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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智能手机在“互联网+”教学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
王大慧 卫功元*
(苏州大学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互联网+”教学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一种新型教学体系。为探索智能
手机在“食品微生物学”和“食品微生物学实验”等课程教学中的辅助作用，本文在分析智能手机
在教学中应用潜力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大学生的手机使用行为习惯，开展了智能手机在混合式
教学中的应用。实践结果表明，智能手机强大的功能和服务实现了移动学习，有利于信息及时
传递，方便解惑释疑，加强了师生互动，提升了学生的学习驱动力，有助于获得全面及时的教
学反馈和评价。智能手机可以成为提高教师“教”与学生“学”效果的一把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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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 teaching is a novel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elemen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uxiliary roles of smart phones in the teaching of courses
such as Food Microbiology and Food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phone in
blended teaching was carried out in this study. The practice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smart phones in teaching and the use habit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owerful functions and services of smart phones make the
mobile learning possible in practic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timely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facilitates the explanation for questions arisen from students, increa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driving force, and helps to obtain comprehensive
and timely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of teaching from students. Smart phones can become an effective
tool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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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因快捷、高效、互动性好、方便传播等
特点迅速在我国普及。2015 年 7 月 4 日，国务院发

Microbiol. China

无限制，这为我们探索智能手机在“互联网+”教学
中的应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

本文在目前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习惯调查结

意见》，各行业随后纷纷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互联

果的基础上，挖掘了在互联网背景下智能手机在大

网+”进行了解读并尝试与其融合。“互联网+”教学

学教学中的应用潜力。介绍了我们在“食品微生物

可定义为于互联网搭建的环境中、在学生主动参与

学”、“食品微生物学实验”以及新生研讨课、通识选

的前提下，教师有目的地通过教授文化科学知识和

修课中利用手机辅助教学的情况，重点介绍了智能

技能指导学生学习，并借助互联网的大数据、云计算

手机在“食品微生物学实验”混合式教学中的应用。

等技术优势促进学习者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1]。
目前，手机已成为当今大学生的必备之物，且智能

1

智能手机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潜力
目前，智能手机的功能和服务很多，有无线接

手机在学生中的普及率已达到 98%[2]。相比较于电
脑，智能手机携带方便，多媒体性能突出，功能齐

入互联网、拍摄、二维码、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全，尤其是无线接入互联网后，具有更加强悍的功

微信小程序等多种功能，在教学中可被用于搜索资

能和服务。苏州大学的教学、办公和学生生活区实

料、发布学习材料和任务、学习微课视频和 PPT、

现了校园 WiFi 全覆盖，学生低价包月且使用流量

测试、答疑、讨论和掌握学生学习行为等(图 1)。

图1

智能手机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潜力

Figure 1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smart phones in universit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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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智能手机，这个当代大学生几乎人

混合式教学模式，包括线下和线上学习两个环节，

人都拥有而且须臾不离身的通讯工具，在教学中竟

前者指课堂，后者则包括课前和课后[4]。“食品微生

有如此多的应用潜力。既然“堵”不住它，我们何不

物学实验”课程的 31 节微课视频、课件以及其他学

接受它，与其和平共处并为我所用呢？

习资料全部在智慧树平台上，此平台已开发手机

2

目前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调查
为了设计如何在教学中利用手机，掌握学生的

手机使用行为习惯非常有必要。我们在本校食品和
生物两个专业的部分学生中开展了关于大学生手
机使用行为的调查。调查问卷从创建到回收都是通
过手机完成，共计收回 317 份。结果显示，智能手
机在我院大学生中的普及率为 100%。96.2%的学生
平时通过手机上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
在 4−16 h。手机上网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和社交
沟通(均为 97.5%)，84.3%的学生手机上网的目的是
学习(例如背单词、学习网络公开课、慕课以及学校
教师发布的课程等)。98.1%的学生使用微信，69.2%
的学生用微博。96.2%的学生曾经在课堂上玩过手机，
63.5%的学生认为相比较于实验课，理论课课堂上更

APP，分为学生端的“知到”和教师端的“教师圈”。
教师可以在“教师圈”APP 上推送学习材料、发布通
知和学习任务，随时查看学生的学习情况，批阅学
生的测试，参与论坛讨论等。学生不但可以在“知
到”APP 上完成学习任务，还可以用手机完成习题
测试，参与论坛的讨论(图 2)。课前，我们会以通知
的形式在课程网站上发布学习任务单，学生的手机
会马上收到课前预习任务单的消息。同时我们也会
在课程微信群里发出群通知，确保每一位学生知
晓。我们的课前学习任务单包括实验教材上相关内
容、课程网站上的教学课件和微课视频，内容涵盖
了实验任务、实验原理、操作步骤和基本问题[4]。
如果学生在课前学习过程中有疑问，可以在“知
到”APP 上发起讨论，也可以在微信群里与教师或
班级同学互动。以上活动都能在手机上完成，参与

容易玩手机。75.5%的学生愿意利用手机进行碎片化

方式直接、方便，解决问题高效。互联网技术使移

学习，但是不知道用手机学什么的占调查总人数的

动学习(M-Learning)变成现实，而且这种学习方式

28.3%。56%的学生支持教师利用手机来辅助教学，

也非常符合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当代大

34.6%的学生不确定但是希望教师尝试。

学生的要求。

由此可见，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
获取各种信息主要来源于网络，互联网已经成为信
息和知识的主要载体，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因此发
生了巨大的改变，互联网同样也可以成为教育教学
中教与学的场所[3]。手机曾经给我们教师的课堂教
学带来了一些冲击，一些教师对其深恶痛绝。其实，
是时候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了。如今，
面对大部分学生愿意用手机进行碎片化学习，愿意
教师利用手机来辅助教学的需求，我们教师应因势
利导，将手机融合到教学中，使其成为教师“教”与
学生“学”的有效工具。

3.2

课中
在平常的课堂上，教师对学生举起手机拍下重

要 PPT 的场面已经非常熟悉。在“食品微生物学实
验”课堂上，我们主要采用让学生回答问题、讨论，
小组互相提问，小组 PK，演练，然后正式操作的
翻转课堂的模式[4]。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目前大
学生手机后置摄像头的像素都在 800 万以上，有的
达到 2 000 万，用手机拍摄显微镜的镜检图像完全
没有问题。因此，我们鼓励学生将微生物形态学实
验的镜检结果用手机拍下来，可以作为实验报告的
一部分，也可以将其作为模板笔绘图像。课堂上，

3

智能手机在混合式教学中的应用

学生一旦得到理想的结果可以将照片发送到微信

3.1

课前
苏州大学“食品微生物学实验”课程的教学采用

群里，课后教师会根据发送图片的先后顺序及实验
结果的优劣给出评价。将镜检结果发送到微信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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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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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在混合式教学中的应用

Figure 2

Application of smart phones in blended teaching

PK 的环节，增强了学生的学习驱动力，也使学生

机 APP“蓝墨云班课”上创建好测试题目，暂不发布，

的被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得到了满足。当然，课堂

在课堂上合适的时间节点再开启测试，结束后平台

上教师巡视检查学生的实验操作和结果也是必须

会自动统计并展示大家的答题情况。也可以设置成

的。在霉菌的形态观察实验中，慢慢转动显微镜的

抢答，答对的教师给分、点赞或送小红花，提高学

细调节螺旋，孢子囊的图像会发生“动态”的变化，

生的参与度，此法可用于课前预习和课中学习情况

学生在感叹微生物真奇妙的同时，也会用手机对其

的检测。实际教学中，我们有时会临时想发起一个

进行摄像，得到一小段视频，课后观看欣赏，加深

调查，但事先并没有在蓝墨云班课上创建好。例如，

了对孢子囊结构的理解。有的学生还会将拍摄的显

讲完噬菌斑的形成时，笔者突然想调查一个问题：

微图片和视频发在微信朋友圈或微博，其快乐喜悦

噬菌斑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如果大家七嘴八

之情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增加了教学的生

舌教师也很难知道每个学生的答案，如果让选择

动性和趣味性。对于教师来说，我们会及时拍照记

“是”或“不是”的学生分别举手，教师还要花时间分

录，对操作规范的学生进行表扬和作为以后教学的

别统计结果。在此，我们借鉴了上海交通大学慕课

示例；而对于操作错误的，我们也不会“放过”，拍

研究院余建波教授的“举手机”方法：课前教师在手

照后作为“反面教材”进行点评和以后教学的示例。

机中保存好绿底“√”和红底“”的图片，课堂中一旦

对于各种实验结果(包括优秀的、一般的、较差的和

有需要，就将这两张图片发送到微信群中，让学生

异常的)我们都会拍照，课后在每一类中选取典型进

根据自己的答案点击“√”或“”的图片。然后举起手

行点评，同时也将其作为下一届班级教学的素材，

机，教师用自己的手机对全班学生拍照，得到的照

提高学生实验的一次性成功率。

片再发送到微信群里，教师公布正确答案。通过照

手机同样可以用于理论课堂上。笔者在“食品

片上颜色有明显差异的绿底“√”和红底“”，教师

微生物学”理论课程的课堂上，会利用手机让学生

和全班学生都能马上获知刚才问题的答对率是多

[5]

答题，包括微课视频内容的掌握情况 。课前在手

少 [6]。此法简单、快速、有效，笔者通常 1 min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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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混合式教学后的反馈信息。此调查问卷的创

内完成一次此类调查。
另外，在笔者主讲的一门全校通识选修课上，

建、发起和回收全部通过手机完成。预计收回 56 份，

由于学生人数较多，传统点名的考勤方法已经不合

实际收回 56 份，回收率 100%。结果显示，78.1%

时宜。手机 APP“蓝墨云班课”具有签到考勤功能。

的学生认为智能手机对学习有帮助。100%的学生认

教师可以设置手势签到，将手势图告诉教室里现场

为建立专门的课程微信群很有必要，93.8%的学生

的学生，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签到。GPS 功能还可

认为微信群有利于信息及时传递，认为微信群方便

显示学生签到时的地理位置距离。教师根据实际情

向教师提问和解决问题方便及时的均占 78.1%，

况还可将缺勤的学生修改为病假、事假、迟到、早

75%的学生赞同微信群加强了与教师的互动，53.1%

退等。同样，通识课程上也可以用手机发起调查、

的学生赞同微信群有利于增进师生感情。78.1%的

测试等课堂活动，以及让学生用手机扫描 PPT 上的

学生认为在蓝墨云班课上的测试对自己的学习行

二维码获取教师指定的学习材料。除了以上提到的

为有积极影响，会督促自己课前必须学习微课视频

[7]

“知到”和蓝墨云班课外，还有雨课堂 、微助教、

并充分掌握。81.3%的学生支持在课堂上采用“举手

学习通、课堂派等手机 APP 或课堂小软件，它们各

机”来调查学习情况。75%的学生认为在“食品微生

[6]

有特点 ，教师同行们可以根据自己课程的特点和

物学实验”课堂上利用手机拍摄实验结果很有用，

个人使用爱好选择合适的工具。

认为有点用的占 21.9%。59.4%的学生愿意用手机观

3.3

课后
课后，我们会及时将“食品微生物学实验”课堂

看微课视频，而 40.6%的学生愿意在电脑上观看。

上学生的表现情况进行整理，以“第*周实验课堂反

平 台 的 系 统 兼 容 性 问 题 (56.6%) ， 手 机 耗 电 快

馈”作为标题发布在课程网站上。学生的手机会马

(44.7%)，在无校园 WiFi 的环境中费流量(40.3%)。

上收到通知消息，然后可点击“知到”APP 进去浏览。

但是，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以上问题都将得以解

课堂反馈对学生课后完成实验报告时进行总结大

决。目前“知到”APP 已逐渐完善，具有离线缓存微

有裨益。学生课后在进行总结和写实验报告时若有

课视频的功能，即学生在有校园 WiFi 的环境中下

疑问也可以在微信群或课程网站的论坛里展开讨

载视频缓存后，即使在无网络的情况下也可以观

论。教师有意不直接参与学生们的讨论，却一直在

看，再无流量的担忧。

学生认为目前利用手机学习尚存在的问题有：学习

关注着讨论的进展。并且学生们也很清楚，教师在

虽然利用智能手机辅助教学意味着教师要比

静静地关注着他们的讨论。很多时候学生们在讨论

传统教学花更多的时间来在线答疑和设计教学环

过程中答案就产生了，这培养了他们积极思考自主

节，但是发布学习材料和任务非常方便，教师和学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参与网络讨论的次数需达

生之间的互动更频繁、直接、快捷，解决问题更高

到教师的基本要求，否则会被减分。然后，我们在

效。有了互动平台和激励机制，问问题和晒实验结

批阅学生的纸质实验报告时，也会对优秀的、很差

果的学生也多了。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尊

的或者其它需要留存的报告进行拍照，整理后以

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人类需求的较高层次[8]，

“第*周实验报告反馈”作为标题发布在课程网站上，

而上述教学活动可以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使

学生可以通过手机浏览。针对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

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课程学习充满热情，体验

我们鼓励学生互评，然后教师再进行点评(图 2)。

到自己的价值。总之，智能手机在“互联网+”教学

3.4

实践后的效果调查
本着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我们总结了在本

中的应用使课程在课堂内外都是“活”的，在学生身

校近两届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中，将智能手机

彻和满足了学生的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最终有利

上主要表现为学习主动性提高、对知识的理解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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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学习效果。

4

手机在课堂教学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笔者认为，对于混合式教学模式来说，目前“互

联网+”教学的重点仍在课堂外，因此，在课堂外要
充分利用智能手机的优势。虽然课中利用手机辅助
教学的方式很多，但是其占用时间宜严格控制，教

不能为了用手机而用手机，教师必须先充分了解智
能手机的功能和服务，充分调研学习者的手机使用
行为和习惯，然后根据每门课程的内容和特点，设
计出手机在课前、课中和课后的使用方法。教师教
学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改变，使智能手机也能成为提
高教师“教”与学生“学”效果的一把利器。

师应注意把握好手机的使用次数和每次使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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