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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 university educ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teaching of knowledge, while ignor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n recent yea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the stimulation of their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creative ability. As a method and way of reform, blended teaching mod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blended 
resource, blended teaching method and blended eval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three in one" 
teaching model.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with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platform as suppor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resources, reconstruct the 
teaching activity process, introduce multi-agent evaluation and online evaluation feedback,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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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教育模式下，大学教育更关注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培养大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激发其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受到了高校的重视。混合式教学模式作为改革的方法和途径，是培养大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构建混合式资源、混合式教学方法和混合式考核评价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型，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手段，以一体化教学平台为支撑，通过建设线上、线下资源，重构教学活动流程，引入多主体评价与线上评价反馈，

有效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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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指出信息技术

要与教学相融合，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构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和深度学习是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就要求高校积极变革教学理念。传统教学以“以知识为本位”，

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授课方式以讲授为主，学生在课堂被动接受知识，其主体作用被忽视，无法充分发

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已经成为现代教育教学重点改革的内容。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

缅因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提出学习成效金字塔理论，通过实验对采用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成效进行了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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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揭示学生采用被动学习与主动学习方法在学习效果方面的巨大差异。数据显示，传统的被动学习效

果均在 30%以下，而主动学习成效最高可以达到 90%，如下图 1 所示。现代教育已经认识到学生应该是知

识构建主体，应该梳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应

该注重学生主体。混合式教学模式正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手段，作为新型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注重信

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教师提供更多在线学习资源，精心设计教学活动来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比如：

翻转课堂、合作学习以及微课等。 

 
图 1 学习成效金字塔理论 

混合式教学模式从学习者特征和教学目标出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设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策略，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深度学习为目标重构教学内容和活动，通过构建优质教学资源保证教学

目标的完成，对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价和反馈提高学习效果的达成，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方式。 

1 混合式教学的内涵 

混合式教学（Blended  Learning）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Michael Orey

认为混合式教学应从学习者、教师和教学管理者三个角度进行定义。“混合式教学”对学习者来是一种能

力，对教师是构建和利用教学资源以达到教学目标的过程，对教学管理者是有效组织和分配支撑教学资源

的活动。辛格和瑞德认为混合式教学体现在学习方式的整合，如传统学习与网络学习混合、协作学习与自

主学习混合、定制与非定制内容混合、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学习混合以及学习与实践混合。何克抗教授认为

混合式教学是将传统教学和网络学习相结合，优势互补，教学中注重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

的相融合。李克东等学者认为，混合式教学将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有机地整合，以信息技术及多媒体技

术支撑学习过程，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2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的前提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体化教学设计，不是将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

简单的组合，其融合体现在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颠覆性的变革，结合信息技术在线统计和反

馈教学过程数据，产生的结果将对下一轮改革进行迭代更新，不断提升教学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构建混

合式教学模式整体架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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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混合式教学模式整体架构 

2.1 基于信息技术的一体化教学平台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开展离不开信息技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源发布、教学过程交互、过程评价

与监控。（1）教学资源发布功能。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教学资源的支撑，平台应提供教师发布

资源，学生下载学习资源的功能，如课前导学课件、微课等。（2）教学过程交互。混合式教学模式较传统

面对面教学更注重教学活动的一体化设计，通过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参与，提升教学效果。课前在线指导；

课中实时在线交流、在线测试以及随机点名等；课后在线答疑。信息技术的利用提升了引导、启发和监控

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学生的主动性。（3）过程评价与监控。平台提供资源利用情况统计、

在线学习时长统计，以及过程性考核成绩分析等数据，全方位、立体化分析学习效果，并提出反馈建议。，  

2.2 “三位一体”的混合式教学策略 

基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混合式教学策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混合式教学资源、混合式教学方

法、混合式考核评价。 

（1）混合式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包括线上预习、复习资源和线下授课资源两大部分。实践证明，教学资源的建设应从顶层设

计，如果只是为了建设而建设，学生面对海量的教学资源无处下手，畏难情绪严重，资源利用率不足，无

法达到真正的效果。混合式教学资源的建设应以教学过程为基础，通过分解教学过程形成教学资源单元包，

每个教学资源单元包应能从课前、课中和课后各环节对教学过程产生强烈的支撑作用。教学资源除了必备

的教材、课件等传统教学资源，应提供更具导引性和设计性的资源，如课前导学课件、微课、案例库，以

及在线知识题库等。 

（2）混合式教学方法 

基于学习成效金字塔理论，主动学习成效显著高于被动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是已经被证实的行之有效

的教学方法之一。所谓翻转课堂通过调整课堂内外学习时间，重构学习流程，将学习的决定权从转移给学

生。学生课前需要完成教师发布的资源，在课堂上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翻转课堂将传统的

从先教后学教学方式变成了先学后教，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养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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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混合式教学考核 

混合式教学考核评价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评价的多元性和评价的过程性。 

评价的多元性是指评价主体多元和评价方式多元。可以是教师评价、学生互评、助教评价，多主体参

与评价有利于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评价的方式可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借助信息技术自动形

成部分考核数据，如在线测试。 

评价的过程性主要是区别于传统一考定终身所表现出的弊端，更加关注学生个性化能力的培养与自主

学习能力培养。过程性评价也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设计，一方面关注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可以通过设置多

个阶段性考核节点，及时获得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信息化教学平台，获得学生导学课件、

微课资源的学习时长，通过在线测试获得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等。 

3 教学活动设计 

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必须重构教学活动。具体的教学活动如图 3 所示。 

 
图 3 混合式教学活动设计 

根据翻转课堂模式，将教学活动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通过教师活动与学生活动的有机配

合实现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1）课前自主学习 

课前教师发布资源、分配任务并通过在线平台对课前学习情况进行监测。通常教师发布的资源包括导

学课件和微课。导学课件与课堂教学课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任务解析与启发式问题导引，学生通过导学

课件明确任务，并可以带着任务学习微课内容。通过课前学习，学生可以清楚了重难点知识，有利于学生

在课上注意力的集中，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课前预习阶段需要强有力的在线教程和 F&Q 支撑，学生应

能快速方便的获得帮助。 

（2）课堂教学阶段 

课堂上教师需要准确掌握学生知识薄弱环节，因此在课前设置测试环节，通过在线知识测试快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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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知识漏洞。结合重点难点知识，教师进行集中讲解，一般教师讲解时间不超过课堂教学时间的 25%。

授课过程中需要借助教学软件，随时与学生互动，控制授课节奏及解答学生问题，增强学生学习过程的主

动性与参与度。授课过程，教师需借助案例、微课等资源，提高教学的趣味性，避免单纯的理论讲解。学

生对知识点掌握之后，利用任务驱动方法，督促学生运用知识，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等方式，完成课堂任务。

最后的成果展示阶段，通过教师点评和学生提提问，一方面提升学生自信心，另一反面使学生发现任务完

成的不足之处。 

（3）课后知识内化 

课后学生通过整理知识，并完成相关知识点的知识题库建设，被录用的题目给予相应的分数。一方面

可以帮助学生内化知识，另一方面让学生参与题库建设，提升学生的参与感。在这个环节，为体现分层培

养，提供选做题目，能力较强的同学完成选做题目可以获得相应的加分。  

4 结论 

有关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路径的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混合式教学模式为教学改革提供了

新思路和新方法。混合式教学突出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注重线上和线下学习资源的融合，满足了

学生的自主学习的需求。以翻转课堂模式为理论指导构建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活动流程，颠覆了传统面

授教学模式，推动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激发了学生探究精神。以混合式教学模式为基础的面

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有助于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终身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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