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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interac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Reasonable and promptly
interaction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eachers are the designers and leaders of teaching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mixed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combine various interactive method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guidance in tim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teractio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he paper analyzes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action of mixed teaching based on SPOC, establishes the interaction
model, indicates the interactive strategi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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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学交互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合理及时的交互可以提高教学效果。教师是教学交互的设计
者、主导者，在混合教学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各种交互方式，及时为学生提供学习指导。本文分析基于
SPOC 的混合教学中线上、线下交互过程，建立交互模型，设计交互策略，分析交互过程中应注意的问
题，以提高教学交互质量，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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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互可以理解为交互主体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并能引起对方的行为、性质、存在方式、价值观等发
[1]
生变化的任何过程。 教学交互是一种发生在学生和学
习环境之间的事件，包括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也
[2]
包括学生和各种物化的资源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作用 。
教学交互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交互形式、交互频率、
交互质量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随着各大在线教学平台的兴起，基于线
上教学平台的混合教学模式在越来越多的课程中采用。
在混合教学中，教师在教学平台构建学习资源，利用
各种线上教学工具对学生进行辅导，监控学生学习情
况；学生利用线上学习资源自主学习，使用各种工具

进行讨论交流。因为很多传统教学中的知识点的讲授
任务转移到了线上，混合教学中的线下课堂教学与传
统课堂教学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在线下课堂的
教学任务不再是知识点的讲授，而是利用讨论、分组
项目协作、测试等各种方式了解学生实际学习情况，
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
在混合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以师生课堂上同步
交互为主的交互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演变为线上、
线下的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学生与学习内容交互、
教师与学习内容交互等多种交互类型并存，同步、异
步交互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交互。利用线上教学平台
和各种沟通工具，师生、生生之间的交互距离大大拉
近，交互频率明显提高。教学平台记录了大量的交互
数据，教师能够根据交互数据对学生学习状态、学习
效果进行分析，做出教学决策，改进教学资源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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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 混合教学中的交互模型
在混合教学中，教学过程根据教学内容、教学进
度划分为若干教学单元，每个教学单元包含一个学习
章节，或持续一段固定的教学时间。每个教学单元包
含线上课堂、线下翻转课堂两个阶段。每个教学阶段
都存在多种类型、多种形式的教学交互，交互模型如
图 1 所示。因为每个教学阶段的侧重点不同，采用的交
互方式和策略也不相同。

和答疑，提高学生参与度，使讨论和答疑更具时效性。
在教学单元结束阶段，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发布测
验、学习调查，分析学生学习数据、讨论情况、测验
成绩和学习调查结果了解学生学习进度、学习效果，
根据学生情况设计线下课堂内容和活动，根据学生反
馈调整教学方式、教学资源，对未完成学习任务的学
生督学，使学生达到课程基本学习要求。
在整个混合教学流程中，教师利用教师-学习内容
交互构建教学内容，设计交互内容和交互方式，通过
观察线上学生-学习内容交互、师生交互和生生交互，
对线上学习资源进行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并设计线下
课堂交互活动，形成多种形式交互交叉迭代。

2.2.

图 1 混合教学交互模型

2.1.

线上学习阶段

线上学习阶段由自主学习和线上课堂两部分组成。
在开始教学活动之前，教师首先要分析学情，根
据教学目标构建线上教学资源，包括学习视频、PPT、
文档、作业等。这一部分交互是教师与学习内容之间
的交互，交互过程简单。教师在设计学习内容时，要
同时设计适当的学习活动，即学习过程中的交互内容，
例如线上讨论话题、投票、测验等，利用高质量交互
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知识建构水平和学
习质量。
教学资源构建完成后，教师发布教学公告，布置
学习任务、学习要求。学生根据教师要求开始自主学
习，与学习内容之间进行交互，包括观看教学视频、
阅读学习资料、完成作业等。
为了保证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在
学生开始自主学习时，线上的师生、生生异步交互也
同时开始。教师在线上发布与学习内容相关的主题讨
论，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自主参与。学生利用讨论
区、课程群讨论各种学习问题。教师对讨论内容进行
管理、评价，并及时回复学生各种问题。
除了异步交互以外，线上学习过程中也可以进行
同步交互。随着近两年各种直播平台的快速发展，学
生对直播的接受度高，参与直播互动的积极性也较高。
部分教学平台开发了直播功能，教师通过直播可以实
时与学生交互，为学生讲解教学重难点、答疑解惑，
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情况。教师也可以根
据课程运行情况，规定时间在线上进行实时主题讨论

线下翻转课堂阶段

学生完成线上课堂学习任务后，对教学内容已基
本掌握，进入线下翻转课堂阶段。在线下翻转课堂中，
教师对线上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梳理重难点，
通过组织小组活动引导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
在线下翻转课堂阶段，所有师生、生生交互为同
步交互。因为课堂上不再讲授知识点，所以以教师为
主导的单向交互大大减少，教师大部分教学工作转变
为参与、观察学生活动，了解、评价学生学习情况，
与学生讨论交流。虽然线下翻转课堂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一般只占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学时，但这一阶段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创造力、团队合作能力，是
引导学生达到课程高阶要求的重要阶段。
目前一些教学平台也提供线下课堂的实时交互工
具，例如课堂选人、抢答、投票、实时讨论、投屏等。
这些交互工具可以方便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手机与学生
开展各种活动，同时也记录交互数据，为教师提供更
精确的教学参考。

3. 交互策略
在混合教学中，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学习内容
交互等各类交互的参与性和交互频率都比传统教学有
较大提升。采取积极的交互策略，营造良好的交互氛
围有利于促进各类交互，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保证学习质量和学习满意度。

3.1.

提高学习内容交互频度

在混合教学中，学生-学习内容交互自主进行。学
习资源的难度、趣味性、时长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
果。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根据学情设置稍高于
学生学习能力的教学内容，既能保证一定的高阶性，
也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成就感、获得感，激发学
习兴趣。因为高频率、短时长的交互更能吸引学生兴
趣，所以教学视频时长控制在 10 分钟左右或更短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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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根据知识点尽量将教学视频拆分成小段，并在视
频播放过程中加入与视频内容相关的少量测验题，使
学生始终与学习内容保持较高的交互频度，减少刷视
频现象。
教师与学习内容的交互是混合教学交互过程中最
早进行的交互，教师建立教学资源后，在学生学习过
程中还应根据线上、线下课堂师生交互中发现的问题，
针对学生能力、需求和学习状态修改完善学习资源，
补充学习资料，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3.2.

保持异步交互时效性

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处于权威地位，学生必
须服从教师的管理。而线上学习虽然拉大了师生之间
的物理距离，但因为线上学习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学习氛围更加宽松，师生之间心理距离反而拉近，学
生交互意愿、交互频率明显高于传统课堂。在线上交
互过程中，大部分师生、生生交互是异步交互，存在
一定时间的延迟。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参与的讨论，
教师快速的响应不仅能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学习问
题，促进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对班级其他学生也能
起到鼓励示范作用，促使学生更积极的参与各种交互。
由于学生在生活中更习惯于利用各种社交工具例如 QQ、
微信交流信息，在进行交互时可以将教学平台的讨论
区与社交媒体结合使用，进一步提高交互时效性。

3.3.

提高生生交互积极性

而在线上学习过程中，生生交互比传统课堂更加
自由，学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学生适应线上
学习的基本流程后，学生在教学平台和社交工具中的
相互交流频次明显增加，不善表达和内向的学生能通
过网络提问和发表观点，学习较好的学生乐意帮助同
学解决各种问题。教师可以对积极参与讨论和帮助同
学的学生给予奖励，或者设置学生助教，鼓励生生互
动，逐步引导学生成为课程讨论区、学习群中的交流
的主体，创建深层次互助探讨的学习氛围。
线上互评活动是同伴学习中的一种交互策略，学
生通过互评工作对同学进行指导和评价。通过在课程
中组织多次互评活动中发现，学生对担任导师角色，
拥有评阅权利感兴趣，大部分学生认真检查同伴作业，
公正指出存在的问题并评分。在同伴指导过程中，作
为导师角色的学生需要对所学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
才能针对同伴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学生在互评过程
中遇到问题也会更积极的讨论、思考，或主动从教师
处寻求帮助，从而发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忽略的问题，
进一步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为了保证互评
活动公平，教师应提供详细评阅标准，设置互评时评
阅者和被评阅者互相隐藏身份，及时回应评阅争议，
使互评活动能健康持续进行。

3.4.

设计线下课堂交互内容

在混合教学中，线下课堂的主要任务包括两方面：
一是帮助学生解决线上学习中的问题；二是引导学生
对所学知识进行综合运用。
在教学资源设计阶段，教师就要根据教学内容预
先设计线下课堂的小组活动任务。小组任务应是综合
性、创新性内容，难度和工作量应高于线上学习任务，
学生经过查阅资料、讨论、协作能完成。在布置学习
任务时，小组活动任务与线上学习任务一同布置，使
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完成。
在线上学习阶段，教师要观察分析线上学生与学
习内容交互、师生交互、生生交互中出现的问题，归
纳整理在线下课堂讲解的内容。在线下课堂活动中，
教师要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小组任务时遇到的问题，选
择优秀项目、有共性问题的项目进行展示、讨论和点
评。
因此，在每一个教学单元，教师需要在布置学习
任务之前和线下课堂上课前进行线下课堂的内容和交
互设计。积极、热烈的线下课堂交互能进一步提升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促进更多学生达到课程高
阶教学要求。

3.5.

加强交互监督管理

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教师应对学生交互进行
及时的监督管理。由于学生性格不同，学习能力不同，
在交互过程中会存在少数沉默者和边缘人。教师可以
根据教学平台的交互数据及时发现这些学生，鼓励学
生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参与互动，逐步转变学生不良
学习习惯。
另外，也有少数学生为了提高教学平台记录的学
习数据在讨论区发布水贴，为了应付学习任务刷学习
视频，抄袭作业。教师应该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例
如对水贴扣分，在学习视频中间加入测试题，严惩雷
同作业，促使班级中形成正向、有益的交互氛围，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引导学生逐步进入深层次学
习。

4. 实施效果
本交互模型 2018 年在本校《大学计算机基础》课
程混合教学中广泛使用，线上自主学习、线上课堂与
线下课堂学习时间比例为 1:1:1。学生在教学平台自主
学习，教师发布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在线上进行讨论
交流，利用定期直播与学生实时沟通，观察学生交互
过程并进行监督。在线下课堂，教师对学生学习中的
重难点进行讲解，开展课堂讨论和测试，检查学生学
习效果。2019 年，课程混合教学中进一步完善交互策
略，在每一章增加线上主题讨论内容，要求学生全体
参与，引导学生自主查阅资料和思考，在综合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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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展生生互评活动，促使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回顾
和思考。在线下课堂中开展 PBL 项目小组活动，学生分
组完成项目并在线下课堂展示，教师点评并进行小组
互评，线下课堂学生反应热烈。采用混合教学交互模
型并完善交互策略后，两年的期末考试成绩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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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实践，可以看出本交互模型和交互策略能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混合教学过程中的各类交互活
动，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推广到其他混合教学
课程中。
本交互模型在实施时，需要教师全过程积极参与，
并且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教
师进行交互设计，观察并引导学生进行各种交互的工
作量非常大，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教学平台虽
然记录了大量交互数据，但对数据的分析工作主要依
靠教师手工进行。如果使用人工智能对交互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为教师推送分析结果，将减轻教师工作量，
使教师专注于交互内容和交互活动的设计，将取得更
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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