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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veloped network,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college 
mathematics course teaching. As an emerging network communication tool, WeChat features rapid 
voice message and mutual sharing, and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tool for daily communi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subject teaching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and a new topic for curriculum reform.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how to apply WeChat to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explore reforms for college mathematics course education, 
thu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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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平台的《高等数学》课程改革研究 

熊昀暄 

南昌工学院 基础教育学院，江西南昌 330108；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的迅速发展，《高等数学》课程教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网络发达的背景下，传统

的教学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大学数学课程教学的需要。微信作为新兴的网络通讯工具，具有语音交流、快速传播、相互分享

等特点，并已成为大学生日常沟通的必不可缺的工具。因此，基于微信平台下的学科教学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

课题。本文旨在研究如何将微信应用到《高等数学》课程教育当中，为大学数学的教学改革探讨新方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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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Wife 正在以其大范围的覆盖影响着我们整个社会的进程。在移动终

端方面，各类品牌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空前繁荣，在教师和学生群体中已基本普及，加之腾讯公司出

品的微信平台的强势崛起，它们将颠覆国内旧有的、落后的教学方式，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也将受到从未有

过的巨大挑战，碎片时间的学习得到空前重视，一个新的概念“移动学习”被提出。移动学习的相关研究

始于 1994 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无线局域网络研究项目随之，各国都对此展开了研究。英格兰公益大

学开展了以研究 WAP 在教育中的应用为主的研究项目；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进行了短信应用于教育教学的

研究；Palm公司在全美范围内开展的 PEP 项目，系统化的研究了手持式便携可接入设备。至今，在欧洲、

北美使用移动终端进行移动学习已经成为了教育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还在不断深入。鉴于此，通

过微信平台强大的终端功能和广泛的使用程度，将《高等数学》课程改革与微信平台相结合，充分利于互

联网资源和学生的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探讨提升教学质量的新方法，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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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数学》课程现状研究 

1.1 《高等数学》课程特点 

《高等数学》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之一，由于课程内容的较多，公式定理较多，课程内容较

抽象，公式定理难理解等问题，一直困扰学生学好高等数学这课程，从而导致学生的畏难情绪与日俱增，

挂科现象也日益严重，从而影响后期专业课的学习。这对于培养学生专业基础及后续专业学习不利。 

1.2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现阶段高等数学授课模式仍然以课堂面授的教学模式为主，而利用网络自主学习教学模式所占比例相

对较低。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日益丰富的今天，由于条件和经费等的限制，大多数高校的任课教师仍

然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事实上，国内开展移动学习研究也很早，清华大学 1999 年开始了人机交互与媒体集成的研究；目前

国内有北京大学在手持移动设备交互性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改善工作；南京大学的多媒体移动教学网络系

统等。可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使用移动终端和互联网技术的移动学习将日益成为教育的一个组

成部分受到重视，将是促进教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力。 

将时下被广泛使用的微信平台应用于新建本科院校《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中，通过微信各个方面的

功能：微信群组、朋友圈、微信公众号等来探讨如何将微信应用到高等数学课程教育当中，从而创新课程

的教学方式，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 基于微信平台下的高等数学学习特点 

2.1 微信平台的使用将高等数学课堂从课内延伸至课外 

对于学生而言，由于微信软件的即时性和互动性，所以将课堂从课内延伸至课外成为可能。又由于微

信软件使用的广泛性和及时性，学生群体不仅可以通过微信交流来沟通学习心得，也可以通过关注学习类

的公众平台接受高等数学知识。 

对于教师而言，微信不仅可以组建大学数学学习的群聊，在群内发布高等数学学习资料或者布置作业、

任务，而且教师间也可以通过组建教学群，进行教学问题的探讨。 

总之，通过微信平台，高等数学的学习课堂不仅仅是教室里的教与学，而是渗透在了日常生活的点滴

之中。课堂不仅仅是黑板，而是延伸到了手机上，同时也将碎片化的时间进行了充分地利用。 

2.2  微信平台的使用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传统的数学课堂往往是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而在微信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的参

与者，与教师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学生通过微信自主学习，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自由选择，不仅调动了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能让学生对数学学习的产生兴趣，从而锻炼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调动了学习

积极性。 

2.3 微信平台的使用将个性化教学成为可能 

利用微信平台的教学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教学方式更灵活，教学时间更自由，教学资源更丰富。

借助微信强大的声音，图片传输功能，不仅可以加快学生学习情况及时反馈给教师的速度。而且在此基础

上，教师可以适当的调整教学计划与进度，为学习程度不同的学生分别设计难度不同的个性化学习任务，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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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信平台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3.1 微信平台在教学模式中的应用 

基于微信平台的教学模式，主要将课堂内外进行互联互通，并且通过课堂内外学生的学习情况，对授

课过程进行优化，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现将微信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学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课前——网络基础学习阶段 

学习者根据教师提前发布在微信平台的教学资料进行先行学习的阶段。教师要准备相应的教学资源，

包括：下节课要讲授的教学内容，学习任务和学习内容。同时发布相对应的预习资源，包括：电子讲稿，

PPT,习题等。 

课中——课堂巩固提升阶段 

该阶段为传统授课的延拓。学生在网络基础学习阶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因此，教师在课堂授

课过程中只需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进行重难点知识讲解。同时有更多的时间与学生进行探究，让学生

对知识有个更深层次的理解，也是学生可以更高效的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 

课后——网络复习互动阶段 

课后环节是完成知识构建的过程，也同样重要。在经过前面两个环节的学习之后，学生已经基本完成

知识点的理解和吸收，在课后巩固环节，学生将要对本节的知识点进行全面反思和系统的总结，学生可以

利用微信测试模块查漏补缺，自我反思。根据教学进度和学生学习情况，微信学习平台也将定期推送重难

点知识、精题解析等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有些知识点学生可能遗忘，这时通过微信学习平台

重看微视频和微课件，以及精题收藏、错题再现等功能，彻底掌握已学知识。 

以上三个环节相辅相成，课前环节是基础，直接影响下面两个环节的实施效果。课中实现自主学习以

及知识点的举一反三，实现知识基本建构。课后环节学生查漏补缺，通过反思和总结建构已学所有知识的

联系，进一步实现完成知识的巩固。 

3.2 微信平台资源的建设 

（1）微信平台资源的制作与选取 

课前学生自主学习资源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进行获取。第一，教师根据课程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

提前设计与开发。第二，借助于其他高校的现有资源。很多高校、团队和个人都在网络上分享丰富的教育

资源，如众所周知的可汗学院、网易、“爱课程”等精品课程。     

总之，教师可以通过自己设计与开发或从对网络课程资源中选取有关的教学材料进行“二次加工”。 

(2) 微信平台的功能设计 

1、借助平台上传相关的学习资源供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 

2、借助平台实时发布课后作业供学生进行针对性练习，教师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进行批改，学生哪

里做的不对，可以及时告知学生，学是也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更正。 

3、设立学霸吐槽区，供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学生可以在此区域谈论自己的学习对学习的看法和学习

经验，甚至撰写学习心得体会等； 

4、设有“找老师”一栏，通过此栏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教师帮在线上为学生答疑。 

5、教师可以利用平台进行集体备课，集思广益，提高备课质量，从而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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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后同步辅导资源。以知识点为单位确定学习任务独立开发配套课后辅导资源，包括知识点讲解、

例题、同步练习和小结等内容的辅导资料，为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融入课堂，同时每一个学习

任务能够花少量的时间进行独立学习，让学生能够利用碎片化时间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7、配套习题。以高等数学知识点为出发点，开发配套的测试习题，以每个知识点必须最低配套多个

习题为原则，开发相对应的配套习题，供学生课后复习。 

8、建设高等数学课程试题资源库。通过丰富的习题、试题让学生的训练，强化知识技能，提升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这些试题资源库，不仅可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而且可以满足线下考试组卷功能

需求，形成课程试题库。  

9、搜集一些数学趣事、数学发展史、数学名人轶事，通过故事的方式提升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激发学习动力。 

4 结束语 

本文设计了基于微信平台下的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并在该教学模式下进行了试验，发现有以下

弱点：①有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控能力较弱，在微信学习过程中容易受其他外界因素影响，学习效果不

佳；②学生课前与课后的学习效果不佳，自学能力有待提高。 

 总之，基于微信平台下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培养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学能力，实现了传统教学与在线教学的有效结合。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

随着后期研究的深入，后期效果也会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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