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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视野下
文献检索课的阶段式多轨教学模式探索
郭乐 1，向陈 2，王平南 1，杨军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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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献检索课是信息素养教育的代表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意义重大。以本科生作为教学改革
研究对象，将文献检索课教学内容分为 3 个教学阶段：基础理论、实践操作和综合利用。再因材施教，
因教施法，对多种模式进行整合，并嵌入文献检索课翻转课堂中的多轨教学模式，进行文献检索课的教
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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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Stagewise Multi-Track Teaching Mode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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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brary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2.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Utiliz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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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course of information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of this cours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set undergraduates as research
subjects of teaching reform, and divided the contents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into three teaching stages:
basic theories,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It also taught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applied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contents. This study integrated
multiple modes, embedded multi-track teaching mode of flipped classroom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 with a
purpose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Key words: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gewise multi-track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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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人类的教育方式发

需要不断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发展，在教育理念、教

生了巨大变化，顺应信息需求而生的信息素养教育

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上进行创新。1989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将信息素养定义为：需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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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信息的能力 [1] 。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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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已引起世界各国日益广泛
的重视。现在，信息素养已成为评价人才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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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标之一[2]。
我国教育部非常重视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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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5] 。从教学实践上看，该模式并
不是颠覆其他的教学模式，与其他模式理念并无冲

信息素养，分别于 1984 年、1992 年、1998 年发文

突，而是对其他教学模式起到引领与主导的作用。

要求高等院校开设“文献检索利用”课程。文献检

3 文献检索阶段式多轨教学模式构建

索课也一直作为信息素质教育的代表课程。现代信

3.1 基础理论教学阶段

息技术的发展，对文献检索课的教学改革提出了迫

3.1.1

切要求，它的教学改革影响着信息时代对大学生创

要采取以“教师”为中心的 LBL 及 CBL 结合的多

新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要求，因此，对文献检索

轨教学模式。此阶段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和掌握

课教学改革探索意义重大。本文试从不同教学内容

理论。通过对文献检索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检索

及创新能力的培养角度，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

技巧，及数据库的基本结构、使用方法等内容的学

探讨切实有效的文献检索多轨教学模式的应用。

习，使学生了解课程的学习目的，掌握检索知识。

1 文献检索教学模式概述

教学模式的理论探索

基础理论教学阶段主

LBL 是典型的以授课为基础的传统教学模式，

目前，高等院校对文献检索的教学模式的研究

在讲授基本理论知识时，它能够发挥讲解的系统性

集中在：基于案例的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

强，传授的信息量大，对基本概念的讲授较深刻、

CBL）、基于问题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全面，易理解等优势 [6] 。虽然文献检索课是一门实

PBL) 、 基 于 团 队 的 教 学 法 （ team-based learning,

践性很强的课，但若教师不系统讲授理论知识，会

TBL）、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嵌入式教

造成学生缺乏对文献检索理论知识的系统掌握，进

学 法 及 近 年 来 兴 起 的 翻 转 课 堂 教 学 模 式 （ flipped

而影响对实际检索技能的培养 [7] 。为增加教学的趣

classroom）[3-4]，且多数研究都应用于医学专业的文

味性与有效性，LBL 合并同样以“教师”为中心的

献检索教学中。这些模式均从建构主义角度探索文

CBL，通过典型案例的教学，让枯燥的概念讲解变

献检索的有效教学模式，C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模

得有趣且易理解，学生有效地掌握文献检索的方法

式（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相似，均以“教

和技能，明确文献检索的学习目的及意义。

师”为中心，而其他模式则以“学生”为中心。
2 阶段式多轨教学模式

案例素材来源于查新部门的查新项目。所谓科
技查新指的是通过文献检索，对查新项目的新颖性

阶段式多轨教学模式是一种依据教学大纲，分阶

进行查证。可见文献检索是实现科技查新的必要和

段安排教学内容，通过多种教学模式整合，嵌入翻转

充分条件，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8] 。查新项目

课堂的“整合嵌入”式多轨教学模式。本文拟将其他

案例一般较典型、新颖且专业性强，作为案例可起

教学模式加以整合，嵌入翻转课堂，从而形成“整合

到调节课程趣味性、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知

嵌入”式多轨教学模式。本文研究的教学对象为本

识的内化作用。

科生，依据文献检索教学大纲将整个教学内容分成

3.1.2

3 个阶段，即基础理论教学阶段、实践操作教学阶

嵌入翻转课堂前期课堂外的知识传授方式中，将文

段和综合利用教学阶段，再因材施教，因教施法，

献检索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检索技巧及案例等合

对多种模式进行整合，并嵌入翻转课堂中的多轨教

理组织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如 PPT），并将教师制

学模式。这种模式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对教学的影

作的多媒体课件及讲解过程自行制作相关视频，通

响，灵活应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各种教学

过自学进行前期基础理论的自我学习或者从慕课中

方法的优点，使教学效果最大化。这种综合性教学

挑选合适的课程，通过信息技术视频课程的辅助及

模式符合当前本科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课堂外自学，完成学生基础理论的教学任务。

独立思考能力、协作能力及创新能力的教学目标。

3.2 实践操作教学阶段

“整合嵌入”多轨教学模式的模式基础是嵌入

3.2.1

教学模式的实现方法探索

教学模式的理论探索

将此阶段的模式

实践操作教学阶段主

翻转课堂，该模式起源于美国，但却快速地影响着

要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此

全球教学模式的革新。翻转课堂的核心是重新调整

阶段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熟练掌握各种具体的操作。

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主动权由教师转移给学

通过针对常用搜索引擎、中外文图书资源库、中外

生，它是建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结晶，强调教学中

文期刊资源库、特种文献资源库、引文数据库等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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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及专业性的资源库进行具体操作，帮助学生掌

法，其优点是增强团队合作，提高学生交际能力，

握不同数据库的操作特点与技巧。

利于学生相互合作和共同提高 [11-12]。综合利用教学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教师通过设置隐含着所要学

阶段使用这 2 种教学法，通过对专业相关课题的查

习的操作技巧的一个或几个任务，学生在强烈的任

新、循证医学的检索、综述及毕业论文的写作、文

务动机的驱动下，积极主动地应用学习资源及教师

献管理软件的使用等进行问题设置，发挥学生的团

帮助，找出完成任务的方法，最后通过完成任务而

队合作精神，通过解决问题掌握文献信息的快速获

[9]

实现对所学知识的建构 。文献检索的操作教学，
在学生均具有较好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数据库的检
[10]

取、信息分析利用能力和知识探究创造能力。
问题的设置来源于各专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利

毕业论文是研究生学习的总结，而且每年研究生的

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可发挥学生在任务的驱动下独

毕业论文都会体现相关专业领域一些新进展或科研

立思考与自主探索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动态，同时产生一些创新的研究课题。使用学校专

学生通过具体的任务找出各种检索工具的操作特

门建立的本校各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库设置文献检

点，内在的联系与共同的规律，在任务中全面锻炼

索综合利用的问题。例如“通过三大中文数据库的

学生的实际检索操作能力，完全掌握操作技巧。

检索与分析，了解中风在中医药治疗方面的研究热

索功能趋于相同化和智能化的特点的基础上

主要是根据数据库的具体操作给出任务，例

点与趋势，并提出自己的创新研究课题”问题，可

如：利用 PubMed 数据库查找肿瘤的主题词。利用

以帮助学生通过相关专业研究主题的探索，进行文

具体且精炼的任务设置可起到驱动学生学习的主动

献信息的检索与利用，从而提高学生的参与兴趣与

性与自行建构知识的作用，引导学生举一反三。

文献检索的实际应用能力。

3.2.2

3.3.2

教学模式的实现方法探索

将此阶段的模式

教学模式的实现方法探索

将此阶段的模式

嵌入翻转课堂的实践操作知识内化的课堂互动方式

嵌入翻转课堂的综合应用知识的内化的课堂互动方

中，通过制作针对数据库操作的任务习题集，利用

式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课堂上进行组内讨论并

多媒体教室网络在线数据库或模拟数据库进行操作

分配角色，针对问题找寻高质量的解决方案，教师

实践，同时与老师进行课堂咨询与讨论。学生课上

全程指导并参与讨论，课后教师通过在线辅导平台

时间基本能完成任务，若完不成，课下作为作业继

给予指导与咨询，针对相关问题，学生撰写文献信

续练习，课后利用信息技术中的在线辅导平台，例

息分析研究报告，制作多媒体课件，推选代表，课

如 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台、微信平台、QQ 平台

堂讲述该组所有成员的工作分配，团队实践过程中

等，教师在教学平台中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师

的检索利用方案及问题解决的具体感受等，并让其

生互动，共同探讨，同时可以跟踪学生的学习进

他小组给予评价，通过小组间的互评充分交流经

程。学生每周提交任务习题集，教师审阅后在课堂

验，最后由教师点评。课堂总结之后，教师还需要

或平台上给出总结。

将主题中涉及的重要原理精心提炼出来，课后利用

3.3 综合利用教学阶段

信息技术“微课”的形式进行总结式发布，指导学

3.3.1

教学模式的理论探索

综合利用教学阶段主

要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 PBL 及 TBL 多轨教学

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4 结语

模式。此阶段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理论与操作的综合

文献检索是一门典型的实时更新的方法学课

利用。前期学习的文献检索知识与操作技能，通过

程，因此整个教学阶段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或统一

对专业课题的查新、循证医学的检索等内容的涉

的教学模式均无法将每个阶段教学的优势体现出

及、进行文献检索与信息分析的综合利用，使学生

来。阶段式“整合嵌入”的多轨教学模式基于对当

灵活利用文献检索解决问题。

代教育最具影响的建构主义理论，嵌入现下最新兴

PBL 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1969 年由美国

的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符合现代文献检索课程的

神经病学教授 Barrows 首创，目前已成为国际上较

阶段化与实践为主的特色及我国对创新人才培养的

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

要求，是一种继承创新的教学模式的尝试。

养，学生通过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过程，达到对知
[7]

识的理解和掌握 。TBL 是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

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为阶段式“整合嵌入”
的多轨教学模式提供了实现的基础。通过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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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及团
队协作能力，逐步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提高学生
信息获取、信息评价与信息利用的能力，使之成长
为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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