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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and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to construct a micro-teaching 

ecosystem. The micro-teaching ecosystem should include curriculum platform construction, teaching method reform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feedback. During the epidemic, relying on the cloud class platform to build a curriculum 

teaching ecosystem, carry out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various teaching activities on 

the final grade, and found that homework and tests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final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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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移动互联网及在线教学平台的发展为构建微观教学生态系统提供了可能性。微观教学生态系统应包括课程平

台建设、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评价反馈。疫情期间，依托云班课平台构建了课程的教学生态系统，开展了教学

活动，并定量分析了各项教学活动对期末成绩的影响，发现作业和测验对提高期末成绩有明显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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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大

班授课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教学模式

难以照顾大多数学生，更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因此需

要进行改革创新。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翻转课堂、

合作学习等应运而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很难

在所有课程推广。因此，需要进一步构建基于单门课

程的微观教学生态系统，以便推广到所有专业课程，

而移动互联网及相关软件平台的发展为微观教学生

态系统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在线课程平台建设、在

线研讨、分工合作、知识分享等使得教学活动不再局

限于教师的单向输出，学生也可以参与到知识分享乃

至知识创造中来。根据初步构想，构建基于移动互联

网的微观教学生态系统，如图 1 所示，包括三部分：

课程平台建设、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评价反馈。平台

建设是物质基础，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评价反馈都应

基于教学平台展开，全方位的教学评价反馈机制有助

于客观地判断教学效果，收集学生意见，以对平台建

设和教学方法改革进行调整，从而取得更佳效果。 

 
图 1 微观教学生态系统三要素 

新冠疫情强化了这种微观教学生态系统构建的

必要性。始于 2019 年末的新冠肺炎，具有极强的传

课程平台建设

教学评价反馈教学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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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性，目前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确诊人数触目惊心，

且没有特效药。2020 年上半年，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

措施，停工停学。但也不能让学生们一直不上课，全

国各类学校都开展了在线教学。这几年快速发展的在

线教学平台，如中国大学慕课网、雨课堂等迎来了巨

大的发展机遇，老师可以选择这些平台上已经建成并

投入使用的在线课程资源，申请使用这些在线资源建

立同步或异步 SPOC，或者自行建设在线课程、或开

展直播教学。没有申请到课程资源、或不愿意采用已

有资源的老师，可以考虑采用直播的方式或自建课程，

或者二者结合。目前的教学软件平台和社交软件并用，

配合教学方法上的改革，构建立体化的教学生态系统，

可以有效解决自建课程的在线教学问题。本文通过对

2020 年上半年在线混合教学开展情况阐述微观教学

生态系统的构建。 

2．教学方法改革 

2.1 翻转课堂 

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讲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在

大班授课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因材施教。而借助现代

技术手段，运用反转课堂则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通

过将学习环节前移，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在课前完成

自学环节，发现问题，课堂上有更多时间是用来答疑、

练习和讨论。近年来，翻转课堂以其特有的优势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既有老师付诸实践，也有不少老师进

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技术的发展为翻转课堂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已经普及，大学生都有

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各种在线教学软件平台和各

种视频录制软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老师们可以轻松

地录制教学视频，并将视频和其他学习资料一起传到

课程平台上；微信、QQ 和钉钉等社交软件的群功能

为课上课下的教学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2.2 工作坊 

20 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开始在都市计划中引入工

作坊，为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提供交流探讨的机

会，以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课堂上，也可以借鉴

工作坊的形式，由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就某个问题

进行分组讨论。在学生探讨过程中，老师需要到各个

组进行巡视，看看讨论的情况，必要时也可以介入一

下，但必须让学生们自己解决问题。估计时间差不多

了，就结束小组讨论，改由每一组派出代表分享小组

的讨论结果，或者让各组展示自己的作品。在线教学

过程中，也可以组织分组讨论。 

3．课程平台建设与使用 

3.1 教学软件的选择 

首先，对比了学校建议的中国大学慕课网、雨课

堂、学堂在线、智慧树以及云班课（原蓝墨云班课）。

感觉云班课功能基本齐全，除了可以按照章节上传课

件、视频和其它学习资料以外，还有签到、讨论、测

验、问卷、作业等功能，也可以通过举手、手动选人、

随机选人和抢答等活动组织课堂互动，并且可以记录

学生参与学习情况，给出相应经验值，以便学期末评

定平时成绩。软件界面比较简洁，操作简单，学生只

需下载手机客户端就可以使用，于是确定选择云班课。

然后建立 QQ 群或钉钉群，邀请学生加入，用群直播

的屏幕分享功能上课。腾讯会议也可以，只是每次需

要提前申请并将会议通知发送给学生，略显麻烦，更

适合不定时的讲座。 

3.2 在线课程建设 

首先，在云班课开设课程，把课程号发给学生，

学生使用学号姓名进入课程。第二步，设置章节，为

后续上传课件等学习资源以及开展课堂教学作为准

备。第三步，将课件、视频等资料按照章节分组上传。

除了课件以外，还可以把每一章的重要知识点录成小

视频，上传到资源部分。第四步，建设试题库，按照

章节导入选择题，再按照章节生成测试题；第五步，

设置每章的作业，可以选择分组或不分组。也可设置

学生提交或活动结束后可查看答案，作业的批改可以

由教师完成，也可选择助教、学生互评或组间互评，

也可以组合使用评分方法。  

3.3 课堂讲授与互动 

需要先在手机端下载安装钉钉和云班课 APP，电

脑端安装钉钉。课堂讲授环节是通过钉钉的视频会议

分享屏幕，类似于在教室里上课，只不过看不到学生

而已。这个过程最好使用电脑操作，因为经常需要切

换软件，同时还需要使用手机的云班课组织课堂活动。

学生只需加入钉钉会议即可接收到教师分享的屏幕

内容，同时也能听到语音。 

部分章节采用翻转课堂，提前把核心知识点录制

成视频，与课件一起上传到云班课，让学生课前自行

观看，并把问题记录下来。上课时，进行重点答疑和

练习。需要简单互动的时候，可以直接语音点名，也

可以在云班课上使用找人功能，并做好记录，及时奖

励经验值。因为学生需要使用手机听课，所以在线教

学时最好只是使用随机选人和手动选人，不要使用抢

答和举手功能。另外，课堂上讨论问题时，可以借鉴

工作坊的方式，先分组讨论，然后再由每个组派代表

分享讨论的结果。有时也可以运用头脑风暴模式，集

思广益解决某个问题，或者做个课堂实验，在结束前，

学生看不到其他人的答案，结束后可以查看所有人的

答案。 

使用测验功能，进行随堂测验，检测学生对所学

内容掌握的熟练程度。在云班课上，事先从题库中选

取题目，生成测验卷，需要测验时，告诉学生打开云

班课，开始做题就行。可以设置交卷时间，也可以设

置没能按时交卷的同学重测。答题时间结束，系统会

自动判卷，给出成绩和统计分析。教师可以直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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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有针对性地给学生在线讲解。 

3.4 课后作业 

云班课提供了作业功能，允许教师在线布置和批

改、学生在线提交作业。在布置作业时，需要规定下

次上课前的一天或半天截止，以便有时间批改作业。

对于错误率较高、有一定难度的作业，需要课上讲解，

此时不妨把答案发到该章的课堂轻直播里，以便学生

日后查看，如果发到钉钉群里，可能时间长了，会因

为信息太多，难以找到。开始几次课，作业没有分组，

批改起来很辛苦，眼睛都看花了，效果还不理想，错

误率较高。从第三章开始使用分组作业，要求各组提

交作业之前，必须在云班课的专用分组轻直播里进行

充分讨论，最后确定大家一致认可的答案再提交。这

样不仅减少了改作业的工作量，更关键的是通过讨论，

集思广益，提交的作业正确率明显提高。 

4．教学评价反馈 

对于基于翻转课堂的在线教学效果，还需要实践

检验，即教学评价。评价结果将有助于教师做出改进，

评价结果也应及时反馈给学生，使其能够获得一定的

成就感。实践检验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主要通过以

下四种方法进行检验：测验与作业、课堂讨论、问卷

调查、期末考试成绩。 

4.1 测验与作业结合 

使用试题库功能，每章讲授结束后进行随堂测验，

检验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进行阶段性

测验或期末测验。学生做完题目，提交之后，系统自

动判卷并进行分析，老师也可以设置学生交卷后或测

验结束后可查看答案。云班课的试题库功能比较简单，

目前只能录入选择题、判断题和填空题，不适合期末

考试。这样通过测验和课后作业，既实现了让学生练

习的目的，也能让老师对学生的掌握情况有所了解，

以便查缺补漏或改进教学方法。同时，学生也能及时

得到反馈，有利于提高积极性。 

4.2 课堂讨论 

相比之下，翻转课堂教学更强调学生参与，学生

可以通过提问、回答问题、讨论或分享等方式参与课

堂学习。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老师需要鼓励学生

多参与课堂活动。在线教学过程中的互动讨论如何开

展呢？既可以像正常上课一样，通过 QQ 或钉钉视频

方式，点名或由学生主动参与；也可以借助云班课的

轻直播或头脑风暴功能，让学生发言，语音、文字、

视频、图片等都可以；对于一些重要话题的讨论，需

要先分组进行讨论，再集中讨论。后两种方式，系统

会自动记录学生参与情况，并记录经验值。 

 

4.3 问卷调查 

学生的主观感受也是检验教学效果的一项重要

指标，可以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和问卷进行了解。其中

问卷调查是非常好的手段，因为与老师直接交流时，

学生可能有所顾忌，不敢表达真实意愿，而问卷会好

一些。只要问卷设计得当，学生就会把真实感受反映

出来，从而获得学生的真实评价，搞清楚学生喜欢哪

些方面，不喜欢哪些方面，哪些问题需要注意或改进

等。云班课有问卷功能，但只限于封闭式选择题，缺

少开放式问题。如有必要可以采用问卷星等专门软件，

设计问卷之后，发布到 QQ 群或钉钉群，让学生完成

问卷即可。最初两次分组作业结束后，通过查看轻直

播的讨论记录发现，1-2 班的讨论明显很积极，9 个组

中只有 1 个组没有展开讨论，其他 8 组都进行了讨

论，其中部分组讨论很热烈，作业正确率较高，能够

运用所学知识画图分析课后作业；但是 3 班的讨论组

几乎没有动静，作业结果也不理想，错误较多。同时

通过云班课做了问卷调查，3 个班共 85 人，其中 78

人完成问卷。结果显示，1-2 班有 84%的同学支持，

3 班只有 67.9%的同学支持；3 个班合计 78.2%的同学

认可分组的效果好于不分组。1-2 班 90%的同学表示

自己从头到尾做了一遍作业；3 班这个比例只有

71.4%；三个班合计比例为 83.3%。可见，如果能够在

组内展开充分讨论，分组完成作业还是可取的。 

4.4 期末成绩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返

校，所以期末考试被安排在 8 月 16 日，距离课程结

束已有 3 个月时间。试卷的题量和难度与往年一致，

卷面成绩低于预期，整体上不如往年。成绩总体上呈

现正态分布；最高者 97 分，最低 21 分，差距很大；

成绩分布上 80 分以上的很少，60 分以下的较多。成

绩整体不理想的原因，大概一是在线教学的效果未能

达到预期，二是结课之后三个月才考试，间隔太久，

加上部分学生没有认真复习。 

2020 年上半年采取了多种类型的教学活动，为了

弄清楚各种教学活动是否提高了教学效果，特利用云

班课系统的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学期结束后，在云班课系统里沉淀了很多数据，其中

包括签到、课堂讨论、作业、测试成绩、在线讨论、

视频资源与非视频资源学习、教师点赞加分等项目。

为估计各项目对期末考试成绩的影响，选择其中的作

业、测试成绩、在线讨论、视频资源学习、非视频资

源学习作为自变量，并考虑先修课《微观经济学》成

绩，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如（1）所示： 

𝑆𝐶𝑂𝑅𝐸 = 𝛽0 + 𝛽1𝐻𝑊 + 𝛽2𝑇𝐸𝑆𝑇 + 𝛽3𝐴𝑇𝑇 + 𝛽4𝐷𝐼𝑆 +
𝛽5𝑉 + 𝛽6𝑁𝑉 + 𝛽7𝑀𝐼𝐶𝑅𝑂 + 𝑢         

（1） 

因变量 SCORE 代表期末考试卷面成绩，β 为自

变量系数，HW 代表课后作业总成绩，TEST 表示每

章的测验总成绩，ATT 代表出勤次数，DIS 代表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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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成绩，V 代表视频资源学习成绩，NV 代表非视

频资源学习成绩，MICRO 代表微观经济学成绩，u 是

误差项。预期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都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 

受疫情影响，有 10 位同学没能参加考试，申请

了缓考，共 76 人参加期末考试，去掉缺少微观经济

学成绩的同学，有效样本为 75 个。用 OLS 法对（1）

式进行初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初步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 T 统计量 伴随概率 

HW 0.7824 1.9605 0.0541 

TEST 0.2345 2.0335 0.0460 

ATT 1.7363 1.5210 0.1330 

DIS 0.4382 0.5356 0.5940 

V 0.0010 0.0116 0.9908 

NV 0.1268 0.8054 0.4234 

MICRO 0.4576 5.5230 0.0000 

常数项 -244.6576 -2.0420 0.0451 

 

R2 和校正后的 R2 分别为 0.55 和 0.51，F 值为

11.9075，DW 值为 2.0518。 

显然出勤次数、在线讨论成绩、视频资源和非视

频资源学习成绩的系数符合预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大概是因为这个学期全都是在线授课，手机签到很容

易，缺课的情况极少，但是签到之后是否认真学习就

不得而知了；视频资源和非视频资源学习也存在作弊

的可能，学生点开课件和视频未必就在学习，可能去

做别的事情；在线讨论成绩主要是轻直播发言情况，

系统根据发言次数而非质量给分，存在用无效发言刷

分的可能。作业、测试与微观经济学成绩在统计上很

显著，大概是因为不容易作弊，数据相对比较真实。 

去掉以上四个不显著的变量，采用模型（2）重新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𝑆𝐶𝑂𝑅𝐸 = 𝛽0 + 𝛽1𝐻𝑊 + 𝛽2𝑇𝐸𝑆𝑇 + 𝛽3𝑀𝐼𝐶𝑅𝑂 + 𝑢         

（2） 

表 2 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 T 统计量 伴随概率 

HW 1.0325 3.0183 0.0035 

TEST 0.3273 3.2172 0.0020 

MICRO 0.4682 5.6971 0.0000 

常数项 -87.7623 -2.8682 0.0054 

校正后的 R2 0.50 

F 值 26.0556 

DW 值 2.2000 

 

校正后的 R2 分别为 0.50，说明可以对期末试卷

成绩的 50%做出解释。作业、测试和微观经济学成绩

三个自变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符合

预期。根据这个结果，可以认为学生积极完成课后作

业，认真对待平时测验能有效提高期末考试成绩；国

际经济学的前半部分是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微观

经济学学得扎实，对于学好国际经济学是有明显帮助

的。 

5. 结论 

2020 年上半年的在线混合教学实践没有充分准

备，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团队，需要自己

建设一门网络课程，同时还要直播授课、批改作业，

压力非常大。然而教学效果没有打折扣，学生的出勤

率非常高，另外建好的课程以后可以继续使用，即使

学生返校后，仍然可以作为重要的教学辅助手段，或

者继续开展翻转课堂教学。但是具体授课方法、策略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网站也需要进一步充实。回

归结果显示，课后作业和分章的测试对提高期末成绩

有积极作用，需要继续坚持；先修课微观经济学的成

绩与国际经济学成绩正相关，因此有必要提醒学生认

真对待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同时，在使用云班课自

动评价功能时，需要慎重，有些容易作弊的项目可以

降低权重，或者使用原始数据重新测算。 

项目基金 

本文为山东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移动

互联网背景下应用型专业(群)教学生态系统建构研究:

知识分享与价值共创二重理念视角》(M2018X180)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移动互联场域下高

校课堂创新生态系统耦合机制研究》（19YJAZH029）

的阶段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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