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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love the problem of the popularization difficulty in flipped classroom, we proposed 

the teaching model of flipped classrom based on rain classrom, for which we introduced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approaches of teaching program design and assessment method. The teaching 

experiment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m based on rain classrom has bette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an routine flipped classrom. The questionnaire shows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m 

based on rain classrom will have more widely popularization in students an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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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针对翻转课堂推广难的问题，以雨课堂为工具，提出了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模

式，建立了教、考一体化的教学体系，研究了科学、客观的雨课堂翻转教学方案设计方法和

考核方法。教学实验表明雨课堂翻转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明显优于常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调查问卷表明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模式在教师和学生中具有较强的推广能力。 

1．翻转课堂面临的问题 

翻转课堂颠覆了教师为课堂主体的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课前学生利用视频、资料学习新

知识，课堂上教师带领学生交流、讨论、做项目或实验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为学生提

供了更多接受指导的时间，能够解决传统教学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

问题[1,2]。随着新时期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近几年翻转课堂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传播，但在

实际应用中翻转课堂却遭遇了推广难的尴尬[3,4]，其主要原因为：制作微视频需要教师具有较

高的信息技术水平、教师课前准备耗时多、学生的自主学习任务完成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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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是清华大学和学堂在线共同推出的新型辅助教学工具，它依托于广泛使用的微信
[5,6]。利用雨课堂提供的辅助教学功能，教师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将带有MOOC视频、PPT、

微信语音、视频的材料推送到学生手机，使信息技术水平不足的教师能轻而易举的制作课前

教学材料，同时缩短教师的课前准备时间；另一方面，利用雨课堂学生可通过手机随时进行

自主学习，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雨课堂具有使用便捷、推广能

力强的特点，能够从教师和学生双方面解决在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7]，因此将雨

课堂应用于翻转课堂，研究基于雨课堂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全面推广翻转课堂有重要的意

义。 

2．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模式 

考虑到只有教学方案和考核方法适配才能有效的衡量教学效果[8]，我们首先建立教、考

一体化的雨课堂翻转教学体系，然后分别讨论相应的教学方案设计方法和考核方法。 

2.1  教、考一体化的雨课堂翻转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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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考一体化的雨课堂翻转教学体系 

根据雨课堂教学工具和翻转教学模式的特点，采用由从整体到局部的原则，建立教、考

一体化的雨课堂翻转教学体系，如图1。该教学体系面向学生和教师，一方面以学生为主体，

利用新颖的雨课堂工具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雨课堂的辅助教学功能，最

大限度的为教师提供便捷，缩减教师的工作负荷。 

如图1，教、考一体化的雨课堂翻转教学体系分为课前教学、课上教学、课后教学三个阶

段，其中课前以理论教学为主，课上以知识内化和实践应用为主，而课后讨论则作为前期学

习内容的延拓。考虑到课后结果考核不能体现学生的平时学习情况[9]，雨课堂翻转教学体系

采用全过程考核机制。在全过程考核机制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是课前、课上学习过程考核和

课后结果考核的综合结果，其中过程考核由雨课堂工具实现即在课前和课上阶段教师利用雨

课堂的课前预习情况统计、到课率统计、课堂试题和问卷统计、问题讨论参与度统计等功能

进行学习过程考核。与传统的考核方式相比，基于雨课堂的过程考核不但是一种基于数据的

客观统计而且还可以为教师提供实时反馈，方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案、改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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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方案设计 

教学阶段选择
基于雨课堂的教

学实施方案选择
教学顺序选择 一体化教学模型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分类

 

图2  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方案设计流程 

以图1所示的教学体系为蓝本，以实现各教学阶段的有机结合为目标，按照如图2所示的

设计流程制定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方案：首先根据教学内容的分类方法对一节课所有的教

学内容进行分类。然后依照教学内容与教学阶段的适配关系为每项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教学

阶段。之后利用学习效果和教师工作负荷的综合评价为每项学习内容选择最适合的雨课堂辅

助教学工具。最后根据学生学习兴趣随学习时间的增加而降低的特点，设计最优的教学顺序

使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维持浓厚兴趣[10]。 

2.3  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考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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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考核指标体系 

翻转课堂的过程考核是一个多指标综合评估过程，可基于多指标综合评估理论，采用层

次分析法实现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全过程考核。具体方法为：首先在雨课堂提供的统计指

标中挑选过程考核评价指标，形成如图3所示的考核指标体系。图3中考核总成绩包括课后教

学结果考核成绩和教学过程考核成绩两部分，其中课后教学结果考核成绩即试卷考试成绩，

教学过程考核成绩由课前学习考核成绩和课上学习考核成绩组成，课前和课上学习考核成绩

可由相应的雨课堂签到统计、参与度统计和问卷统计获得。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考核总成

绩可由图3中各层指标加权得到，其中各指标的权值可利用专家打分的方法获得，指标加权和

权值获取的具体方法参见文献[11]。 

3．实验验证与调研 

为验证本文提出教学模式的实际应用效果，以现代控制理论课程为例设计了基于雨课堂

的翻转教学方案，并将其与常规翻转教学模式行进了对比实验。对比验证实验将参加实验的

75名学生随机、平均的分配成实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结果为：实验组的课后考核平均成绩高

出对照组8.9分；实验组的出勤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的课上参与度是对照组的1.8

倍。其原因为雨课堂的PPT推送、弹幕、实时问答等功能激发了实验组学生的兴趣，而且雨

课堂的弹幕功能为实验组学生提供了随时参与课堂的机会。 

为了验证雨课堂翻转教学模式的推广能力，在236名学生和45名教师中间进行了该教学模

式的兴趣度问卷调查，其中96%的受访学生表示对雨课堂工具非常感兴趣，能够利用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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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自主完成翻转课堂的课前和课后学习内容。85%的受访教师认为雨课堂工具可缩小翻转

课堂课前准备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并表示愿意采用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模式。 

4．总结 

针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推广过程遭遇的问题，构建了教、考一体化的雨课堂翻转教学

体系，研究了雨课堂翻转教学方案设计的一般方法，制定了基于雨课堂的翻转教学考核方法，

教学实验证明雨课堂翻转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优于传统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调研表明基于雨

课堂的翻转教学模式继承了微信的广泛使用性，是一种学生感兴趣、教师愿意采纳的教学模

式，因此具有广泛的推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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