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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our country vigorously advocates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made rapid progress. Large-scale online education has
become possible,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means have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education richer and diversified. This report is supported by researches and analyses, which illustrate
the use efficiency of onlin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unan province under the
present epidemic situation. It also discuss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fficiency of online-teaching from aspects of students, schools, platforms and so on. According to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and analyses, this report also gives some advice about how to use online-education
more efficiently which shows a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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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大力提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规模的线上
教育已成为可能，不断创新的技术手段也使得线上教育发展更加丰富和多元化。本文通过调研分析，主
要论述了在“互联网+”时代中，当前疫情背景下，湖南省高校线上教育的使用现状及使用效率，从学
生、高校、平台多方面探讨了影响线上教育使用效率的因素，并且基于综合研究分析，对大学生线上教
育使用效率的提高提出了若干建议，为线上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发展指明了一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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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线上教育即远程教育、网络教育，是指通过应用信息科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进行教育学习和知
识传播的方法。线上教育起源于美国，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十分普及，进入 21 世纪，线上教育从北
美、欧洲迅速扩展到亚洲地区，近几年在中国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国内目前大部分是针对“互联网+”线
上教育的模式、发展及现状、存在问题、影响、改善以及线上教育平台的发展模式等方面来研究的，诸
如，董宝莹(2019)对“互联网+”背景下高校线上教育模式进行的探讨[1]，梁瀚尹(2019)从某一特定课程
角度对线上教育平台的发展及其现状进行分析[2]，许江波(2019)从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善等维度来
探讨“互联网+”背景下的线上教育[3]，李旻晶(2018)对“互联网+”在大学教育的现状和影响进行了探
讨[4]，周青松(2019)从具体的线上教育平台出发研究线上教育盈利模式等[5]。国外则是从社会、科技、
行政与教学等多元观点出发，研究线上教育的理论、实务与问题(Haythornthwaite C A, Kazmer M M, 2004)
[6]，也有学者如 Kearsley G (2013)通过对接受远距教育的毕业生进行访问调查以及从线上教育的管理和
评价角度等方面来研究[7]。由于国内外对于线上教育的使用效率的研究少之又少，而在中小学和大学教
育中，后者的线上教育更具有自主性代表性质，因此本研究以湖南省为例，结合大学生、高校和线上教
育平台三方面，研究“互联网+”时代下线上教育使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8]。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教育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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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
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2 月份起湖南省各地区高校陆续开启线上教育模式。

2. 湖南省高校大学生线上教育使用现状及效率的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线上问卷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采用自编的《关于湖南省大学生线上教育使用现
状的调查》问卷，问卷主要调查了湖南各高校大学生线上教育的使用现状、进行线上学习的平台、使用
线上教育的动机、线上教育的时长、线上教育的使用效率高低、影响线上学习效率的因素等等内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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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是湖南省的高校大学生。共发出问卷 4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400 份，回收率为 100%。

2.1. 使用现状调查
由于湖南省各地高校开始展开线上教学的时间不一，就问卷调查截止时间的数据显示，使用线上教
育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 89.31%。从湖南省大学生使用线上教育的动机来看，出于学校学分要求而使
用线上教育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 73.55%，出于考证、考研等原因使用线上教育的占 69.68%，出于美
食、面试等生活技能的提高而使用线上教育的占 17.42%，其他动机占 9.03%。从使用频率来看，湖南省
高校大学生一周 5 天及以上使用线上教育的占总调查人数的 50.32%，一周 5 天以下或几周一次的占
25.16%，无固定频率利用碎片化的空闲时间使用线上教育的占总调查人数的 21.29%，极少(一个月两至
三次)使用线上教育的占总调查人数的 3.23%。从单次使用线上教育的时长来看，单次使用时长在在 1 至
3 小时的占总调查人数的 64.52%，单次使用时长在 1 小时以内的占总调查人数的 24.52%，单次使用时长
在 3 小时以上的占总调查人数的 10.97%。从线上教育的使用平台来看，选择使用学校提供的平台，如“超
星学习通、知到、雨课堂”等平台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 80.28%，选择国内外知名平台，如“新东方、
慕课、网易云”等平台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 12.68%，选择选择其他平台的占总调查人数的 7.04%。
从线上教育的花费水平上来看，调查显示 83.87%的大学生的线上教育平均每门课花费水平在 0~300 元，
9.68%的大学生线上教育平均每门课花费水平在 300~600 元，3.87%的大学生线上教育平均每门课花费水
平在 600~1000 元，2.58%的大学生线上教育平均每门课花费水平在 1000 元以上。
通过调查结果发现，湖南省大学生使用线上教育的使用人数较多且频繁，主要动机以学分要求、考
证、考研为主，单次使用时长多在 1 至 3 小时之间，线上教育平台的选择上大多选择使用大型平台或学
校提供和推荐的平台，说明线上教育与平台和校方的紧密关联。在金钱花费水平上，湖南大学生的平均
每门课消费水平主要在 0~300 元之间，整体花费水平偏低。

2.2. 使用效率调查
在湖南省大学生的线上学习签到率方面，80%的大学生签到率在 80%~100%，7.27%的大学生签到率
在 60%~80%，3.64%的大学生签到率在 40%~60%，7.27%的大学生签到率在 20%~40%，1.82%的大学生
签到率在 0%~20%。在到课率方面，疫情期间，72.73%的大学生能做到准时上课，25.45%的大学生会偶
尔迟到，1.82%的大学生经常迟到。在线上学习的专心程度方面，30.91%的大学生表示非常专心，56.36%
的大学生表示在线上学习的时候会偶尔玩下手机、聊聊天，7.27%的大学生表示在线上学习的时候大部分
时间会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5.45%的大学生则表示在线上学习的时候会完全无视，进入课程完成签到后
会放在一边不管。在学习获得感方面，21.83%的大学生认为线下教育的学习获得感低于 60%，45.45%的
大学生认为线下教育的学习获得感在 60%~80%，32.73%的大学生认为线下教育的学习获得感在
80%~100%。另外，有超过半数的 56.37%大学生认为线上教育的效率不高，25.45%的大学生认为线上教
育的效率较高，18.18%的大学生认为线上教育的效率非常高。
从调查结果分析得出，湖南省高校大学生线上教育的使用效率并不高。虽然签到率普遍较高，迟到
率也偏低，但大部分同学自觉性专心度都不够，学习的获得感并不高，导致部分线上学习流于形式。

3. 影响线上教育使用效率的因素
在调查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根据计划行为模式的理论依据来分析影响使用效率的因素，主要影响因
素还是大学生的主观行为，另外还有教育平台以及高校方面对大学生行为意向方面的影响，进而影响了
线上教育的使用效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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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factors affecting onlin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s and platform level and their proportion analysis
表 1. 影响线上学习效率的学生自身和平台层面的因素及其占比分析
学生自身层面

平台层面

因素

占比

因素

占比

自觉性问题

87.74%

广告

56.13%

目的性

83.23%

弹幕

33.55%

自学的能力

41.29%

平台强行推销

51.61%

时间的安排

18.06%

无法及时解答疑惑

69.68%

花费的成本多少

36.77%

老师讲课水平不够

30.32%

其他

5.16%

平台建设不到位(如系统崩溃等)

56.77%

其他

7.74%

3.1. 高校学生的自身行为
3.1.1. 学习的自觉性与目的性
进行线上学习，要求学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能够给自己安排好学习计划，并且不受外界
因素的影响去按时完成任务，这样的自觉学习的效率，会比被强迫学习高得多，即使不用别人的督促也
能进步。调查显示有超过 87%的同学认为自身的自觉性不够是影响自己线上学习效率的主要原因。其实，
不论是线上学习还是传统的学习模式，都要求学习者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就像大多数学生上大学
之前的学习目标是进入一所好的大学，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同学丧失了学习的目的，变得茫然，导致学习
效率并不高。自由开放的大学氛围，线上教育的盛行，突破了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没有了传统课堂纪
律的约束，也没有了老师的实时监督，而且线上教育课程的虚拟模式和开放性，就要求学生学习要具有
更高更强的自觉性。
3.1.2. 学生在线上课程的花销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3.87%的同学平均花费在每门线上课的金钱数目都不超过 300 元。现在是知识
付费时代，人们常常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能轻易得到的东西不懂得珍惜。有一些同学认为线上学
习只需要网络，在各大应用平台很多免费的课程唾手可得，甚至觉得学校的线上课程也没有线下课程的
成本高，就不去珍惜线上课的学习。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大部分同学都不是很愿意在线上教育中花费
过多的金钱，导致他们觉得即使不认真完成线上学习，也没有多大损失，致使他们线上学习效率在一定
程度上又有所降低。
3.1.3. 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对时间的把控
线上学习强调自主学习的能力，没有老师的面对面教导、监督，在所有的学习方式里面，自学是最
考验人本身的方式。要讲究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学会独立思考，要区分每个人进行线上学习的学习效
率和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就要看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对知识的接受消化能力了。线上课程最大的优
点就是学习时间灵活，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利用碎片化时间来提升学习效率[9]。回放课可以不限次数的
回放，还可以暂停倍速等操作，一方面可以方便学生反复的学习知识点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从负面影
响了学生学习的效率，使得学生学习的有效时间减少。学生可以随意暂停去做别的事情，不怕分心错过
知识点，因为可以反复观看，一节 30 分钟线上课的视频，想要学完可能得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就导致
了学习效率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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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线上教育平台层面
3.2.1. 线上教师的教学水平
在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就是教师的水平，这也是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线老师的教育水平直接
影响在线课程的质量。当前，比较成熟且广受好评的在线教育机构几乎都是双师教学模式。即一位老师
上课，一位助手或班主任完成课后的指导。前者保证线上课程质量，后者兼顾学生服务。近年来，在线
教育机构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名师资源毕竟有限，平台的准入门槛低，没有了传统学校对老师的考核机
制，导致一些新教师的教学水平达不到标准，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3.2.2. 互动答疑的及时性
问卷显示，有 70%以上的学生认为师生之间答疑解惑不够及时，互动性不够。目前多数线上教学平
台都设有一些用于交流讨论的模块，如“论坛”、“社区”、“留言”等，但这样的方式没有面对面交
流的及时性，有时老师会几个小时后看到才回复或者几天后回复，很多时候做不到即时有效地进行沟通。
线上直播课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师生互动答疑，有助于解决同学在知识上的盲点和困惑，但是并不是所有
的同学都能在规定的时间上课。另外，通过通讯工具进行文字的书面沟通，有的问题无法清晰地表述和
回复，对于老师和学生都会存在理解的偏差，影响学习效果。
3.2.3. 学习的环境
调查问卷中显示，有超过 50%的同学认为在进行线上学习的过程中，存在广告、弹幕、强行推销等
情况，影响了线上学习的学习环境，这些因素在学生进行线上学习时都一定程度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进行线上学习，没有了课堂大家一起学习的氛围和环境，就容易分心，影响学习效率。网络环境的好坏
也是影响线上教学开展的重要因素，有的地方没有便利的网络环境，就无法保证线上学习的有效进行。
此外，因新冠肺炎疫情，开展线上学习的流量激增，有数据资料显示仅仅在 2 月 1 日和 2 月 2 日两
天，超星学习通新建的课程数就增加了超过 10 万门以上，到了 2 月 9 日，在超星平台开设的线上课已高
达 55.2 万多门。2 月 17 日，尽管学习通方面表示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充足预案和硬件升级，但是学习通还
是在瞬间的流量暴增中出现崩溃，导致部分用户在登陆、图片传输等功能出现短暂异常。这就严重影响
了线上课程的正常开展，也影响了学生的使用感，使得使用效率降低。

3.3. 开设线上课程的高校层面
3.3.1. 线上课的考查考核方式
在大学高校里，每一个学生在校期间，都需要修满相应分数的选修课。而有一小部分选修课以网课
形式，在各平台要求学生自行观看，并完成作业和考试。大部分大学高校都会在各大平台如超星，智慧
树等，购买线上课程或者由校内老师自由申报，以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课程视频主要有直播课和录播
课，学生只要看完视频就算完成学习任务，不论是否学到相关知识，部分课程有随堂测试和线上期末考
试，但是在搜索引擎快速高效的今天，没有了传统考试的监督性，考试也变得形式化，没有了来自外界
的压迫性，不自觉地学生的学习效率也就受到了影响。
3.3.2. 付费代刷课的现象
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少同学表示比起传统课程更喜欢选网课形式的选修课，但真正出于对网课内容
更感兴趣的却不多。在走访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表示线上课比传统线下课更容易获得选修学分，不用担心
迟到缺勤，考核也更容易获得高分。根据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进行线上学习的目的，73.55%的学
生表示其中有应学分的要求。网课容易得到学分，已经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为网课而生的刷课产
业链就存在于学生们的口口相传之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代课群找个人手动替你刷课，只需花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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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无需上课、做作业、考试，选修课学分轻松到手。在线代刷网课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高校进行线上学
习的初衷和自主学习的氛围，使得大学生线上教育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4. 针对提高大学生线上教育使用效率的建议
基于上述关于影响线上教育使用效率的因素以及调查问卷结果的研究分析，作者提出以下建议，推
进线上教育平台改革，加强学校监管督促工作，真正提高大学生线上教育使用效率。

4.1. 对线上教育平台的建议
4.1.1. 完善线上教育课程内容，注意学习时间设置
线上教育平台作为大学生使用线上教育最关键的一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适时更新完善线上平台
教学资源，保证教学资源与时俱进，增添课程乐趣，激发学生学习欲望，而非一直提供过时老套，与社
会发展脱节的资源。针对不同学科的发展状况，及时跟进资源的更新与完善，为学生提供最新最全的学
习资源，课程相关的其他延展性资料资源，尤其是某些学科与其他学科有交叉关联等情况时，一定要提
供相应的补充资料供学生自主学习，以保证线上教育学习的有效性，提高学生对线上教育资源的使用效
率。课程每节课设置的学习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学生产生厌烦心理。要保证一定的学习时间后进行适当
的互动环节，保证学生思维及时有效转换，帮助学生更好理解课程有关内容。同时，课程周期不宜过长，
以达到相应教学目标为主要目的，而不宜过于拉长课程周期，影响期末考试及线下教学。设置合理的有
效学习时间是保证学生接受线上教育，提高线上教育使用效率的重要举措。
4.1.2. 完善平台功能，加强学习监控
正如慕课推行的理念：“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能学到任何知识。”[10]把学生使用感受
放在平台开发第一位，建设完善评论反馈机制，方便学生使用线上资源进行学习后及时反馈，便于平台
及时整改，适应绝大多数学生的使用习惯。充分利用线上资源优势，将线上课程与学生学习习惯结合起
来，建立“共同学习，团队学习，互督互促”学习机制，构建“自习室”，“学习社区”，“学习伙伴”
等板块，帮助具有共同兴趣爱好、学习方法类似的学生搭建平台，共同以一个步调进行学习，互帮互助，
提高使用线上教育资源的效率。加强平台学习监控，平时上课学习开启拦截模式，防止学生使用“刷课
软件”，在课程当中适当增加选择题、判断题、连线题等多种形式的互动题，以此来监测学生是否真正
在线或者是否使用机器刷课，进而即时完成课程进度。课程章节测试及期末测评增强“防粘贴”模式，
必要时增设“防退出”、“防切屏”程序，防止学生采取措施进行作弊，并适当增加简答题，问答题，
分析题的设置，给予学生能够切实反馈自我学习感受和提出建议的必要空间，及时反馈教师端，帮助教
师改进课程设置，实现学生反馈能得到教师的真实回应，以便学生更好接受线上教育学习。进而提高学
生使用线上教育的效率。另外，由疫情爆发导致的在线教育需求暴增，平台在加大资金人员的投入，保
证平台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行的同时，也应该探寻一个合理的“容量平衡点”，从近期频频出现“崩”的
情况来看，合适的容量绝对是关键，尤其是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
4.1.3. 引导教师适应教学新方式，提供优质教学
线上教育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一个阶段，虽已做到基本普及，但仍有部分教师不适应或不习惯线上教
育方式，使得良好的线上教育资源渠道未能被有效利用。对此，作者建议平台定期开展针对线上教育优
势及长远发展目标进行教师培训，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是帮助线上教育课程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做
好老教龄教师的引导工作，将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新型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最大程度上利用线上线下优
质资源，实现教学资源的真正价值，便于学生更好更有效地接受线上教育方式，提高对线上教育的使用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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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学校的建议
4.2.1. 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正确认识线上教育形式
采取线上教育作为日常教学方式之一的学校，应当引导学生树立“线上教育类似于线下教学，各有
优势”的学习态度，引导学生像接受线下课程一样接受线上教育形式，正确引导，避免学生产生抵触情
绪。同时，对于学生使用线上教育的方式要积极引导，使得学生正确规范使用，而不是投机取巧，如进
行突击刷课，上网查找作业及测试答案。要让学生明白线上教育是线下课程的补充与延伸，是帮助对线
下课程更好理解的措施，是有益于学生自身的，应当正确认识线上教育的优势与意义，而非一味排斥。
同时，引导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线上教育课程，保证学生自己所选是自己愿意用心去学的，而不是只做
表面功夫，为了完成课程要求或者获得学分，要从根本上认识到线上教育方式的实用性与有效性，利用
好线上教育，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
4.2.2. 合理设置课程，使课程真实有效
学校一定要根据教学安排合理规划线上教育课程和线下实体课程各自的比例，主要还是要以线下教
育教学为主，避免因线上教育不完善而造成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如果线上课程包含直播内容，
需要学生按时准时观看的，应当选择学生方便，有条件按时参与直播学习的时间，避免因为时间问题导
致多数同学不能跟进直播，无法实时线上互动，进而引发学习方面的问题。

4.3. 对学生的建议
4.3.1. 端正学习态度，增强自我意识
使用线上教育教学要求在校学生一定要端正自我学习态度，从根本上意识到线上教育等同于线下实
体教学形式，两者目标都是为了给学生创造知识，只是展现平台不同，各有利弊，要充分将两者结合起
来，而非只看重线下实体课程。要端正对于线上教育课程的重视度，坚决杜绝“代刷”“代做”等违规
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不仅对于自己的学习没有帮助，而且对于完成自己的学业会产生阻碍，重者更是会
因此影响自己的信誉，乃至记入诚信档案，影响自己今后的人生发展，只有端正学习态度，正确对待线
上教育课程，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对于线上教育课程的使用效率。

5. 总结
由于疫情的影响，线上教育被给予厚望。线上教育作为教育方式的一种延伸，顺应了教育事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逐渐成为教育的主流模式之一，满足了大家对于远程学习、个性化学习等方面的要求，
但是由于自身、平台、高校等各种因素造成了线上教育的使用效率并不高。湖南省高校应该依据本校
实际情况，将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有效的结合，积极探索线上教育考核体系，避免学生应付了事；大
学生也要提高自己的认知，端正学习态度，认真对待线上教育课程；线上教育平台要进一步完善平台
功能，避免利益至上理念，保证教师质量，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课程，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学习氛
围。只有通过这三方面的共同努力，线上教育才可以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我国教育事业才能更加蓬
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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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学校给予本研究课题以研究经费，本课题在选题及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学校经济学院陈素琼

教授的悉心指导，无私的帮助我们研究小组进行论文的修改和完善。在此，我们向陈素琼教授表示最衷
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本论文所引用的各位学者的专著，没有这些学者研究成果
的启发和帮助，我们将可能无法在研究上取得进展，以完成本篇论文的撰写。最后，感谢参与本论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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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和访谈的湖南高校的大学生们，他们给予了本论文分析的基础数据。再次感谢为此论文撰写和发
表付出的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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