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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医学院校“钉钉 + MOOC + 课堂

教学混合教学模式冶的应用研究

杨秀木1,2,申正付1,3,朱摇 玉4,王辅之5,蒋召彬6,董萍萍1,陈永侠4,许华山7

[摘要]目的:探讨“钉钉 + MOOC +课堂教学混合教学模式冶下医学生自主学习对混合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方法:构建

“钉钉 + MOOC +课堂教学混合教学模式冶进行 9 周教学。 教学任务完成后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自主学习量表、混合学习交

互量表、混合学习任务价值量表和混合学习满意度量表对 236 名医学生进行测量。 结果:医学生自主学习及维度、混合学习交

互及维度、混合学习任务价值和混合学习满意度等两两研究变量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 r = 0. 388 ~ 0. 982,P < 0. 01)。 结构方

程模型结果显示,研究变量混合学习交互和混合学习任务价值在自主学习和混合学习满意度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拟合指

数 字2 / df = 2. 671,RMSEA = 0. 091,CFI = 0. 96,TLI = 0. 94,SRMR =0. 041。 在中介变量混合学习交互和混合学习任务价值的作

用下,自主学习对学习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值为 0. 208,总效应值为 0. 390,间接效应值 0. 182,间接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

46. 67% 。结论:“钉钉 + MOOC +课堂教学混合教学模式冶在《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教学绩效,构建了影响

混合学习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可在其他相关课程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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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lending teaching modes
of "DingTalk +MOOC +Classroom Teaching"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ANG Xiu鄄mu1,2,SHEN Zheng鄄fu1,3,ZHU Yu4,WANG Fu鄄zhi5,
JIANG Zhao鄄bin6,DONG Ping鄄ping1,CHEN Yong鄄xia4,XU Hua鄄sha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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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Anhui 230026;3. North Anhui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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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edical students忆 self鄄learning on blend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under
the "DingTalk + MOOC + Classroom Teaching" . Methods:A blending teaching modes of " DingTalk + MOOC + Classroom Teaching"
was constructed for 9 weeks of teaching. A total of 236 medical students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the
self鄄learning scale,the blending learning interaction scale,the blending learning task value scale and the blend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scale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teaching task. Results: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study variables, such as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dimension,blending learning interaction and dimension,blending learning task value and blend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r = 0. 388 - 0. 982,P < 0. 01). The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value of the study variable
blending learning interaction and blending learning task play a chai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elf鄄learning and blending learning

摇 摇 摇 satisfaction,and the fitting index was 字2 / df = 2. 671,RMSEA =
0. 091,CFI = 0. 96,TLI = 0. 94,SRMR = 0. 041. Under the
effect of blending learning interaction and blending learning
task value of intermediary variables,the direct effect value of
self鄄learning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was 0. 208,and the total
effect value was 0. 390,indirect effect value was 0. 182,indirect
effect ratio to total effect was 46. 67% . Conclusions:Blending
teaching mode of " DingTalk + MOOC + Classroom Teaching"
has achieved better teaching performance in the teaching of <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course,an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ffecting blend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has been
constructed,which can be popularized in other related courses.
[Key words] blending teaching mode;self鄄learning;learning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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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20 年上半年,在《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

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 (教高厅也2020页2 号) [1] 指导下,安徽省

高等医学院校全面实施了线上教学,实现了疫情防

控期间“停课不停学冶的总体目标。 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教育教学工作者更多地思考如何实现线上

和线下教育教学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

教学优势,开展混合式教学,提升教学效能。 如何在

保障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同时提升学生的学习满意

度,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

教育教学理念的倡导下,学生的学习满意度是测量

学习效能的一个重要指标[2 - 6]。 为此,本研究在梳

理线上线下混合课堂模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自我调节认知理论[7] 构建“钉钉 + MOOC + 课堂教

学混合教学模式冶进行混合教学,探讨学习满意度

与师生教学互动、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以及医学生

自主学习对混合课堂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为进

一步改进医学院校混合课堂建设,提升线上线下混

合课堂学习的满意度提供建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以蚌埠医学院 2018 级全科医学学

生和 2018 级护理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

51 人,女生 185 人,年龄(20. 97 依 0. 96)岁。 均为参

与安徽省 e 会学平台 MOOC《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学》
的学习者,课程持续 9 周,均为线上学习和线下面授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钉钉 + MOOC + 课堂教学混合教学模式 摇
在线上和线下教学过程中,始终将学生放在中心位

置,以钉钉直播和 MOOC 为手段,实时发布线上通

告,让学生明确学习内容与学习安排,必要时与学生

在线沟通;师生以钉钉和 MOOC 为平台,进行在线

“教冶与“学冶,学生在教师引导下逐步完成线上学习

任务;在此过程中,督导全程线上监控,保障教学秩

序地有效进行并提升教学质量,实现线上教学目标

(见图 1)。 线下课堂教学解决线上教学不能解决的

问题,加强师生互动,提升教学质量。
1. 2. 2摇 调查工具摇 9 周课程结束后,采用一般情况

调查表、自主学习量表、混合学习交互量表、混合学

习任务价值量表和混合学习满意度量表进行测量。
(1)自主学习量表:由朱祖德等[8] 编制,含 69 个题

项,包括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两个方面。 采用

Likert 6 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学习者的自主学习

能力越强。 本次研究中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两个维

度及总量表的 Cronbach忆 s 琢 系数分别为 0. 883、
0. 813和 0. 901。 (2) 混合学习交互量表:由 KUO
等[9]编制,包括 19 个题项,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交互

(4 题)、学习者与学习者交互(8 题)和学习者与指

导者交互(7 题)3 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得
分越高,说明对于学习者来说混合教学交互的质量

越高。 本 次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和 3 个 分 量 表 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分别为 0. 891、0. 809、0. 792 和

0. 887。 (3)混合学习任务价值量表:由赵一倩[10]编

制,包括 6 个题项,对课程的重要性、有趣性和有用

性进行感知评价,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得分越高,
表明学习者感知到的价值越高,本次研究中此量表

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51。 (4)混合学习满意

度量表:由陈惠惠[11]编制,包括 5 个题项,从课程内

容设置、课程资源呈现与传递方式、教师授课水平、
考核评价方式与预期收获等方面考察学生混合学习

满意度,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

混合学习满意度越高。 本次研究中此量表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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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摇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摇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

调查收集数据,所有项目由在校医学生自填。 共发

放和回收问卷 243 份,其中有效问卷 236 份,有效率

为 97. 12% 。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
收集的数据先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得到特征

值 > 1 的因子是 11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是

18. 13% , <40%的上限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的问题。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

2摇 结果

2. 1摇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摇 不同性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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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学生在自主学习、混合学习交互、混合学习任

务价值和混合学习满意度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对各研究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学生的自主学习、学习交互、学习任务价值和学

习满意度两两之间均呈明显相关关系(P < 0. 01)
(见表 1)。
2. 2摇 自主学习对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摇 采用结

构方程模型建模方法,考察 4 个研究变量之间的内

在作用机制,经过模型拟合,发现变量学习交互和学

习任务价值在自主学习和学习满意度之间起到链式

中介作用, 拟合指数: 字2 / df = 2. 671, RMSEA =
0. 091,CFI = 0. 96,TLI = 0. 94,SRMR = 0. 041,较为

理想。 引入中介变量学习交互和学习任务价值后,
自主学习对学习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值为 0. 208,总
效应值 = 0. 208 + 0. 461 伊 0. 221 + 0. 261 伊 0. 231 +
0. 461 伊 0. 183 伊 0. 231 = 0. 390,间接效应占总效应

比例为 46. 67% (见图 2)。

表 1摇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n = 236)

变量 1 1. 1 1. 2 2 2. 1 2. 2 2. 3 3 4

1 自主学习 1 — — — — — — — —

摇 1. 1 学习动机 0. 961** 1 — — — — — — —

摇 1. 2 学习策略 0. 982** 0. 982** 1 — — — — — —

2 混合学习交互 0. 553** 0. 544** 0. 534** 1 — — — — —

摇 2. 1 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交互 0. 541** 0. 493** 0. 524** 0. 899** 1 — — — —

摇 2. 2 学习者与学习者交互 0. 507** 0. 513** 0. 533** 0. 902** 0. 813** 1 — — —

摇 2. 3 学习者与指导者交互 0. 570** 0. 526** 0. 513** 0. 900** 0. 880** 0. 842** 1 — —

3 混合学习任务价值 0. 699** 0. 712** 0. 711** 0. 436** 0. 470** 0. 491** 0. 512** 1 —

4 混合学习满意度 0. 392** 0. 388** 0. 399** 0. 422** 0. 461** 0. 394** 0. 399** 0. 601** 1

摇 摇 字2 摇 4. 36 依 0. 51 摇 4. 45 依 0. 49 摇 4. 26 依 0. 52 摇 4. 08 依 0. 51 摇 4. 21 依 0. 45 摇 3. 70 依 0. 61 摇 4. 33 依 0. 43 摇 5. 53 依 0. 76 摇 4. 01 依 0. 43

摇 摇 **P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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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3. 1摇 “钉钉 + MOOC + 课堂教学混合教学模式冶的

优势分析摇 混合教学模式是指教师为了实现教学目

标,选择线上和线下平台,如多媒体设备、工具、钉钉

平台、ZOOM 平台 e 会学平台和中国大学 MOOC 平

台等,进行教学设计、优化教学过程、提升学习者的

学习效果,实现教学目标。 学者认为混合教学模式

可以是任何类型的信息技术手段 +线下课堂教学的

组合[12 - 15]。 “钉钉 + MOOC + 课堂教学混合教学模

式冶一是基于钉钉平台构建了基于教学单位的钉钉

群,二是基于 e 会学的 MOOC《社区卫生服务管理》。
课程视频与课程资源已经于前期准备好,并充分利

用中国大学 MOOC 的在线资源,对相关管理理论和

管理案例进行整合。 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主要在钉

钉平台实现,布置作业、线上测试在 MOOC 平台实

现。 在线下课堂教学中,根据钉钉和 MOOC 后台收

集到的学生资料,能够更好地进行精准教学,做到有

的放矢、因材施教。 在线上和线下混合教学中,学生

能够通过线上课前学习和测验了解自己的知识准备

的不足,线上课后测验了解自己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通过钉钉平台实现师生和生生的良性教学互动,不
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及时充分了解学习的情

况,及时有效地查缺补漏,使教师的课堂总结、课后

作业布置和线上测试更具有针对性。
3. 2摇 自主学习、学习交互、学习任务价值和学习满

意度的相关性分析摇 本次研究发现自主学习及其维

度、混合学习交互及其维度、混合学习任务价值和混

合学习满意度等研究变量之间,两两呈正相关关系,
说明 4 个研究变量之间在混合教学的过程中是彼此

促进的作用。 (1)自主学习:自我调节认知理论认

为,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地整

合调整元认知、动机和行为等三个方面,以实现学习

过程达到学习目标[7]。 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积极

主动地汲取所需知识、训练所需技能,一般认为包括

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两个方面。 自主学习包括目标

和计划的制定、实施计划并根据情况不断调整计划、
完成计划并进行自我反思。 (2)学习交互:指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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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的各种相互作用和沟通交流[13]。 在线上

学习中,交互是指学习者能够与学习环境进行连接,
实现对话和回应的过程。 王志军[16] 认为,线上交互

是指为了让学习者达到学习目标,主体之间在环境

中进行相互交流和作用的过程。 需要两方或多方参

与方能实现教学交互。 学习交互包括学习者与学习

内容交互、学习者与学习者交互和学习者与指导者

交互三个方面[9]。 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交互指学习

者理解、整合学习中的视频、文本、演讲等学习内容,
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实现更新知识结构。 学习者与学

习者交互是指在有或无指导下学习者以个人形式或

团队形式进行对话,实现即时或延时的交流。 学习

者与指导者交互是指指导者通过各种手段如电话、
视频会议、电子邮件、线上聊天、论坛、公告或现场指

导等与学习者实现即时或延时对话交流。 (3)学习

任务价值:学习者在经历过学习过程或学习任务后

对其内容或过程的重要性、有趣性和有用性的一种

感知判断[10]。 (4)学习满意度:指学习者感知到学

习活动或过程中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其对学习的期望

及需求[11]。 当学习的实际体验优于或者符合期望

体验,学习个体会感到满意,反之,学习个体会感到

不满意。 有学者将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定义为一种

价值判断。 研究[17 - 19]认为,对于线上和线下学习满

意度,从心理层面来说都是一种期望是否被满足的

感知,是学习效果的集中体现。
3. 3摇 自主学习对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摇 结构方

程模型结果表明,在“钉钉 + MOOC + 课堂教学混合

教学模式冶下,医学生混合学习交互和混合学习任

务价值在自主学习和混合学习满意度之间起到链式

中介作用,模型拟合理想。 在中介变量混合学习交

互和混合学习任务价值的作用下,自主学习对学

习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值为 0. 208,总效应值 0. 390,
间接效应值 0. 182,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是

46. 67% ,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医学生混合学习满

意度。 这进一步验证了自我调节认知理论[7]。
3. 3. 1摇 自主学习对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摇 自我调节

认知理论认为,自主学习的学习者能够积极主动参

与教学过程、自主组织学习活动、自我监控和评价学

习过程,根据环境资源有效选择自己的学习内容、寻
求合适的学习形式并构建有利的学习环境。 有学

者[20]认为,自主学习包括的学习元认知、确定学习

目标、激发学习动机、控制自我效能、投入情感、选择

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以及不断提升自我的信息素养

等,同时自主学习的有效进行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

升也与课程的材料质量、教师教学设计以及学习评

价系统等有关。 21 世纪学习者的主要能力之一是

自主学习能力[7,20]。 在线下课堂教学中,教师在教

学活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完

成线下教学任务,对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不太高。
但是在混合学习中,线上学习需要学习者激发学习

动机、制定学习计划、调整学习节奏、监控学习进度

和学习状况以及遇到问题要向指导者或同伴进行求

助等,对医学生的自主学习要求较高。 自主学习是

学习者在混合学习模式中取得良好学习效果的重要

条件之一,对混合学习交互、混合学习任务价值和混

合学习满意度均有正向预测作用。
3. 3. 2摇 学习交互对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摇 在混合教

学模式中,反映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因素是混合学

习交互和混合学习满意度[17 - 19]。 既往关于学习交

互的研究中发现,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学

习交互对学习满意度均有正向影响[15 - 19],本研究也

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 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线上还

是线下教学,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交互、学习者与学习

者交互和学习者与指导者交互三个方面的频次和深

度均能够反映学生对学习的投入程度[9],这三个方

面的交互能够实现学习者对知识的学习与整合、加
深与学习共同体的沟通和交流,提升学习满意

度[15 - 17]。 研究[20 - 23]同时发现,学习投入是学习绩

效的重要前因变量。
3. 3. 3摇 学习任务价值对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摇 学习

任务价值是由学习者的个体需要和学习任务的特征

所决定的。 对于学习者来说,课程有趣、对专业发展

重要和教师的授课内容有用等可能会使其感受到学

习任务价值较高,学习满意度也会较高;否则会感到

无趣和无用,导致学习投入减少、学业不良等现象,
并影响学习满意度[11 - 14]。 学习任务价值包括内在

价值、效用价值、成就价值和代价。 内在价值是指学

习任务本身的趣味性和学习者在学习中的情绪和情

感体验(比如愉悦的程度);效用价值(外在价值)是
指学习者最终的收获可以帮助学习者达成学习目标

的程度;成就价值是指学习者获得良好学习成果的

重要性;代价是指在学习者参与完成学习任务所要

付出的精力、时间和金钱等。 研究[11 - 14] 认为,内在

价值、外在价值和成就价值是学习满意度的积极因

素,代价是消极因素。 本研究中的学习任务价值的

测量是关于有趣性、重要性和有用性方面的测量,未
涉及学习代价的测量,因此验证了前人的研究即混

合学习任务价值对混合学习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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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通过构建“钉钉 + MOOC + 课堂教学混合

教学模式冶,在模式实施过程中,教师将学生放在中

心位置,基本实现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学

习过程。 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该教学模式中,基
本能够实现精准教学。 该教学模式的实施提升了学

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通过学习交互提升

人际交往能力,促进教师通过学习交互改进教学方

法、整合教学内容,促使学习者进一步感知到课程的

任务价值,最终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满意度。 在未来

的教学研究中将根据授课课程性质进一步探索混合

教学模式的其他组合类型,实现最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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