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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方式改革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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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课堂教授方法其实效性在逐渐降低。以《传热学》为例，结

合自建的在线教学视频，积极开展了传热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针对学生学情分析情况，从

教学模式与考评体系两大方向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通过一学期的试运行及学生反馈效果，发现

该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显著地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理论应用

于实际的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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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is gradually decreasing. This article takes "Heat Transfer" as an example, combined with the self-built online teaching video, and 

actively carried out the reform of the blending learning mode of heat transfer.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students' academic 

conditions, the essence of the teaching mode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carried out. Through one-semester trial operation and 

student feedback eff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blending learning model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ory to practice, and teamwork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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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热学作为高等院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通过对传热学课程的学习，学生需要能够运用理论

分析法、数值计算法、以及实验研究法等对工程复

杂传热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初步具备一定的系统思

维及工程素养[1]。针对新形势下对传热学教学效果

提升的现实需求，如何改进现有的教学模式和考核

体系，进而满足社会发展对于学生传热学课程掌握

程度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

在传热学的授课方式上广大教师进行了深入

研究[3]。混合式教学融合了传统课堂和翻转课堂的

授课优势[4]。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在线课程的优势，

充分发挥翻转课堂在引导学生积极性方面的优势，

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程度；另一方面，合理保

留传统课堂讲授的优势，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利用

课堂有效的时间与学生开展面对面的互动，加深学

生对于关键知识点的理解。本授课团队前期已经针

对传热学现有授课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学改革

的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5]。为了进一步探究混合式

教学理念的授课方式，本文以传热学课程为基础进

行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初探，优化传热学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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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提升学生的课程掌握程度和实践应用能力。

1  混合式教学
1.1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是教师了解学生学习风格的重要手

段。结合学情分析的结果可以了解学生的所属风格

类型，进而服务于传热学课程的改革与授课方式的

调整。在本次教学改革中对山东建筑大学 2018 级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学生进行了所罗门

学习风格问卷调查[6]。本次调查为不记名调查，学

生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客观的作答，所罗门学习风格

问卷调查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所罗门学习风格调查问卷

Table 1  Solomon learning style questionnaire

活跃型 沉思型 感悟型 直觉型 视觉型 言语型 序列型 综合型
学习风格 题号

a b
题号

a b
题号

a b
题号

a b
1 66 43 2 92 17 3 97 12 4 32 77
5 46 63 6 84 25 7 87 22 8 89 20
9 31 78 10 91 18 11 76 33 12 76 33
13 71 38 14 64 45 15 52 57 16 82 27
17 48 61 18 71 38 19 92 17 20 48 61
21 46 63 22 71 38 23 79 30 24 48 61
25 36 73 26 34 75 27 65 44 28 37 72
29 81 28 30 64 45 31 60 49 32 68 41
33 51 58 34 71 38 35 71 38 36 55 84
37 62 47 38 96 13 39 77 32 40 77 32

问卷详情

41 76 33 42 59 50 43 68 41 44 67 42
1b 9a 9a 1a

分析结果
沉思型（程度 1） 感悟型（程度 9） 视觉型（程度 9） 序列型（程度 1）

备注：不同学习风格类型取值可能不同，其中字母表示学生的学习风格，数字表示所属学习风格的程度。比如，若分

析结果为“a”则表明学生属于前者学习风格，系数越大则表示学习风格的程度越强烈；反之，若得到分析结果为“b”，

则表示学习风格为后者。

根据所罗门学习风格调查问卷分析可知，学生

学习风格属于沉思型、感悟型、视觉型、序列型。

沉思型学生的特点是学生思考问题的时间较

长，但是其问题思考的准确性也较高。该类型学生

相对于速度而言更注重回答问题的准确性，在进行

问题的回答前往往需要考虑周全，然后再对问题进

行回答。当然，对于相对简单的问题，依然能够快

速的做出回答。而针对复杂的问题，该类学生考虑

的因素以及问题更加全面，因此需要的时间相对较

长但是解决问题的质量较高。

感悟型学生相对于直觉型而言，更擅长开展一

些已有的工作或者记忆一些课本上已有的知识，而

对于一些课本之外比较新奇的知识，该类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相对较低。感悟型的学生更加注重课堂本

身所包含的知识，对其学习和记忆的更加牢固。因

此，针对感悟型的学生应该做好课堂的设计，使其

更加容易接受和理解。

视觉型学生偏向于用眼睛去学习相关的知识，

比如课堂中出现的一些图表、视频以及现场的演示

实验等，对于此类展示方式学生能够获得比较好的

学习效果和记忆深度。因此，针对视觉型学生而言，

教师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设计教学材料，

插入更多的多媒体素材，进而提高授课效果。

序列型学生偏向于按部就班的去学习知识和

思考问题。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序列型学生需要

在逻辑思维的引导下一步步解决问题，进而寻找最

终的解决方案。该类学生即使没有完全理解所解决

的问题，但是能够依照所理解的逻辑去解决问题，

比如授课过程中的课后作业。因为序列型学生已经

掌握了这一类思维逻辑，能够很好的完成同一类问

题，但是对于其他类型或者完全不同的问题，解决

起来相对困难。

根据调查问卷得出的学生学习风格，对传热学

课程进行了混合式教学改革，主要从教学模式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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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体系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

1.2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基于对学生学情分析的结果，并结合传热学课

程的特点以及不同章节的难易程度，对传热学课程

教学方式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以自学为主课堂解

惑为辅的混合式教学（相对容易的章节知识点）、

以课堂讲解为主自学为辅的混合式教学（难度较大

的章节知识点）和以学生交流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

混合式教学（课程结课海报）。

（1）以自学为主课堂解惑为辅的混合式教学

针对传热学课程中相对容易的章节，采用以自

学为主课堂解惑为辅的混合式教学方式，该教学方

式更加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提升。在课前，学生利

用在智慧树平台已经建立的山东建筑大学传热学

在线课程进行在线学习，学生在学习结束后根据自

己的学习情况撰写个人学习报告，报告的内容可以

是总结学习内容的关键知识点、难点、困惑点以及

建立知识点的思维导图等方式，然后在智慧树平台

进行学习报告的提交。

在课中，教师首先根据学生个人学习报告的内

容对章节知识难点以及学生的困惑点进行讲解，逐

步解答学生在学习报告中所遇到的问题。其次，根

据本章节的知识点利用智慧树平台发布讨论主题

及要求，各个学习小组分别进行讨论并利用传热学

的知识点进行理论总结。再次，各小组分别安排

1~2 名学生代表对讨论问题进行陈述，其余各小组

对所做陈述利用智慧树平台进行小组互评，任课教

师根据陈述内容同样进行打分。最终，教师根据所

有小组的陈述情况进行点评，说明讨论问题中所应

用的知识点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布置相应的课

后作业。

在课后，学生小组根据其他小组的汇报内容以

及教师的点评，撰写小组讨论报告并在智慧树平台

进行提交；此外，完成本节课的课后习题作业，以

及相应课程的预习。通过以自学为主课堂解惑为辅

的混合式教学方式，针对相对容易的章节，使学生

在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独立思考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2）以课堂讲解为主自学为辅的混合式教学

针对传热学课程中难度较大的章节，采用以课

堂讲解为主自学为辅的混合式教学方式，该教学方

式更加注重提升学生对知识难点的理解程度。在课

前，学生利用在智慧树在线课程进行学习；教师根

据学生在平台交流区反映的知识难点和困惑点，准

备课程中的多媒体素材、抢答问题、课后习题。

在课中，与以自学为主课堂解惑为辅的混合式

教学方式不同，教师首先对本节课的知识进行系统

讲解，然后针对本节难点和困惑点通过板书展开讲

解；其次，通过穿插工程实际案例及新媒体素材加

深学生们对某些抽象知识点的理解，同时满足视觉

型学生的学习习惯。再次，针对本节课知识要点穿

插小的课堂问题，并利用智慧树平台进行抢答互动，

每个学生的课堂活跃次数有智慧树进行记录并作

为个人平时成绩的组成部分。最终，教师对本节课

主要内容进行总结，并布置相应的课后作业。在课

后，完成本节课的课后习题作业在智慧树平台进行

提交，并完成相应课程的预习。通过以课堂讲解为

主自学为辅的混合式教学方式，针对难度较大的章

节，使学生对于知识难点能够获得充分的理解，并

将其与工程实践联系起来。

（3）以学生交流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混合式

教学

学生交流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混合式教学目

的在于提高学生对于整个课程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在本传热学教学设计中，学生通过整个传热学课程

的学习及其相关的知识点，结合理论实际问题，开

展一个应用研究，并制作一张小组交流海报。在最

后一节课，各小组将自己的海报张贴在教室中，由

其余各小组和教师进行评分。通过课程海报的制作

与汇报，能够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团队协作、

专业演讲的能力，并进一步加深对传热学知识点的

掌握。

1.3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针对传热学混合式教学方式的改革，为了更科

学合理公平地评价学生全过程学习，对现有的考评

体系进行了改革。学生整个课程的成绩主要包括平

时成绩（35%）、实验成绩（15%）和期末考试成

绩（50%）。平时成绩对学生在课前预习、课堂表

现、小组讨论、海报展示、课后作业以及在线测试

等过程均进行了不同权重的涵盖，为学生个人表现

提供充足的机会。考核的详细信息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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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考评体系详情

Table 2  Details of evaluation system

类别 大类占比 分类别 备注

平时作业成绩
传热学课程每章节知识点对应的课后习题作业，并在智慧

树平台进行上传，由教师进行评分。

学习报告成绩
学生课前通过智慧树传热学在线课程学习相关章节知识并

形成个人学习报告，上传智慧树平台，由教师进行评分。

课堂表现成绩
在课堂讨论及抢答环节，记录每堂课学生参与的次数，并

根据整个课程期间参与的次数进行评分。

小组讨论成绩
小组讨论形成小组报告，上传至智慧树平台，组间互评成

绩占比为 70%、教师评分占比为 30%。

海报展示成绩
课程结束后，结合所学知识以小组为单位制作课程海报，

组间互评成绩占比为 70%，教师评分占比为 30%。

智慧树学习进度成绩
利用智慧树平台记录每个学生的在线课程学习进度，并折

合出每个学生的在线课程日常学习成绩。

智慧树章节测试成绩
利用智慧树平台对学生每个章节的学习情况进行章节测试，

并将学生各个章节的成绩折合分数作为章节测试成绩。

平时成绩 35%

期中考试成绩
在学期中间，开展课堂期中考试，并获得每个学生期中成

绩。

课程实验成绩
课程实验室实操实验，两个实验报告成绩的平均分作为课

程实验成绩。
实验成绩 15%

上机实验成绩
课程上机实验，学生提交上机实验报告并上传编程结果，

教师进行评阅，作为上机实验成绩。

期末成绩 50% 期末考试成绩 期末年级联考试卷成绩。

2  教学效果
为了进一步分析此次传热学混合式教学改革

的效果，教学团队内部多次组织教学讨论与总结，

并在课程结束后与选课的部分学生进行了座谈，针

对传热学课程改革存在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讨论。

通过课程总结与学生反馈，发现本次传热学课程教

学改革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合理利用已有的传热学在线课程作为预

习工具，能够对传热学课程的学习起到很好的辅助

作用，同样也是学生进行课程复习的良好工具；

（2）本次传热学课程改革将小组讨论、课堂

问题抢答引入课堂，大大提高了课堂的活跃度和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3）在整个传热学的学习过程中，学生整体

的参与度大大提高，学生对于知识点的印象比较深

刻，知识点的记忆时间变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学生在考前复习的压力；

（4）期末课程海报，不仅拓展了学生的知识

面，提升了学生的科研兴趣；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

团队合作与语言表达能力；

（5）混合式教学贯穿课堂和日常学习，每个

环节都有相应的学习任务，让学生跳出舒适圈，由

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

（6）混合式教学的考评体系引入了组间互评

和课堂表现成绩，营造了学生之间良性的学习竞争

氛围。

此外，本次传热学课程改革还存在以下不足和

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1）混合式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

课外学习负担，建议进一步优化混合式教学环节，

将占用的课外时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2）建议进一步增加课程中引入的工程实例，

通过本次混合式教学改革发现工程实例更有利于

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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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小组活动的评分方式上，建议增加小

组内部的互评，合理分配小组成绩，进而对优秀的

学生进行鼓励，对参与度较低的学生进行督促。

3  结语
传热学作为高等院校工科相关专业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教学模式的不断改革与创新是确保学生

充分学习、理解和应用传热学课程知识的根基。通

过本次混合式教学改革，在学生学情分析、教学模

式、考评体系等方面均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知识理解深度

以及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其存在的优势显而易

见。

通过本次传热学混合式教学改革发现，其一，

传热学混合式教学课堂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知识

重点和难点的讲解、增加知识点的应用实例、提高

课堂讨论专题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其二，混合式教

学课堂需要学生的全程参与，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

提高混合式教学的授课效果，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的

考评体系，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其三，混合式

教学要合理的利用现代化教学工具，本次传热学混

合式教学改革，充分利用教研室已经录制的在线课

程，能够充分切合教师上课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此外，使用现代化的课堂互动工具比如抢

答、小组讨论、组间互评等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

与度。其四，混合式教学需要教师准备的授课内容

更加具有针对性，主要包括授课知识点的准备、小

组讨论专题的准备、课堂活跃问题的准备以及相关

的对媒体素材的准备等；此外，混合式教学过程中

需要对学生各个环节进行指导和成绩评定，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教师的投入程度和对教师教学能力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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