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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线课程的学习预警对学习者的学习影响 

田沛沛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甘肃兰州 

【摘要】在线讨论是在线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为学习者提供便利地互动交流的个性化学习体验，促

使学习者突破时空间限制，有目的地参与学习，形成众多的生成性资源。在线学习中学习者若无法在第一

时间获得教师的反馈与提醒，则会使学习者无法及时明确自身的学业危险。当学习者获得即时的学习预警

与反馈时，可以帮助学习者建立信心，督促学习者及时参与互动交流，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习者对课程的

参与度。本研究旨在探讨在在线课程中实施学习预警措施，分析对学习者学习行为、学习参与度、学业拖

延水平产生的影响，帮助学习者积极参与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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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learning early warning based on online courses on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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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line discussion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online courses. It provides learners with a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perience that facilitates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encourages learners to break through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purposefully, and form numerous generative resources. In online 
learning, if learners cannot get feedback and reminders from teachers in the first time,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identify their own academic risks in time. When learners get immediate learning warning and feedback, it can help 
learners build confidence, urge learner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and help 
teachers understand learners’ participation in courses in a timely manner.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rly warning measures in online courses, analyze the impact on learners' learning behavior, 
learning participa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help learner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onlin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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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线教育可突破时空间限制，为学习者提供个

性化的学习，其学习时间和地点更为自由和灵活。[1]

在线教育的形式主要包括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和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在

线课程主要包括学习导航、学习目标、学习资源、

学习讨论和学习评价等环节，在线讨论活动是在线

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测

的重要指标。在线课程包括在讨论论坛中发起讨论、

进行个人作业或小组作业，或在物理或虚拟教室中

参加考试等活动。[2]在提供学习预警反馈方面，教

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定义学生弱

点，评估学生问题。[3]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疑问进

行汇总与及时指导干预，对于学生的拖延行为与参

与性不积极等现象进行学习预警，对学习过程中的

弱势群体提供个性化的精准干预，帮助他们及时实

现师生、生生间的学习资源共享，体验到更多的学

习乐趣。教师可以通过在线讨论活动的特色设计来

增加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线

课程，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检索更多的学习资源。 
二、相关研究 
预警即在事件即将发生不良后果时，预先对其

发出警示，以避免危害发生，从而减轻危害所造成

的损失的工作制度，具有主动性、超前性、及时性

和针对性等特点，并且能将风险和损失尽可能降低。

在线学习预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性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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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两方面。 
（一）在线学习预警的理论性研究 
在理论性研究方面，G.Siemens 教授提出了学习

分析过程模型，主要包含收集数据、学习者前期分

析、数据分析、干预及个性化定制五个部分。[4]通

过搜集学习者在使用学习管理系统时观看视频的频

率、参加学习活动的种类、参与测试的时间，获得

大量的数据信息，通过构建模型推测学习者是否存

在辍学危险，评估学生已具备的知识，寻找符合学

习者的个性化学习方法。帕尔多等人提出用于预测

学生的考试成绩的学习预测模型，从而实现对学生

的个性化反馈和教师干预的有效支持。[5]赵慧琼指

出影响学生在线学习绩效的预警因素主要包括讨论

区总发帖数量、在线测验次数、同伴评价、自我评

价、提交任务与浏览授课资源次数。[6]宋楚平认为

预警主要包括预警范围、预警的精准度和时效性等。
[7]Sinclair 等人提出 EWI 干预模型，[8]此干预模型对

学生辍学的出勤率、学习行为和课程表现可进行干

预分析，为指导团队监控学生成绩并提供适当的干

预措施提供指导方针。总的来说，关于在线学习预

警的理论性研究主要在预警的因素、机制、模型的

构建等方面，通过研究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参与情

况等产生影响。 
（二）在线学习预警的应用性研究 
在应用性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学习预警、平

台、系统的设计和实践应用等方面。美国普渡大学

研发的在线学习预警系统 —— 课程信号系统

（Course Signals），帮助教师向学生提供实时反馈，

它允许教师向学生发送个性化的电子邮件进行干预

措施，鼓励学生在校园或办公时间访问各种课程资

源，使用学习者分析技术来整合学生表现的实时数

据。[9]Trussel 构建了预警模型对学生进行及时的干

预预警，促进学生学习成功。[10]Mei 利用在线学习

管理系统（LMS）日历工具“课程黑客”（Course Hack）
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学习预警，以此来提高学员的时

间管理技能。研究显示，管理时间的能力与学业成

绩呈正相关，故利用此系统预警可以对学生的学业

成绩产生积极影响。[11]预警系统能够结合多个数据

点，将预测指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关联，以便生成

的预警报告可对学生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帮助学

生学习回到正轨。Mol 使用不同程度的预警，主要

包括标准内容预警和额外预警，额外预警的内容主

要包括标准内容、完成学习活动的大致时间、目前

已完成学习活动的学生人数等信息，有利于帮助学

生产生“社会压力”，帮助学生准确评估自己的学

习情况，继而提高学生的参与度。[12]Iver 通过采用

一级干预、二级干预、三级干预的措施对学生的出

勤行为和课程成绩进行预警，发现对不同程度的干

预对学生的出勤和成绩有不同的影响。[13]研究者们

借助各种学习预警系统方式等以降低学生的辍学

率，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降低作业拖延情况，以提

高在线课程学习质量。 
三、在线学习预警对学习者的影响 
（一）个性化学习预警助推学习行为的改变 
在线学习行为指的是借助网络学习环境，学习

者发生的与学习高度相关的学习活动。在线学习行

为主要包括注册、登录平台，浏览学习资源，与平

台间的交互，与学习同伴之间的互动交流等。学习

者以无意识的状态参与在线学习，这种无形的学习

能够真实反映学习者的态度、思维及学习情况。[14]

因此，教师或助学者可从行为数据的角度分析在线

学习，提前告知学习者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

纠正。个性化的学习预警可以帮助学习者重视在线

课程，帮助他们积极参与在线学习，浏览并下载学

习资源，提升学习者的知识深度与广度，并能够促

进生生间互动交流，进而帮助学习者改变学习行为，

变被动为主动，从根本上改变学习者的态度及学习

状况。 
（二）个性化学习预警提升学习参与度 
在线学习参与度是指学习者能够积极参与在线

学习活动的程度，这里的学习活动指的是在线学习

过程中所有与课程相关的学习活动等，包括登录平

台、观看视频/文本资源、上传/下载文件、完成讨论

活动等。有效的在线学习参与行为不是学习同伴之

间的单向对话，而是多向传递的共享过程，对话形

式可以是异步交流、同步交流、发帖、回帖评论等，

任何对话形式都应该是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学习者

能够在头脑中建立与学习资源间的有效连接，积极

参与学生之间的协作、交流、分享和体验等。[15]在

线讨论是学生与教师间互动的平台，教师的合理引

导与及时反馈能够调动学习者积极性，并且能使学

习者深入思考和深度学习。教师或助学者可以定时

针对性地提醒学习者参与在线讨论活动的时间，借

助平台发送课程预警公告，帮助学习者明确学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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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要求，明确参与在线讨论的重要性，提高参与

意识，促使学习者有效解决学习问题。也可以向学

生展示个人的学业成就，让他们明确过程性评价的

重要性，明确参与学习的量化结果都是自身创造完

成的，这也是对学习者的一种提醒，帮助他们提高

参与积极性，达到强化学习的作用。也有研究表明，

智能激励和学习预警的联合使用可以提高学习过程

的参与度和学习者的情感投入，[16]提高他们的学习

意愿。 
（三）个性化学习预警改善学业拖延水平 
学业拖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也受各因素

的影响。Steel 将拖延定义为一种自愿地推迟一个预

定的行动过程，尽管预期会因延迟而变得更糟。
[17]Robert、Lindsey 和 Sukaina 认为，学业拖延是学

习者拥有完成任务的知识和技能，但缺乏组织知识

和技能的信心，即自我效能感在认知和元认知功能

中发生作用的一种行为结果。[18]拖延在操作上被定

义为测验或讨论活动截止日期和参与者开始测验或

参与讨论活动之间的时间差，以小时为单位，时间

上的较大差异表明学生在截止日期之前提前开始了

测验，因此表明拖延的程度较低；相反，时间差越

小，测试开始时间越晚，拖延程度则越严重。

Korstange 将拖延分为主动拖延和被动拖延。[19]在线

学业拖延指的就是在线讨论活动中，学习者参与在

线课程时所表现出来的作业提交不及时等现象。教

师或者助学者通过浏览平台的学习数据，可以清楚

知道学习者参与学习的情况，这些学习数据能够很

好反映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学习参与度以及学业拖

延情况。借助后台的学习数据，对学习不积极的学

生采取个性化的学习预警措施，帮助学习者明确自

身存在的问题，让他们能够及时学习课程资源，进

而帮助及时完成在线讨论活动，继而提高在线学习

的学业成就。 
四、结语 
在线讨论是在线课程的核心环节，对参与在线

讨论的学生给予适当的个性化学习预警措施，可以

帮助学习者有目的地参与学习，帮助在线课程动态

的生成性资源形成，让学习者体验个性化的学习。

研究表明，在线学习预警的实施，不仅能够提升学

习者的参与度，还能有效改善学习者的学业拖延情

况，帮助学习者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让他们明确积

极参与在线讨论的重要性，继而提升在线讨论质量，

实现在线讨论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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