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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MOOC开展在线教与学已成为“互联网+”时代高校师生参与课堂的重要方式。在线教学和在

线学习给高校师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研究生在线学习现状与需求,对不同高校的在读全日

制研究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并对收集的155份有效问卷进行了数据分析,深入了解在线学习现状以及在

线学习的具体需求。在此基础上,运用混合教学理论和生成教学理论构建了“同步直播教学、异步自主学习”

的教学模式,并针对该模式提出了四项实施策略:结合在线学习环境新形态,推动个性化学习发展;以任务驱

动为导向,重塑教学目标;创新教学设计,探索多元混合教学;优化教学支持服务,深化互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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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C是指大规模开放性在线课程,是“互联

网+”时代的教育变革的重要表现,也是近年来最热

门的一种教育方式。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我
国在线学习注册用户高达到2.32亿,其中,移动用

户1.99亿,占在线学习用户的85.8%[1]。高校严

抓“教、学、管、服、督”五个环节,依托各级各类在线

教学平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质量过硬的在

线教学活动,并采用多举措加强组织管理和多形式

质量监控,保障线上教学平稳、高质量运行[2]。在线

教育是以网络为介质的新型教育形态,创新了教育

的组织模式、教学模式、服务模式,构建了数字时代

的新型教育生态系统[3]。在线教学不仅考验着学校

的统筹指导能力,考验着教师是否能顺利实现课程

设计师和“在线主播”的角色转型,还考验着学生信

息素养和自律能力。关于在线教与学的研究与讨

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微观方面,主要是教

师胜任能力,包括在线教学指导方法和策略、新媒体

新技术应用等;二是中观方面,主要是建构模式生

态,包括居家学习和在线教学的模式、模型,在线教

学环境构建、在线学习机制和保障等;三是宏观方

面,主要关注教育改革发展等[4]。《巴布森报告》曾
明确指出在线学习已逐渐成为人们学习的重要途

径,但也存在信息过载、信息迷航等问题[5]。本研究

聚焦于居家在线学习的研究生,调研在读全日制研

究生在线学习现状和学习需求,并基于数据分析结

果,提出了高校在线教学的模式与实施策略。

一、基于 MOOC学习的挑战

高校在线教学通常会采用 MOOC的形式,鼓
励更多人参与学习。在线学习虽然有自我调节的灵

活性与适应性,但避免不了师生分离带来的各种学



习挑战。
挑战一:在线学习条件的层次不齐。在线学习

一般会客观条件的制约,如网络的通畅是开展在线

学习最基本的条件。由于研究生生源地大多来自不

同省市,不同地区,其社区信号、家庭网络情况都有

所不同。其次,学习终端也是影响在线学习的重要

因素。研究生在线学习使用最多的终端是手机和电

脑,如何利用现有居家学习条件,实现学习受益的最

大化是亟待解决问题。
挑战二:学习资源和平台的多选择性。一般情

况下,教师为了更好地运用 MOOC的优势,会向学

生提供丰富的优质学习资源,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

信息迷航的问题。虽然这种学习资源能够为在线学

习提供基本保证,但是研究生面对海量课程资源往

往会难以抉择,导致学习时长增加和学习压力增大。
此外,学习资源多集中在单一 MOOC学习平台,如
何保证 MOOC学习平台能提供稳定的技术支持和

容量支持,进行稳定流畅的在线学习也是研究生在

线学习面临的挑战之一。
挑战三:教学临场感处于浅层次水平。为了提

高研究生在线学习的参与度并产生有意义的讨论,
教师需要创设一个积极的讨论氛围,产生“教学临场

感”[6]。当前,我国现有的一些在线教学缺乏传统课

堂中的面对面交流和小组互动,其师生之间、生生之

间的讨论和认知水平还处于比较浅的层次上,学习

情况仍以表层学习为主。如何进行有效互动和有意

义的讨论、如何促进在线学习讨论,保持学生的学习

兴趣、动机以及提升学习参与度是目前研究生在线

学习面临的难点之一。
挑战四:个性化学习需求的难以实现。在线学

习一直以来强调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不少高校都

在深入推动以“自主学习”为主要特征的“学习革

命”。研究生自控力较高,并且普遍对在线学习的态

度是接受和欢迎,并积极主动配合教师 MOOC教

学任务开展各种形式的自主学习。但是,学生的个

性化学习更多是依托于 MOOC学习平台大数据的

支撑和个性化在线教育资源的保证,如何推动和实

现个性化学习一直是在线学习需要突破的难点。
新形势下,新技术、新方法为解决在线学习挑战

带来了契机。为解决上述挑战,本研究以高校师生

在线学习为切入视角,聚焦研究生学习现状和学习

需求,从学习者的背景资料、学习者对 MOOC教学

方式、安排和环境的选择与评价、研究生线上学习的

表现和困难、学习者对学习时长、互动、学习支持和

达成学习目标的需求等方面,设计并实施研究生在

线学习现状和需求调查问卷。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基础,了解高校 MOOC
在线学习教学现状与学生学习需求,重点分析研究

生在线学习状况,并为促进高校在线教学模式改革

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该研究通过“问卷星”展开网

络问卷调查。调查的时间是2020年3月20日至4
月30日,调查对象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高校、不同

年级、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共收回问卷155份,其中

有效问卷155份,有效率为100%。基于问卷调查

数据统计,研究对象性别以女生为主,占76.1%;专
业类别上,文史类占48%,理工类占52%,专业分布

较为均衡,符合调查需求。鉴于问卷内容主要为多

选题,本研究运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进行分析。在

教学方式和教学环境调查结果中,每道多选题的拟

合优度检验均呈现出显著性 (ρ=0.000<0.05),意
味着多选题各项的选择比例具有明显差异性,可以

通过响应率、普及率具体对比差异性,该问卷调查结

果能反映出目前研究生进行在线学习的问题和

需求。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高校 MOOC教与学现状

1.研究生 MOOC学习经验

总体上看,绝大部分学生是参加过在线学习活

动,有一定的在线学习基础。如图1所示,“没有经

验”即未参加过任何直播课程或在线平台课程学习

的研究生仅占1.94%,“较少经验”即参与过直播课

程或在线平台课程部分学习活动的研究生占13.
55%,“略有经验”即完整参与过1门直播课程或在

线平台课程学习活动的研究生占26.45%,“经验丰

富”即完整参与过3门以上直播课程或在线平台课

程学习活动的研究生占58.06%。高校研究生具备

一定的在线学习能力,教师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有效

开展多样化的在线教学。

2.MOOC教学临场感

教学直播、课程群和学习平台的使用的响应率

和普及率较高,说明该三种教学方式的混合使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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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生在线学习经验情况

在线教学实现的中坚力量。如图2所示,从线上教

学方式的调查结果中,普及率最高的两种教学方式

为:①直播形式为主,用互动软件补充课后利用微

信、QQ等交流讨论占比77.42%;②利用 MOOC
学习平台砺儒云、中国大学 MOOC等完成交流与

作业占比76.77%。

图2 MOOC教学方式的呈现

在直播教学中,教师主要通过共享屏幕、语音聊

天完成授课内容,对互动、现场发题等课堂活动的使

用率较低。其中,共享屏幕的响应率和普及率分别

为30.21%和85.16%,麦克风的响应率和普及率为

分别为30.66%和86.45%,评论区互动的响应率和

普及率分别为17.85%和50.32%。但是,互动等课

堂活动响应率和普及率较低,随机点名的响应率和

普及率分别为2.75%和7.74%以及现场发题的响

应率和普及率分别为0.69%和1.94%,如图3所

示,表明线上教学的“教学临场感”确实处于消极状

态。总体上看,MOOC教学已经常态化,但临场感

薄弱。

图3 MOOC直播教学中关键技术的应用

3.研究生 MOOC学习困难

虽然研究生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但在线

学习环境、课程任务、有效互动仍是研究生在线学习

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如何根据课程内容进行难

度调整,在现有条件下,实现教学的有效互动是高校

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研究生在线学习遇到多种困难,可以通过帕累

托图进行分析,帕累托法则认为,相对少量的原因通

常造成大多数的问题或缺陷。该法则通常称为二八

法则,即80%的问题是由20%的原因导致的,根据数

据统计,网速、学习环境、作业、课程难易和互动五个

因素占比82.98%,为主要影响因素,如图4所示。

图4 在线学习困难帕累托图

(二)研究生对 MOOC学习的需求

1.控制在线学习时长的需求

问卷针对研究生进行直播学习的时长进行了调

查,发现学习时长影响学生的专注力。数据显示,有

50.32%的研究生认为在直播课中间应该提供短时

间休息更能提高上课效果,有10.32%的研究生认

为在直播课中提供眼保健操练习更能提高上课效

果,以提高上课效率。在学习时长方面,有44.52%
的研究生选择每次直播应在30分钟至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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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7%的研究生选择了45分钟至60分钟,只有

18.06%的研究生认为每次直播可以是60到90分

钟,如图5所示。可见,研究生进行在线学习时,需
要合理控制学习时长,以保证学习的高效。

图5 在线学习时长需求

2.深化学习交互的需求

在线学习过程中,研究生无法进行更多地师生

互动、同伴互动,缺乏深度学习交互,容易产生学习

孤独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效果和满意度。
该问卷针对 MOOC学习平台的讨论区互动进行了

调查,鉴于相关题目为排序题,需要先对收集的问卷

数据进行异常值处理和重新编码,再进行频数分析

和描述性分析,最后进行排序,详见表1。数据显

示,重要程度最高的是在老师的话题下回帖(回帖内

容主要是赞同、鼓励)和提出不同意见(对别人的帖

子进行赞同、反对和鼓励等感情色彩的回复)。
表1 讨论区互动方式需求指标重要程度排序

降序 具体内容 响应 M D

1 在老师的话题下回帖 138 4.4131.182

2
回帖内容主要是赞同、

鼓励和提出不同意见
125 4.3361.459

3
对别人的帖子进行带有感情

色彩的回复很重要
119 4.1511.650

4
看到同学的帖子,激发自己

思考的,进行回帖
133 3.3911.966

5
回帖内容主要是经过

仔细梳理的观点
124 3.1291.672

6
根据老师的问题,

新开一个话题进行回答
116 2.9621.936

  3.在线学习平台学习支持的需求

学习支持是在线教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

素,也是实现在线学习的有效保证。学习资源和讨

论区是最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研究生对作业设计

有新要求,创新作业形式成为新趋势。问卷对在线

学习平台的学习支持服务进行调查,如图6所示。
数据统计显示,以课件、视频、音频、文献等为主的学

习资源占比90.32%,讨论区的占比47.74%,作业

的占比是29.03%,学习资源、讨论区、作业是多数

研究生认为在线学习中最有效的学习支持。同时,

65.17%的研究生每天平均完成每门课程需要1~3
小时,可见作业量也是教师进行在线教学时的考虑

因素。此外,47.74%的研究生认为作业的讨论与讲

解能够更好地促进学习。

图6 在线学习平台学习支持的需求

4.学习目标达成的需求

相比于获得优秀成绩,完成课程任务和学习到

技能是研究生进行在线学习的主要目标。但是不容

忽视的是,随着对人才科研能力的不断重视,研究性

知识也成为了研究生在线学习的必备技能。因此,
如何利用在线学习培养研究生的研究素养也是教师

在线教学时首要考虑的因素。鉴于在线学习的目标

相关题目是排序题,需要先对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

异常值处理和重新编码,再频数分析和描述性分析,
最后进行排序,详见表2。数据统计显示,研究生认

为学习目标中重要性排序普遍是:完成任务>学习

到技能>获得优秀成绩>获得研究性知识。研究生

课程任务和专业技能是在线学习的主要目标,但仍

需重视研究性知识和个性化的学习。
表2 学习目标达成需求指标重要程度排序

降序 选项 响应 M D

1
基本完成日常

课程学习
147 3.088 0.802

2 学习到技能 146 2.582 1.285

3 获得优秀成绩 141 2.340 1.133

4 获得研究性知识 136 2.213 1.007

四、“同步直播教学、异步自主学习”模式建构

现阶段,有效开展网络教学成为中小学、各高校

最紧迫的任务。宋灵青等人分析了影响教师在线教

学、学生居家学习的因素,根据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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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出了促进中小学学生学习质量提升的“教师—
家长—学生”共同体框架模型,并分析其发展阶段特

征和指导策略,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班级虚拟共

同体的“精准在线教学+居家学习”模式[7]。姜卉等

人在调研直播互动教学工具和教师访谈的基础上,
以“技术简易、即时反馈、互动交流、精细管理”四大

基本原则为依据,针对工科类学习构建了一种反馈

互动式在线教学模式[8]。
(一)模式建构

谢幼如等人在深入分析疫情防控背景下“停课

不停学”在线教学方式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线混

合多元教学:综合运用教学资源、教学平台、教学工

具和支持服务,混合多种形式教学活动的在线教学

方式[9]。生成教学要求教师以开放的心态面向学

生、接纳学生,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教
师与学生就相关课题进行平等对话,师生的交流互

动拥有时间和空间,最终生成精彩课堂[10]。本研究

基于混合教学理念和生成教学理念,依托平台和工

具,构建了“同步直播教学+异步自主学习”模式

(如图7所示),旨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在线教学和

MOOC学习平台的个性化支持,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和促进学生个人成长。

图7 “同步直播教学、异步自主学习”模式

  (二)模式解析

图7模式包含两大部分:基于在线教育理论的

“同步直播在线教学、异步自主学习”和在线学习环

境。这两大部分是密切联系的,尤其适用于教师的

在线教学和学生的线上学习。
1.同步直播在线教学、异步自主学习

异步自主学习主要发生在课前和课后。自主在

线学习主要通过与设计者精心准备的数字化学习内

容的交互来完成既定目标的学习[7]。课前教师可以

通过 MOOC学习平台发布《自主学习清单》,明确

学习内容、学习目标、课堂形式预告和学习任务,分
享慕课、微课、优课等课前学习视频,学生还可以根

据教师提供的多媒体课件、实验工具和虚拟仿真等

学习工具进行学习准备。课后学生通过 MOOC学

习平台完成作业、实践项目和测验等。
同步直播在线教学,指的是教师在课中可以利

用钉钉、腾讯课堂、Zoom、CCtalk等可以进行直播

互动的平台,例如采用“语音+课件”直播的方式,讲
授教学重难点,并采用连麦、讨论区或课程群等方式

与学生进行在线实时互动,及时掌握学生动态。
2.在线学习环境

在线学习环境涵盖了整个学习准备和学习过程

的条件需要,网络接入条件、学习平台和直播工具等

在线支持服务为在线教学方式提供了技术支撑。学

生居家学习要求学生善于自主学习。学生作为学习

的主体,教师要根据总体教学目标,结合学生学习条

件和需要,制订具体合适的学习目标。学生需要掌

握多种学习工具的使用,具备自主制定学习目标、自
我管理、自我监控、自我评价等能力。
3.任务驱动、学习互动、多元评价贯穿学习全

过程

在课前、课中和课后都需要任务驱动、有效互

动、多元评价来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课前,教师发

布学习资源和任务,学生完成任务并在学习平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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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回帖,提出学习中的疑问和学习需求,教师可以通

过课前互动改进教学设计。课中,教师可以利用

wiki等在线协作工具引导学生进行线上小组合作

完成课堂练习,教师和学生可以直接通过直播连麦、
讨论区进行交流,保证互动的时效性。课后,学生完

成作业提交,线上测试等,在学习平台交流分享学习

所得。整个过程采用量化分析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

评价方法,平台跟踪记录着学生学习的过程性数据、
交互数据、结果数据等进行量化分析,教师可以综合

评价学生的学习成就,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自评与

互评形成多元化评价。

五、在线教学实施策略

上述模式是一个符合高校在线学习情况的新型

教学模式,需要在线学习环境、教师教学设计、学习

平台等多方协同。基于构建的在线学习模式,结合

高校师生教与学现状和需求,本文提出进一步的模

式实施建议。
(一)结合在线学习环境新形态,推动个性化学

习发展

目前,MOOC学习平台良莠不齐,在线教学中

仍存在学习体验感不足、学习交互不够,缺乏对学习

者学习成长的记录和教学评价不到位等问题。为

此,不少研究者进行了解决策略的尝试,包括运用数

字徽章进行在线认证和课程评估[11],通过构建大数

据环境下在线学习者画像实现针对式教学等[12]。
此外,卢文辉聚焦于现有平台的不足,结合人工智能

和5G技术,构建了集云教学、云学习、云社区、云管

理于一体的智适应学习平台[13],通过VR和AR引

导下的沉浸式学习,实现了学习资源、学习路径的个

性化推荐和智能化的数据分析[9]。因此,为了更好

地开展在线教学,实现个性化学习,教师不应局限于

单一线上教学平台,尝试应用新型学习环境,从教学

评价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升学生的学习专

注度,最终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
(二)任务驱动为导向,重塑教学目标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要推进“四个回归”,把
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为更好保持学习专注度,力求培养高层次人才,
在线学习应以任务驱动为导向,利用人工智能等技

术,创设虚拟的问题情境,围绕学习任务展开学习,
以任务的完成结果检验和总结学习过程等,提升学

习积极性,学会主动建构探究、实践、思考、运用。在

线教学应该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以任

务驱动为导向,在坚持教学目标全面性的基础上,又
要保证教学目标的易操作和全面性,不仅强调在线

学习中网络课程中的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掌握,
更加强调研究性知识的传授与获得,适当增加在线

网络课程的学习深度,尽可能帮助学生提升研究素

养,培养其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使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的技能。
(三)创新教学设计,探索多元混合教学

调查发现,以协作学习为代表的教学活动与作

业是影响在线深度学习质量和成效的主要因素之

一。在协作学习研究方面,李海峰等为实现在线深

度协作知识建构的连续发展,构建了“面向问题解决

的在线协作知识建构”模型,探索出了一种以问题解

决为导向、学习支架为支撑、行为组织为保障的涟漪

拓展探究法策略[14],这为在线教学的活动组织与开

展提供了借鉴依据。此外,在线学习的组织不能照

搬正常班级课堂教学方式、时长和教学安排,应创新

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和作业形式,在满足基本学习需

要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保持愉悦

的在线学习氛围。
(四)优化教学支持服务,深化互动学习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

赋能效用、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倡议书》中倡议,开放远程办公、视频会议服务和AI
教育资源,助力办公远程化、教育在线化。人工智

能、5G和大数据等学习分析技术赋能教师和学生,
实现教师精准教学与学生自适应学习。在此背景

下,刘述等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在线学习平台视频播

放组件的基础上,强调以视频控制操作功能为主体,
并融合了知识境脉呈现、师生交互、内容管理、学习

评价等各类组件(部分组件在视频播放几秒后会自

动隐藏),以实现教、学、测等活动的有机整合[15]。
此外,张婧鑫等在构建社会临场感影响因素模型和

在线学业预警模型的基础上,得出同伴交流、课程进

度安排合理性、自我调节学习、与教师交互及学习动

机最能解释学业成绩的结论,并从结构化、支架、辩
论和角色扮演提出提升社会临场感策略[16]。这些

研究为优化在线教学支持服务提供了多样化的互动

形式,更加强调了社会临场感。

六、小结

教师进行在线教学,研究生凭借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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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居家学习方式获取知识。虽然在线学习面临传统

教学中没有的挑战,但在线教育理论的发展和人工

智能、5G、大数据等技术都为教学活动的组织提供

了有效的技术支撑。为确保在线教学的质量,教师

应将现阶段在线教学和教育信息化的长远发展有机

结合,在充分考虑研究生在线教学的差异化、个性化

学习需要的基础上,将在线教学模式融入课堂实践。
从教学环境、教学目标、教学方式和策略以及教学支

持服务等方面展开,丰富在线学习的形式,以推动在

线教育教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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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nlineTeachingModeandImplementationStrategyofMOOCat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

Basedona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anddemandsforonlinelearningbyfull-timepostgraduates

WANGDongqing,PEIWenjun,LUOLiqiang,RENGuangjie

(SchoolofInformationTechnologyinEducation,SCNU,Guangzhou510631)

Abstract:OnlineteachingandlearningbasedontheformofMOOCshasbecomeanimportantwayforteachersandstudentsto

participateinclassroomteachinginthe"internet+"era.Infact,thewayofonlineteachingandlearninghasbroughtsevere
challengestocollegeteachersandstudents.Thisstudyfocusesonthecurrentsituationofandthedemandsforonlinelearning
bypostgraduates.Basedonanonlinequestionnairesurveyonfull-timepostgraduatesatdifferentuniversities,theauthors
analyzethe155validfeedbacksforadeeperunderstandingoftheonlinelearningstatusquoandthespecificneedsofcollege
studentsforonlinelearning.Basedontheanalysis,theauthorscreateateachingmodelfeaturing"synchronousonlineteaching
livebroadcastandasynchronousautonomouslearning"withtheapplicationofthemixedteachingtheoryandthegenerative
teachingtheory.Furthermore,theyproposefourmeasurestoimplementthemodel,i.e.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
individualizedlearninginthenewformofonlinelearningenvironment;toreshapeteachingobjectiveswithspecifictaskasthe
leadingdrivingforce;toinnovateteachingdesignsoastoexploremultiplemixedteaching;andtooptimizeteachingsupport
servicesanddeepeninteractivelearning.
Keywords:universityteachersandstudents;onlinelearning;learningstatusquo;learningneeds;teaching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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