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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学》课程线上教学思考与实践
任秀宏  郭思宇  谈莹莹  陈  茜 

（河南科技大学建筑能源与热科学技术研究所  洛阳  471000）

【摘  要】  疫情期间，为保障《传热学》课程更好的开展线上教学，基于传热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

利用雨课堂和企业微信平台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尝试改进，通过成立学习小组、教学课堂结合日

常生活生产实例、融入自己科研内容，将课堂知识学习与学科竞赛相结合，改革考核方式等改革

措施，使学生爱上传热学，教师的教学质量更高、教学效果更优，充分发挥传热学课程对于专业

课程学习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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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urse of heat transfer teaching, the paper tries to improve the online 

teaching effects in terms of the methods and the measures by Rain Class and Enterprise WeChat during the outbreak of epidemic 

situ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including learning groups are established, examples of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cademic competitions are introduced to the classe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are changed.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begin to enjoy the heat transfer course, teaching works better, and leading role for professional courses are 

played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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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热学课程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的三大基础课程之一，其重要作用不需赘述。通过

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热量传递的规律，掌握热

传导、热对流及热辐射的基本特点，学会三种传热

方式的计算方法。借助对典型实例的分析及讨论，

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在实际工程中所遇到

热量传递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将来从事暖通、制冷、

节能等相关领域研究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1]。

传热学课程内容以介绍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

射三种不同的热量传递规律为主线，最后在此基础

之上介绍传热和换热器部分。该课程知识点多、概

念多、公式多，而热传导和热对流与辐射传热的传

热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理解有一定难度，理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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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鉴于传热学相关理论在工程中的应用非常广

泛，因此无论从教师授课还是学生学习角度都需要

深入思考，探索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易于学生掌握

知识的方法。由于本校专业培养计划的变更，传热

学教学学时由 80 学时缩减至 64 学时，学时的缩减

并不意味着教学内容的减少，因此这对任课教师尤

其是青年教师授课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出了新的

挑战[2]。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期间，传热学课

程教学利用雨课堂及企业微信平台采用网上直播

方式进行授课，考虑到该课程在面授教学过程中存

在学生成绩不及格率高、学习兴趣不足等问题，在

此期间教学团队有针对性的开展了一系列教学改

进。

1  线上教学改革思考与实践
1.1  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将学生分组，学业导师

监督制

为了保障班级每一个同学不掉队，督促及保障

学习成绩较差的同学积极思考，及时复习，班级同

学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形成合作学习模式[3,4]。

利用雨课堂便于记录考勤，发送题目，检查答题情

况等优势，而企业微信平台直播顺畅，方便进行线

上直播、线下回放直播视频的特点，两个平台联合

并用进行教学。由学习成绩较好、责任心强的同学

任组长，针对课前预习，课后作业进行集体学习讨

论。学生可以在学习群里随时提问，讨论，教师随

时可以参与答疑，针对讨论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解

释，保证每一个环节学生能够学会学懂。课上所学

内容课下学生可以观看课程视频进行回放进一步

学习，对难理解的知识点进一步学习体会。学习过

程中引入竞争机制，将同学的课堂回答问题及参与

讨论作为综合成绩评定的一部分。任课教师作为平

时学习的学业导师负责总监督，利用课余时间对学

生课程学习情况进行了解，帮助学习逐步适应网络

授课模式，提高学习效果。

1.2  教学课堂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引发学生

用传热学知识进行解释

学习传热学知识时注重与日常生活、生产中的

实例相结合[5]，鲜活的实例更容易激发学生浓厚的

兴趣，促使学生开洞脑筋用传热学知识寻求答案。

例如可以讨论：（1）人体内部为恒温体，若房间

里气体的温度在夏天和冬天都保持 20℃，那么在

冬天与夏天、人在房间里所穿的衣服不同的原因。

（2）冬天，经过在白天太阳下晒过的棉被，晚上

盖起来感到很暖和，并且经过拍打后效果更明显，

试解释原因。（3）冬天，房顶上结霜的房屋保暖性

能好还是不结霜的好?（4）解释“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5）夏天，假设空气温度和水温相同，为

什么人在水里会比在空气中感觉凉爽。（6）空调室

外机器一般都为白色或浅色，而空调室内机器可以

有多种颜色的。（7）有霜出现的早上总是晴天。通

过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用传

热学知识进行解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

授课效果。用理论解释原因，无论学生的解释正确

与否，经历了思考讨论过程，学生的印象都非常深

刻。有了这种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相结合，学生学习

兴趣明显提高，同时也更加强化了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1.3  融合教学团队的科研内容

作为教师，应该不断了解和关注本领域前沿最

新学术动态发展趋势。课上针对所授课的相关内容，

融入学术科研前沿介绍，使学生了解目前科研工作

的研究方向，拓宽知识面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创新激

情。任课教师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将其融

入相关内容之中。比如讲到自然对流部分，针对课

题组开展的太阳能烟囱内流体流动和传热特性研

究，介绍如何建立控制方程，给定边界条件从而实

现其完整的数学描述，利用数值传热学通过数值计

算分析热壁面热源强度不同时，有限空间内流体流

动和热量输运路径的改变。讲到相似理论部分，针

对课题组开展的太阳能烟囱自然对流实验，如何确

定保证实物和模型相似，实验中改变哪些参数进行

测试，实验的结果如何整理成无因次函数的形式进

行详细讲解。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授课方式，非常

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相似理

论的理解。

1.4  将课堂知识学习与学科竞赛相融合

每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

践与科技竞赛是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

的全国大学生竞赛，该竞赛充分体现了“节能减排、

绿色能源”的主题，竞赛目的主要是激发当代大学

生的青春活力，创新实践能力。教师可以收集历年

来节能减排竞赛的获奖作品，将和传热学知识相关

的作品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一方面强化学生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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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另一方面促使学生学以致用，将传热学的

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生产中去。同时也可以将近

年来我校参与竞赛的获奖作品在课堂上进行展示，

激发学生的创新激情。利用传热学和其他学科的交

叉集思广益，提炼更多有意义的节能减排作品。

1.5  考核方式改革

传统的考核方式期末考试占综合成绩比例较

大，不能很好的体现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6-8]。另外期末试卷也不能全面的考核所学知

识，对于一些经验公式和涉及流体的热物性参数的

题目，需要提供额外的图表，因此在期末闭卷考试

命题时此类命题不便于在试卷中体现，致使学生复

习时会忽略这部分教学内容。为了使学生能系统的

把握传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并且能较深刻的理解

所学知识，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多元化考核方式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将

学生出勤，回答问题，小组讨论，作业完成情况，

分阶段测试，期末测试等环节的成绩按比例计算其

综合成绩。利用雨课堂平台进行测试，可以实现题

目乱序、选项乱序、线上实时监考，定时发送题目，

定时收回试卷，为方便实现线上考试提供了一个非

常便捷的考试平台。采取多元化的成绩评定方式不

仅能真实和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真实水平，

更能促进学生以积极认真的态度投入整个学习过

程，深入理解传热学理论知识，有助于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2  结语
本文基于传热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着

力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尝试改进，利用雨课堂、企

业微信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通过成立

学习小组，教学课堂结合日常生活生产实例，融入

团队科研内容，将课堂知识学习与学科竞赛相结合

及改革考核方式等改革设想与实践，使学生爱上传

热学，教师的教学质量更高、教学效果更优，充分

发挥传热学课程对于专业课程学习的引领作用。疫

情期间，该课程的教学改进对开展线上教学发挥了

积极的推进作用，取得了很好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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