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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使在线教学深深嵌入到大学教学体系中，并持续影响大学的教育变革。如何评价和改善实

时交互的在线学习效果，是管理者、教师和学习者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输入—过程—结果框架，

构建了在线同步学习效果的影响机制假设模型，并基于清华大学大规模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文章

发现：自主学习能力作为内在因素对在线学习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多类型的交互行为发挥了中介作用，也是改

善在线同步学习效果的突破口；及时调整教学设计和优化教学策略，建立输入层、过程层与结果层相连接的动

态改进机制，是提高在线学习效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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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线学习已经成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突破时空限制，在线

学习为社会公众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不仅得到了众多学习者的青睐和教育实践者的广泛

应用，而且为教育资源均等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1][2]。2019 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推动

了基于互联网的同步在线教育快速发展，使在线教学更广泛地融入大学教学体系，并对塑造高

等教育的新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线同步学习通常被视为师生“面对面”实时互动的在线学习模式[3]。在线同步学习效果如

何改善，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大学教学质量保障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往的国内外研究多关注

在线异步学习或混合式学习，而针对在线同步学习的系统性探究相对较少[4]。基于此，本研究以

输入—过程—结果（Input-Process-Outcome，IPO）框架为基础，构建了分析在线同步学习效果

影响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基于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重点回答以下问题：①在线同步学习

中，学生的学习效果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②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学习效果的？ 

一 在线同步学习效果影响机制的 IPO 框架 

IPO 框架泛指那些通过一定的过程（Process），将输入（Input）转化为结果（Outcome）的

运行体系。由于 IPO 框架的突出特点是结果导向，与教学管理中的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理念取向一致，因此 IPO 框架亦被研究者应用于教育场景中。例如，Garris
等[5]提出了游戏式教学的 IPO 模型，详细阐述了学习者学习过程的运作模式：输入是指教材内

容与游戏特性，过程是指学习者评判、行为及反馈，结果即为学习效果；虽然游戏式教学与在

线同步学习的学习形式存在差异，但就学习的本质而言，两者具有相似性，即在外部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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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学习共同体的交流互动以实现学习效果的过程。IPO 框架将学习的“输入”、“过程”

和“效果”进行线性关联，在回应“教学和学习”问题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有助于更好地探

索学习效果的影响机制[6][7]。 
在参考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在线同步学习情境中的 IPO 框架，用来探索

学习效果的影响机制。 
1 输入层：外部学习环境和自主学习能力构成在线同步学习的输入要素 
在线同步学习既受外部环境因素也受内部学生个体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线同步学习主

要基于视频会议系统或其它支持实时教学的工具，因而技术设备、网络条件等成为必备的外部

学习环境，其通畅性是在线同步学习顺利开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对在

线同步学习也有重要影响。自主学习是指学习者自己确定学习目标，并对目标与情境引导和约

束下的个体认知、动机、行为进行监视、调节和控制的过程。有研究认为，自主学习能力强的

学习者更能在学习环境中调节和监控他们的学习过程[8][9]。在以技术为支撑的在线同步学习中，

学习者的社会临场感被极大地削减，学习界面更有诱惑力，同时学习者也更容易分散注意力，

故自主学习能力发挥的作用也更为重要了[10][11]。 
2 过程层：学习交互行为是在线同步学习的核心过程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人、行为和环境是相互影响的[12]。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学习是通

过对某种社会文化的参与而内化相关知识和技能、掌握有关工具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需要通

过一个学习共同体的合作互动来完成”[13]，而教师、同伴等共同构成了这个学习共同体。当学

习者与其探索的信息发生联结或基于学习共同体与其他学习者发生联结时，学习者的学习过程

会更为有效，同时学习共同体会促进学习者开展高阶学习。学习共同体之间发生的学习交互行

为是学习的核心过程，不论是在传统学习环境、在线学习环境还是在线同步学习环境中，学习

交互行为都会显著影响学习质量，如学业成绩、满意度等[14][15]。本研究参考 Moore[16]提出的交

互分类，即学习交互行为可分为学生与知识内容的交互、学生之间的交互、学生与教师的交互，

该分类在远程教育、在线教育领域有较强解释力。 
3 结果层：“知识—能力—态度”学习效果评价作为结果 
学习效果评价对诊断课程质量、优化教学策略、促进教学改进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的学习

效果评价采用哪些维度，与教学理念有密切关系。例如，清华大学确立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17]，此理念可转化为学习效果评价的维度，不仅适用于传统

课堂，也适用于在线课堂。结合前期研究成果，本研究从学习效果层面对“三位一体”的育人

理念进行了操作性定义：知识传授包括低阶认知和高阶认知的建构水平，能力培养侧重解决问

题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等，价值塑造主要考察学生对价值观相关问题的态度，例如世界观、

价值观和学术观。 

二 研究设计 

1 假设模型 
本研究将 IPO 框架与在线同步学习情境相结合，构建了基于 IPO 框架的在线同步学习影响

机制假设模型（下文简称“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其中，技术设备、网络条件等构成了在

线同步学习的外部学习环境，这是顺利开展在线同步学习、进行在线互动之不可或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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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线同步学习的过程和结果都会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外部学习环境对交

互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2：外部学习环境对学习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考虑到自主学习

能力对在线同步学习效果的总效应显著，且主要体现为以交互体验为中介的间接效应[18]，而较

高的自主学习能力通常意味着更积极的交互行为和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自主学习能力对交互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4：自主学习能力对学习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此外，交互行为对于学习和建构新知具有重要的意义。交互行为可以促进学习者的认知投

入，也是促进实现教学目标、达成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1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交互

行为对学习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图 1  在线同步学习效果影响机制的假设模型 

表 1  在线学习调查工具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测量题项 参考文献 Cronbach’s α 值 KMO 值 

外部学习环境 --- 3 自设题项 --- --- 

自主学习能力 --- 6 Pintrich[20]等，Barnard 等[21] 0.711 0.736 

交互行为 

学生与内容交互 3 

Kuo 等[22] 

0.796 

0.867 生生交互 2 0.755 

师生交互 3 0.747 

学习效果 

知识（低阶） 2 

保罗等[23]，Offir 等[24] 

0.901 

0.903 
知识（高阶） 3 0.861 

能力 4 0.857 

态度 3 0.815 

2 调查工具 
为探索在线同步学习效果的影响机制，课题组研制了“疫情防控期间清华大学学生在线学

习调查问卷”。本研究主要从外部学习环境、自主学习能力、交互行为和学习效果等四个维度对

问卷中的 29 个题项进行分析，其中的外部学习环境维度主要考察学生对技术设备和网络条件的

体验，另外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法，通过问卷自评的形式考察。经计算，问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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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的可信度 Cronbach’s α 值介于 0.711～0.901 之间，有效度 KMO 值介于 0.736～0.903 之间，

说明调查问卷的信效度比较可靠，如表 1 所示。[25]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参加清华大学 2019～2020学年春季学期课程的学生（大

一至大四、硕一、博一）中随机抽取一半的样本发放调查问卷，样本数据包括 6375 名本科生、

2136 名硕士生和 1309 名博士生。问卷发放平台为“荷塘雨课堂”，同时提供中、英文两个版本。

经过一周的问卷数据收集，本研究共收到 6080 份有效问卷，其中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有

效问卷分别占比 60.89%、19.44%和 17.37%2。 
本研究采用 SPSS 22.0 软件和 AMOS 20.0 软件，计算每个变量的标准化数据。其中，输入

层的外部学习环境和自主学习能力为自变量，过程层的交互行为为中介变量，结果层的学习效

果为因变量。之后，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对问卷数

据进行分析，验证研究假设、修正模型、计算效应值。 

三 研究结果 

1 假设模型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关注参数检验和拟合度两个方面的指标：①参数检验是估计参数的显著

性检验，本研究主要考虑临界比率 C.R.值是否大于 2 和 p 值是否小于 0.05；②拟合度是模型的

拟合程度，本研究主要参考卡方自由度比（CMIN/DF）、拟合优度指数（GFI）、均方根残差（RMR）、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规准拟合指数（NFI）和比较拟合指数（CFI）等指标。 

基于调查问卷分析，本研究发现参数检验 C.R.值和 p 值在假设模型的五条路径中只有外部

学习环境对学习效果的直接影响作用不显著，这与被调查者的技术设备和网络条件得到了保障

的实际情况相符，故删除该路径。之后，本研究基于修正指数连线交互行为和学习效果的残差

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修正后的参数检验值均符合标准。假设模型修正前后的参数检验值

如表 2 所示。 

表 2  假设模型修正前后的参数检验值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 

对修正后在线同步学习效果影响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下简称“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检验

值与拟合标准值进行对比，可得到修正后模型的拟合程度。数据分析表明，除 CMIN/DF 外，

GFI、RMR、RMSEA、NFI、CFI 等指标的检验值均满足评价标准，说明修正后模型具有较好的

                                                        
2
 注：年级选项为空的问卷数量占 2.30%。 

影响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C.R. p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外部学习环境→交互行为（H1） 0.053 0.052 0.005 0.005 3.965 4.065 *** *** 

外部学习环境→学习效果（H2） 0.004 --- 0.004 --- 0.424 --- 0.672 --- 

自主学习能力→交互行为（H3） 0.417 0.416 0.015 0.014 29.510 29.758 *** *** 

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效果（H4） 0.051 0.042 0.011 0.010 4.930 4.016 *** *** 

交互行为→学习效果（H5） 0.911 0.894 0.017 0.017 55.647 53.6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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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度。而 CMIN/DF 值相对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卡方值检验最适用的样本数为 100～200，
而本研究的样本量超过 6000。因此考虑到样本量，本研究中修正后模型拟合度的检验重点参考

GFI、RMR、RMSEA、NFI、CFI 等五项指标[26]，如表 3 所示。 

表 3  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检验值 

统计检验量 CMIN/DF GFI RMR RMSEA NFI CFI 

拟合标准值 ＜5 ＞0.90 ＜0.05 ＜0.080 ＞0.90 ＞0.90 

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检验值 31.416 0.974 0.019 0.071 0.966 0.967 

2 影响效应分析 
修正后模型如图 2 所示，该模型形象地展示了在线同步学习中输入层（外部学习环境、自

主学习能力）、过程层（交互行为）和结果层（学习效果）之间的影响关系。 

 
图 2  修正后模型的路径图 

路径系数可以衡量各维度影响在线学习效果的效应值，具体包括标准直接效应值、标准间

接效应值和标准总效应值。修正后模型的效应值如表 4 所示，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表 4  修正后模型的效应值 

自变量

因变量 
外部学习环境 自主学习能力 交互行为 

标准直接效应值 
交互行为 0.052 0.416 --- 

学习效果 --- 0.042 0.894 

标准间接效应值 学习效果 0.046 0.372 --- 

标准总效应值 
交互行为 0.052 0.416 --- 

学习效果 0.046 0.414 0.894 

①外部学习环境对交互行为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标准直接效应值为 0.052；通过交互行为的

中介作用，外部学习环境对学习效果产生了间接的正向影响，标准间接效应值为 0.046。 
②自主学习能力对交互行为、学习效果均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标准直接效应值分别为 0.416、

0.042，可见自主学习能力主要影响交互行为；而通过交互行为的中介作用，自主学习能力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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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果产生了间接的正向影响，标准间接效应值为 0.372。 
③交互行为除了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还对学习效果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标准直接效应

值为 0.894。 
总的来说，输入层的外部学习环境和自主学习能力两个维度通过交互行为的中介作用，对

学习效果产生了正向影响。而从标准总效应值来看，各维度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

交互行为、自主学习能力、外部学习环境，可见交互行为是在线同步学习的关键影响因素。 

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在线同步学习效果的影响机制，所得结论主要如下： 
1 输入层的自主学习能力发挥重要作用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在线异步学习情境的讨论，本研究将自主学习能力作为输入层的重

要内在因素来考察，进一步探索了在线同步学习中自主学习能力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已有研究

证实了在线学习情境中自主能力和自我监控会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并认为许多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较低是由于在线教育面临巨大挑战[27]。在本研究的在线同步学习效果影响机制中，

输入层的外部学习环境虽然对学习效果有正向影响，但是效应值相对较小。相较于外部学习环

境这一外在因素，自主学习能力这一内在因素对在线学习交互行为有更大的积极影响。结果表

明，自主学习能力高的学生，在线交互更加积极、更为投入，其学习效果也更好。 
2 过程层的交互行为发挥关键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的过程层包括学生与内容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三种交互行为。一般认为，

在线学习社群中，交互行为是学习过程和学习体验的核心，也是学生取得良好学习成就的关键。

因此，研究者都比较关注交互行为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有研究发现，三种交互行为与学习成就

正相关，交互有助于知识建构、能力提升，也为师生提供了互联和价值分享的平台[28]，而这些

交互行为是影响学习体验和满意度的积极因素[29]。 
本研究发现，过程层的交互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学习效果，还在学习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中

介作用。从在线同步学习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看出，交互行为传递了自主学习能力和

外部学习环境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据此，在线同步学习效果的影响机制可以解释为：无论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如何，也无论外部学习环境如何，都是学习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这些因素经由学习过程的转化，才能对学习效果产生影响。在这种传递和转化的过程中，

良好的技术设备、网络条件等仅为学生提供知识学习和交流互动的基础条件，而自主学习能力

能够动态调节在线学习过程（调节方式包括是否积极地开展小组讨论以促进知识理解、遇到困

惑是否主动向教师寻求帮助等[30]），有助于学生监控、反思自己的学习行为。在线同步学习的外

部学习环境和自主学习能力作为输入因素，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与过程层的交互行为这

一中介因素进行有效整合。 
3 结果层学习效果的动态改进机制 
结合上述两点结论，本研究认为：结果层的学习效果存在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在具体的在

线教学实践中，可通过改善输入层、过程层、结果层的有效连接关系，实现学习效果的提升。 
①输入层的内外因素在在线同步学习情境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外部学习环境是顺利开展在

线教学的前提，是开展在线教学的第一道数字鸿沟（网络接入沟）[31]。当这道鸿沟被跨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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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就不再是影响学习效果的核心因素了。对多数学生来说，由于学校已经提供了软硬件

设施保障，故以自主学习能力为代表的内在因素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启示我们：在线同步学

习输入层的关注重点，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状态进行灵活调整。此外，开展在线课程时，教师

需要在提升学生专注度、时间有效管理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指导。除了任课教师，学校还

可以通过学生学习发展中心、心理发展中心等机构，为学生提供诊断和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的课

程或培训，并从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培养元认知、时间管理和自我监督等能力，这不仅有利于

提升在线学习效果，对于终身学习也大有助益。 
②过程层的交互行为意味着信息交换、知识建构和情感交流的过程。交互行为感知良好的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倾向于更高的认知投入、行为投入和情感投入。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设计

多样的教学环节，掌控教学进度和节奏，促进学生的认知参与，提升合作学习和同辈学习的频

率与互惠度。此类交互教学“脚手架”的搭建，既是改进在线同步教学的直接途径[32]，也是在

线同步教学有别于在线异步教学的关键所在。 
③要重视建立学习环境、自主学习能力与交互行为的连接关系。也就是说，要在教学过程

中重视将输入层的内外因素及时接入到过程层的交互行为中。一旦外部学习环境获得改善，就

将关注点向交互行为迁移，使得外部学习环境的营造更有利于交互。此外，不应依靠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来保障学习效果，而要借助更多的、经过了系统性设计的教学环节，来调动全体学

生的学习参与积极性——这种调动不仅针对那些自主学习能力欠缺的学生，也针对那些自主学

习能力较强的学生。 
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全面地考察了在线同步学习中输入层（外部学习环境和自主学习能

力）、过程层（交互行为）影响学习效果的作用机制，并且揭示了过程层（交互行为）的中介作

用。后续研究可以对这种作用机制进行群组对比分析，如进行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不同性别

的对比分析，以进一步探究不同群组之间学习效果作用机制的共性和差异，进而更有针对性地

开展教学设计、优化教学策略，提升在线同步学习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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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nline Synchronou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Interactive 

Behavio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rge-scale Online Survey Data of Tsinghua University 

LIU Wei-tong    QIAO We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4)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made online teaching deeply embedded into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system, 

and continues to influence education change in universities. How to evaluate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ynchronously interactive online learning is an essential concern for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and learners. Based on the 

Input-Process-Outcome (IPO)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hypothesis model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nline synchronou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analyzed it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large-scale survey 

data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t was found that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s an internal factor,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onlin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multiple types of interactive behaviors played an mediation role and was also 

the breakthrough to improve the online synchronou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Meanwhile, timely adjustment of teaching 

design,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strategy and establishment of dynamic improvement mechanism linking input layer, 

process layer and outcome layer were the key to improve the onlin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words: online synchronous learning; IPO framework;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teractive behavior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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