下”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比如翻转课堂、SPOC 课堂等等。教师课前可发布课件的预习任务或者推送相
关视频、测试，课堂上进行高效互动式、研讨式教学，课后推送作业、测试等等，也可以根
据自己的教学内容选择某个阶段进行独立设计。总之，信息化教学平台或者工具是教学的利
器，每一位教师都可以设计出带有自己各人特色的教学方案。
3．信息化的互动课堂
新时代的课堂不再是教师一个人的舞台，应该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充分参
与到课堂中来，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真实的、及时的、多样的、有效的互动，让课堂“活”
起来、让学生“醒”过来、让信息“通”起来。可以说，互动式课堂如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和认可[4-6]。
“课堂派”平台提供了丰富的课堂互动功能，如随机点名、投票、测试、拍照上传、匿
名回答、弹幕等等。这类信息化的课堂互动，一方面给了教师充分的选择空间，大大活跃课
堂，另一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重要知识点该选择哪种功能？这些功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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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何时使用、可否达到预期效果？课堂使用时是否会有突发情况？这些情况该如何解
决？……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教师在备课阶段必须要理清、确认好的。另外，信息化的课堂互
动，孕育着诸多“生成性”教学点，教师不仅在备课阶段要做一定预见，更重要的是，教师
在课堂中应时刻留心学生的互动回应，及时找到火花碰撞点、疑难生成点，采用适当方式层
层展开，让教学自然生成，使课堂推陈出新。
信息化的课堂互动，可在以下四方面给出良好的效果。
3.1 学情实时诊断
学生对于刚刚讲述的知识点理解了多少、掌握了多少，有哪些隐藏的误区，这些都可以
通过信息化互动来实现，这称为学情实时诊断。关键词“实时”，体现了信息的当堂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教学反馈滞后的问题。
3.2 推动教学进程
（1）抛出更深入的问题进行铺垫，以实现高阶知识的转化，直接推动教学进程
提出的问题要有一定难度，甚至可以有意制造“陷阱”，让学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和实
际问题的“鸿沟”，引发、刺激学生产生思考。注意一定要给学生思考时间，可以允许小组
讨论，这里注重的是思维的锻炼，而不限于学生答题结果。
（2）展示答题结果，并引导讨论
大屏幕展示答题情况后，不要马上宣布正确答案，鼓励选择不同项的学生大胆表达自己
的理由，允许自由辩论。若没有主动回答的学生，可以使用课堂派的点名功能。这个过程中
注重抓住学生的思维点，注意生成性教学的时机。
（3）总结学生答题情况
每次的互动，教师的总结必不可少。通过总结查漏补缺，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再次进行当
堂展开，或者留下问题，让学生课下思考，为下一次课留下铺垫。在总结时，教师也应注意
人文目标的点评，在学生个性化展示、良好的协作交流等方面做出积极评价和引导。
3.3 促进学生小组协作和展示
利用拍照、匿名开放题、数值评价等功能，促进小组内部的合作积极性，同时将各组的
阶段性成果实时展示在大屏幕上，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互评、全班点评，尤其对大班
授课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3.4 关注、调试学生心理
有些小组任务比较难，在任务正式开始前，教师可有意识地针对学生的心理状态进行互
动投票，如图 3 所示。这种投票有很多优势。
（1）让学生从看见任务的紧张感里先释放出来，面对接下的任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2）掌握学生学情。
（3）根据投票情况阐述小组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让学生对小组合作有一个积极迎合
的心态，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4）适时引入小组合作中的各种注意事项，比如该如何进行交流，意见相左时该如何解
决等等。
（5）当小组活动结束后，还可以再次进行投票收集学生对小组合作的反馈和思考，根据
这两次投票进行总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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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某课堂互动投票结果

4．信息化的研讨课堂
利用“课堂派”的话题功能，促使课程形成全方位、多时段的研讨氛围。
（1）讲课时适时发布相关问题，学生现场回答，利用弹幕活跃气氛，并使用词频分析进
行总结延伸，注意生成性教学点。
（2）讲课中对某些问题有意留白，引导学生课上或者课下借助互联网资源查阅资料，进
行线上讨论，若出现问题再进一步引导或者纠正。实践表明，学生只需要合理引导、提供一
个良好的平台，是愿意付出努力的，一段时间后，不需要特意布置，学生们会自发开始提问、
讨论。
（3）把答疑从师生形式扩展到生生
对于课程中的任何知识性问题，鼓励学生主动在话题区发问，对于回答正确的学生，加
精置顶，加平时表现分。这样一来，问题的覆盖面扩展到全班，比传统一对一的解答效率提
高，也锻炼学生多表达，多合作，有利于自主学习积极性。
之前的实践中，每到期末时话题量激增，而且确实学生互相探讨的题目，有不少确实是
期末考察的重点和难点，某次考试后就有学生反映这种设计非常好。
（4）期末考试交卷后，马上发布话题，让学生直接抒发（吐槽）对试卷的各种感想。一
方面放松一下学生心情，也收集了必要信息进行试卷总结反思。
5．结束语
在探索和实践中越发感觉到，“互联网+”时代，教师应该直面冲击、主动迎合，只要有
利于教学的新媒体、新技术，都要善加利用、精心设计，为学生创设出适合的信息化学习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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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在课堂教学等方面做了一些阐述，事实上，信息化教学的优势作用不仅局限在以
上方面。在课堂中主动运用信息化技术，展现信息化技术的魅力，也是为了帮助学生提升信
息化素养和能力，即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运用信息技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教师率先引领、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定
能促进学生在这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同样，信息时代还要注重加强教师间的协作与交流，通
过“课堂派”的小组备课区等功能，以及教师之间不断地合作探究，思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最终可达到专业自主、共同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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