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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online teaching in 2020, it is found that the platform use, course participation, teachers' teach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and correl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independent learning 

from data analysis of 2235 student questionnair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variables, platform use has the biggest influence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independent learning. Based on 

research conclusion, this paper takes lessons from strengthening explor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platform, innovating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upport of online teaching, enhancing level of teacher's online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on online teaching and blending teaching.  

Keywords: online learn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independent learn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高校大学生线上学习满意度及自主学习影响因素研究 

张乐 1,a 席阳 2,b* 张颖 1,c 
1北京服装学院教务处，北京，中国 
2北京服装学院商学院，北京，中国 
a 20180049@bift.edu.cn 
b* 13407008@qq.com, 通讯作者 
c 20120012@bift.edu.cn 

摘要 
在 2020 年线上教学期间，对 2235 份学生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显示，平台使用、课程参与、教师教学对大学生

线上学习满意度及自主学习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和相关关系；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相较其他变量，平台

使用对学习满意度和自主学习影响最大。基于研究结论，从加强教学平台的探究运用、创新线上教学管理与

服务支撑、提升教师线上教学水平方面得到相应启示，为未来线上教学乃至混合式教学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线上学习，学习满意度，自主学习，多元线性回归 

 

1.研究背景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乃至世

界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线下教育被迫

暂停，教育部发布“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

召,全国高校相继开展线上教学。本次线上教学规模

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

前所未有的创举，“线上教学在全国高校的大范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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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是第一次[1]。”根据厦门

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发布的《疫情时期大学生线上学

习调查分析报告》（以下简称《线上学习报

告》），国内 334 所高校 118191 位被调查的大学生

中，97.1%的大学生参加了在线学习[2]。而据 2018

年数据统计，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仅有 27.7%的学

生接受了网络学习，在所有课程中网络课程数量仅

占 5.5%[3]。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保证了教育教学

秩序的同时迎来了发展契机，其巨大优势为师生熟

知，得到广泛的推广运用，为未来教育教学改革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对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

义。 

近年来，线上学习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的重要

途径，特别是 2020 年取得跨越式发展，成为研究热

点。从线上学习受益主体——学生的满意度来考察

线上学习的质量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比如沈忠华、

邬大光等对大学生在线学习成效及满意度的影响因

素探究发现，知识建构、师生互动、信息处理对大

学生在线学习成效和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4]。谭霞等对大学生线上英语学习满意度与持续学

习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80.57%学生更倾向于现场

教学为主，远程教学为辅[5]。 

已有研究还发现，线上教学带来明显挑战就是

彰显了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提出了新要求。传统教学师生能够切身感受到课堂

的正式和庄严，具有代入感，而线上教学学生对教

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缺乏校园学习氛围，且

教师难以关注到网络另一端学生的上课状态，因此

学生自主学习就成为线上学习效果的重要考量因

素。根据《线上学习报告》，影响线上学习效果的

最主要因素 18 个方面的均值比较，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均值 4.13）、良好线上学习行为习惯（如按

时上课，学习自律能力等）（均值 4.13）为最高。

相关研究显示，学生线上教学面对的困难中，近四

成选择“面对电脑屏幕，感到枯燥，自主学习意识

差”，可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弱。且笔者

通过调研发现，学生经历了一段时间线上教学后，

大多进入到疲惫期，学习主动性有所下降，主要表

现为课前预习不到位、课上正点出勤率和到课率下

降，有反复出入现象，课后提交作业不积极，没有

按时提交问题答案，难以深度思考问题等。从实际

情况来看，自主学习弱已经对线上学习产生一定负

面影响。 

自主学习的学习思想由来已久。中外著名教育

家的教育理念中皆蕴涵着丰富的自主学习思想，孔

子在两千多年前曾提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表明了教师要教会学生学习方法。美国教育专家杜

威的“做中学”也提倡教师要教导学生学会学习。法

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卢梭曾提出“良好教育的基本

原则和核心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

他怎样去发现真理”。自主学习是指个体自觉确定学

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法、监控学习

过程、评价学习结果的过程或能力[6]。本文认为自

主学习是学生在教师必要的指引、辅导和帮助下学

生积极、主动、自觉地从事和管理自己的学习活

动，自己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和方法、监

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的学习。 

如果将线上学习满意度视为疫情下短期学生学

习评价的因素，那么学生学习自主性这种长期、持

续性的活动即可视为中长期学习评价的考量。本文

从线上学习短期学习满意度与长期自主学习的角

度，分析线上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和自主

学习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以期未来提出相应改

进策略。 

2.研究设计 

经历了 2020 年上半年的全面线上教学，学生对

于线上学习已经较为熟悉，为了解影响学生线上学

习满意度和自主学习的因素，本研究设计了线上学

习体验问卷。问卷由基本情况、学习体验、对未来

混合式教学的建议三部分构成，主要采取李克特 5

级量表，考查学生对教学平台满意度、课程参与

度、对授课教师满意度、线上教学满意度、学习自

主性强弱。其中平台使用满意度、课程参与程度、

教师教学满意度为自变量，线上学习满意度及自主

学习为因变量。问卷面向北京服装学院大一至大四

本科生，于 2020 年 7 月回收有效问卷 2335 份。问

卷基本信息统计见表 1。 

表 1 问卷基本信息 

题目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366 15.67 

女 1969 84.33 

年级 

大一 942 40.34 

大二 658 28.18 

大三 568 24.33 

大四 167 7.15 

本学期上课门数 

1-5 门 419 17.94 

6-10 门 1248 53.45 

11-15 门 600 25.7 

16 门及以

上 
68 2.91 

平均每门课程使

用线上教学平台

数量 

1 种 318 13.62 

2 种 732 31.35 

3 种 380 16.27 

4 种及以

上 
905 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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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情况来看，回答问卷女生比例为

84.33%，占据绝对优势，由于学校是艺术类高校，

以女生为主，此比例与实际基本吻合。年级以大一

为主，比例为 40.34%。对于学生本学期上课门数，

超过半数（53.45%）的学生选择“6-10 门”，另有

25.7%的学生选择“11-15 门”。平均每门课程使用线

上教学平台数量，选择“4种及以上”接近 4 成，选择

“3 种”比例为 16.27%，可见半数以上学生使用平台

为 3 种及以上。具体各变量测量问卷题目如表 2 所

示。 

表 2 变量及相应的测量问卷 

变量 问卷题目 

平台使用 

平台稳定与流畅 

平台和软件工具的功能 

技术指导和服务支持 

课程相关的平台资源 

课程参与 

出勤情况 

课前预习 

课上互动交流 

课后作业与测试 

课后与教师交流 

教师教学 

提供教学资源 

课程设计与组织 

期末考核 

作业量 

教学态度 

线上教学满意程

度 

对本学期线上教学效果满意

程度 

自主学习 
经过本学期学习我总体上能

够自主学习 

 

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测试分析。内部一致

性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平台使用、课程参与、教师

教学维度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别为 0.950、0.856、

0.928，各维度信度系数均高于 0.8，具有非常好的

信度。用因子分析探索此问卷的结构效度，累积方

差贡献率为 87.168%、83.836%、79.766%，每道题

在相应维度上的载荷值均高于 0.6，表明效度良好。

该维度划分的信度和效度均通过了检验，说明具有

分析的意义和价值。 

从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分析发现，平台使用

与学习满意度相关性最强，其次是教师教学、课堂

参与；课程参与和自主学习相关性最强，其次是平

台使用、教师教学。 

从自变量各个题目与因变量相关性分析来看，

所有题目均与线上教学满意程度呈正相关。具体来

看，在平台使用变量中，平台和软件工具的功能与

学习满意度相关性最强，其它依次为：技术指导和

服务支持、课程相关的平台资源、平台稳定与流

畅。在课程参与变量中，课前预习与学习满意度相

关性最强，其它依次为：课上互动交流、课后与教

师交流、课后作业与测试、出勤情况。在教师教学

变量中，课程设计与组织与学习满意度相关性最

强，其它依次为：期末考核、提供教学资源、教学

态度、作业量。 

从自变量各个题目与因变量相关性分析来看，

所有题目均与自主学习呈正相关。具体来看，在平

台使用变量中，平台和软件工具的功能与自主学习

相关性最强，其次为技术指导和服务支持、课程相

关的平台资源、平台稳定与流畅。在课程参与变量

中，课前预习与自主学习相关性最强，其它依次

为：课上互动交流、课后作业与测试、课后与教师

交流、出勤情况。在教师教学变量中，期末考核与

学习满意度相关性最强，其它依次为：课程设计与

组织、提供教学资源、教学态度、作业量。 

进一步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研究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自变量为基本情况、平台使用、课程

参与、教师教学，因变量为学习满意度和自主学

习。其中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级、本学期

上课门数、平均每门课程使用几种线上教学平台。 

以自主学习为因变量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平台使用相比基本情况、课堂参与和教师教学

对自主学习影响更大，对自主学习的解释能力增加

了 23.5%。最终模型中，平台使用、课程参与和教

师教学对自主学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 

3.结论及启示 

3.1 加强教学平台的探究运用 

作为线上教学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教学平台

对于线上教学的重要性居于首位。本文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也发现，教学平台对学习满意度和自主学习

两个因变量的影响均是最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应充分探究教学平台的优化与运用，服务乃

至引领未来的教学改革。第一，探索建立集中统

一、功能相对完备的教学平台。本文调研显示半数

以上学生平均每门课程使用线上教学平台数量为 3

种及以上，且不同课程使用不同平台，设备负荷

大，频繁切换平台也应接不暇，因此亟需集中平台

软件选用数量。目前也存在师生熟悉常用的平台学

校系统不支持，或有些线上教学平台逐渐收费、限

制时长和人数，给使用带来不便，应根据师生对平

台需求，在统筹协调现有选用平台的基础上，结合

课程实际，探索建立集中统一、功能相对完备的教

学平台。第二，充分发挥平台的直播与录播优势，

直播与录播作为平台应有的两大功能，应对二者取

长补短。直播使人身临其境、互动及时便捷；录播

方便回放，避免网络不畅，二者相得益彰，得到学

生青睐，调研结果也显示，未来学生希望采用线上

的授课形式，选择“直播+录播+交流群”的比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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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到 59.06%。第三，进一步完善平台互动交流

功能。充分利用多元化互动交流方式实现课堂高参

与度，不断完善如匿名投票、弹幕交流、签到考

勤、发起问卷、在线提问、屏幕共享、音视频交

流、课程资源共享、小组讨论等平台功能，多途径

增强师生交流与互动，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减少学

生在线学习孤独感和枯燥感，形成师生之间，生生

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良好学习环境。 

3.2 创新线上教学管理与服务支撑 

加强线上教学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助力线上

课程持续发展，为今后线上课程发展建设提供良好

政策引导与支持，努力探索与线上教学相适应的管

理模式与管理方法。第一，完善线上教学各环节，

规范线上教学具体方法和流程。实现资源丰富、交

互流畅、任务合理、考核及时、记录完整等线上教

学过程。在线学习效果评价注重学生之间的互评，

将师生交互、在线教学活动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

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如资源更新、活动安

排、过程监督、问题的解决等支持服务，以提升在

线学习效率。营造良好的线上学习环境和学习氛

围，培养学生在线学习良好习惯和学习兴趣。第

二，对教师开展线上教学针对性培训。注重教师信

息化思维养成，引导教师利用信息化手段变革传统

课堂，将教师网上指导、师生互动、作业批阅、学

情分析、答疑辅导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培训重

点。第三，未来探索逐步推行线上和线下混合教

学。要基于课程性质和学科特点，不同的课程其混

合的方式及比例、体现的教学成果都需要分门别类

地对待，探讨每门课的最优教学模式，先进行实

验，再应用推广。目前来看，理论课程、慕课比较

丰富和成熟课程，适宜线上学习为主，实验实践类

课程线下教学更为适合；线上着重理论教学、观摩

赏析、慕课运用，线下教学着重辅导答疑、重难点

解析、交流研讨、学生自学。此外，优质网络资源

的筛选、整合及应用，线上资源已十分丰富，但是

千差万别又良莠不齐，运用到实际教学中时需要有

准入监控和甄别，特别是体现如课程思政等时代新

需求，同时对于部分线上资源较少的艺术类课程，

尽快开展学校特色课程资源的线上建设，对接和丰

富学校平台资源。 

3.3 提升教师线上教学水平 

线上教学对教师教学水平提出了要求和挑战，

应充分发挥线上教学优势，以此为契机提升线上教

学水平。本研究发现，教师的课程设计与组织与学

生学习满意度相关性最强,在此方面应着重加强。第

一，课前定期发布学习材料与计划、日程安排、学

习进度、论坛反馈等一系列提醒，帮助学生便捷地

进行个人学习管理。第二，课中寓教于乐，增强课

程互动与趣味性，授课精彩幽默的同时，注重及时

互动与互动方式，把握课程弹性节奏，时间长短适

宜，让学生在线上保持一种获取知识的兴奋状态。

第三，课后考核，本研究显示课程期末考核与自主

学习的相关性最强，可见考核对于学生自主学习有

很大的导向性，除了传统的闭卷考试，探索其它考

核形式，如作品展示展演、直播答辩等。其次，适

当增强过程性评价，如课堂互动讨论，加分奖励均

可考虑纳入过程性考核。第四，探索采取团队授课

模式，多位教师切磋琢磨，共同教授一门课。从实

际调研来看，67.37%的学生表示期待团队授课。线

上教学不受空间限制，同一门课程建课程群，共同

探索线上课程，由主讲老师直播或录播，其他教师

精讲或辅导答疑；或多位教师分段录播或直播，分

别辅导答疑。教师角色逐渐从知识传播者向学习促

进者和管理者转变，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

的主动性，启发学生智慧思考，促进学生深度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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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服装学院 2019 年教育教学改

革重点项目《以本为本，全面提升本科教育

质量背景下，我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

与实践》(ZDJG-19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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