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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碎片化移动学习的

《汽车空调》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吕秋硕 朱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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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碎片化移动学习方式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分析，结合《汽车空调》课程教学现状，从必要性、

具体措施、效果和价值、需要注意问题等方面对这一新型的学习方式在《汽车空调》课程中的应

用进行了阐述，为同类型课程的信息化教学方法改革研究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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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of fragmentation mobile Learning style,

combining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Automobile Air Conditioning>course, from the necessity, concrete

measures, effect andvalue, the problem which need to pay attention and etc, elucidate the new way of learning in the curriculum of

the automobileair Conditioning applications, then providesreference for thestudy of the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method of the

same kind of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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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碎片化”一词是描述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

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所谓“碎片化”，英文为

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

我们也可将“碎片化”理解为一种“多元化”。在

专业课程教学中，碎片化主要是指将知识点或教学

资源按照其特点进行零碎处理并加以包装，通过移

动网络媒介进行推送。而移动学习是以数字化学习

为发展基础，借助成熟的通信技术，人们通过移动

设备如智能手机，IPad等随时随地按需学习，以实

现个性学习和终身学习为目的的一种学习方式．将

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碎片化移动学习并将其应用在

《汽车空调》课程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学生在日

常生活和学习中被打碎了的时间片段进行新知识

的获取，以达到扩展知识，提高技能的目的。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随着无线网络的迅猛发展与普及，各种移动终

端设备如 IPAD，智能手机等越来越普及，越来越

多的人们通过移动终端设备进行交流、工作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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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移动终端的普及和无线网络的发展，正在给传

统的获取知识和信息方式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

也给职业教育的教学手段和学习方式提供了改革

的契机。

在 Education Dive网站上，《7个 2013年必火

话题》一文中，Brian Warmoth教授提到的第三个

话题是移动学习，第七个话题是教室里的移动终

端；化学家 Jorge Gon Calves 在《2013 年—2014

年度最有前景的教育技术》中强调了基于 IPad和

智能手机的移动学习的重要性及前景趋势；华南师

范大学焦建利教授在《微课：设计、开发与应用》

一文中给出了同样的观点；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教

授在《移动学习第一课》中也指出目前教育技术发

展的一个前沿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

普及，正在改变传统教育技术环境，走向以手机为

媒体的新兴技术环境；王承博等着重探讨了碎片化

学习与网络信息的关系，指出碎片化学习就是对信

息的“拆解”与“重构”，在学习的过程中，将零

散的知识碎片建构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于海燕等通

过分析微模式教学较之传统教学的相对优势，提出

从理念、方向、规划、流程四个方面构建全媒体时

代下的微模式教学进而提升碎片化学习的效果。多

数学者的研究为移动学习环境下专业课程教学改

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6,7]。

2 《汽车空调》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2.1 课程分析

《汽车空调》课程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

的核心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汽车空调制冷循环；

汽车空调电气控制；汽车空调控制电路；汽车暖气

通风系统；汽车空调常规保养与检测等。具有知识

点繁杂琐碎，彼此联系但有相对独立的特点，适合

进行有选择的碎片化处理，利用移动环境下的学

习。

2.2 学情分析

当前职业教育对象是 95后学生，且 00后学生

也将成为高职学生的主体，其思维习惯更倾向于个

性化、趣味化，接收方式以微视频、图片、段子等

为主，内容要匹配艺术化的呈现形式，足够吸引眼

球，才能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学习动机

及学习效率[4]。在《汽车空调》课程教学中利用移

动社交媒体高度契合了 95后学生群体的信息接收

特点，有利于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内化，提升教育

教学的有效性。

2.3 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的不足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汽车空调》课程的教学

都在延续专科教育的方式方法，既没有职业教育的

特点，也不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学习的学习要求，

主要表现在：授课方式单一，实践内容老套，评价

方式不科学[1]。这种教学方式导致教师在教学中虽

然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学生并不买账，

教学效果不良，无法达成相关的职业能力培养目

标。

3 碎片化移动学习方式在《汽车空调》课

程教学中的应用
3.1 应用的必要性

将碎片化移动学习方式应用于《汽车空调》课

程教学中，对于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有以

下作用和意义：

（1）充分利用用各种网络社交媒体进行碎片

化移动学习，使教与学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改

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可以促进学生

利用零碎时间进行个性化、自主学习，是移动互联

网时代解决高职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客

观需要。

（2）当前高职《汽车空调》课程内容相对传

统，最新的专业知识和行业发展状况更新较慢，培

养学生的相关实践技能与汽车维修岗位的要求差

距明显；而移动互联网上各种社交媒体所具有的专

业内容以其便捷性、低成本性及易获取性，给培养

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3]。

3.2 应用的具体措施

第一步：对《汽车空调》课程内容的碎片化处

理。通过对现阶段《汽车空调》课程的内容根据知

识特点和职业能力养成的要求进行梳理分类，按照

“有所碎有所不碎”的原则，选择可以用微视频、

段子、动画和图片等微资源来呈现的知识点来进行

内容建设和网络资源共享，实现碎片化处理。

第二步：建设移动学习媒介。在已有的优慕课

平台基础上，利用微信公众号或订阅号[9]，抖音微

视频等为主要形式的媒介进行碎片化知识的推送，

便于学生利用移动互联终端进行学习[5]。

第三步：对碎片化知识进行重构。仅仅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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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过的知识通过社交媒介推送给学生是远远

不够的，必须以“形碎神不碎”为目标，利用知识

整合方法，通过课堂教学，以思维导图等方式将学

生接受的碎片化知识进行串联和重构，避免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使其系统化，达到使学生真正掌握的

目的[8]。

第四步：实施基于过程的评价方法。碎片化移

动学习的学习评价不能单一地根据某一种或几种

评价指标和标准进行评价而应该是多元化的评价，

而且不光是对学习最终结果的评价，还应包括学前

诊断，学习过程中学习态度、学习方式等的评价[2]。

在学习过程中可参考戴明环 PDCA理论，经过一轮

又一轮的过程改进最终达成学习目标的成功。

图 1 碎片化移动学习方式实施流程

Fig.1 Fragmentation mobile learning styl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3.3 应用的效果分析

通过以上的具体实施步骤，将碎片化移动学习

方式应用于《汽车空调》课程教学中，将达到以下

效果：

（1）以《汽车空调》课程为例，探索总结出

对实践技能型课程知识进行碎片化处理的标准和

方法，碎片化知识重构的思路，基于过程的评价方

法等为后续的课程改革研究提供参考；

（2）建设和整理一批可供《汽车空调》课程

进行移动学习的媒体资源，为后续课程建设积累素

材；

（3）通过碎片化移动学习的方式，改善和提

高《汽车空调》课程课堂教学的效果，为学生职业

能力的形成打下良好基础。

3.4 应用的价值分析

在移动互联网和知识碎片化的背景下，结合当

前高职学生接受信息资源的特点和习惯，将移动学

习方式应用于实践技能型课程《汽车空调》。一方

面，利用移动互联网络拓宽课程学习资源的来源、

处理方式和推介形式，更加切合当前学生接受的方

式和思维习惯，同时也强调碎片化知识如何通过课

堂教学进行系统化重构和再建设[10]；另一方面也是

对《汽车空调》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进行探索和实

践，使学习内容由系统集中到零碎分散、学习目标

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学习形式有单一严格到宽

泛灵活、评价方法有传统单一到灵活多元化；在压

缩课时的情况下，保证和改善教学效果。

3.5 需要注意的问题

（1）确立可供参考的实践技能型课程内容碎

片化标准和方案，如知识特点、资源颗粒度、呈现

形式、推送媒介等。

（2）提供对碎片化知识进行重构和系统化的

方法和思路，使碎片化移动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可以

“放”“收”自如。

4 结束语
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高职教学

中越来越广泛应用的背景下，碎片化移动学习方式

在《汽车空调》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将对提升教师

应用信息化技术促进教学的能力[11]；激发学生学习

积极性，改善专业课程学习效果；探索出符合当今

高职学生思维习惯和认知途径的接受新知识的方

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可为本专业与《汽

车空调》同类型的实践技能型课程进行信息化教学

方式改革进行探索和积累，为相近的教学方法研究

提供实践经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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