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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不断融合推动了混合教学在教学一线的逐步应用，为了解决混合学习在教学中的应用问题，探

究了在价值共创理论视角下的混合学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混合学习模式设计的四条原则：以学生为中心；坚持多元的资源共

享；混合学习要设计双向考核机制；混合学习中要注重多维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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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

混合学习的出现能有效地将线上学习和线下教

学相结合，弥补线上或线下教学的不足，为教育

教学创新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在实践层面

混合学习的应用还面临诸多困难，使得混合学习

的应用存在形式混合、低效混合的问题［1］。鉴于

此，本文将从混合学习的特点和应用挑战入手，

探究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学习，并基于价值

共创的视角探究混合学习的应用模式，以期为

混合学习的相关研究者、教育实践者和管理者

提供借鉴。

一、混合学习的特点

1.具有丰富的共享教学资源。在混合学习

中，教学资源的获取是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资源，

师生在获取资源时具有便捷性、多源性、共享性和

灵活性的特点。混合学习中丰富的教学资源既能

够支持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也能够提高教学效率。

混合学习中学生对资源的获取不仅限于任课教师

所提供的课堂资源，还包含网络中的开放性教育

资源。师生在教学活动中对教学资源的选取、管

理、理解和应用可以使其完成知识的理解与内化，

也能实现教学的延伸和提升。

2.具备便捷的课堂交互支持。在大数据和互

联网的支持下，基于交互式平台的混合学习相对

于传统交互更加便捷和多元。在时间上，师生间

的课堂交互由线下的45分钟延伸到线上的24小

时；在交互的范围上，传统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很

难顾及每一个学生的课堂表现，而混合学习中的

线上教学可以利用交互式平台记录与统计所有学

生的在线学习与交互情况，同时便捷的交互设置

有利于师生间的双向交流与反馈，以及生生间的

相互学习与帮助。

3.具备强大的教学评价功能。传统的教学评

价方法和评价体系主要从教师的角度对学生的作

业、出勤、测试成绩给予评价，评价体系相对单一。

混合学习中既可以兼顾教师角度的评价体系，也

可以依托在线平台实时掌握学生的出勤、在线讨

论、练习时长、互动频次、同伴评价等情况，为客观

而全面的过程性评价提供了参考。强大的教学评

价功能既便于教师了解学生当下的情况，也可以

方便学生精准地掌握自己的学习进度，使教与学

双方的交互更加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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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学习面临的挑战

（一）学生自主学习适应性弱

在混合学习中，教学环境相对于传统课堂发

生了较大的变革，学生的学习空间发生了转移，由

传统的线下课堂变成了需要自主学习的混合式学

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学习，使得学生的

知识来源由以课堂为主向课下转变。学生在混合

学习中有了更多的知识学习途径，信息来源多样

化。但是由于知识本身的方法论、价值观、研究范

式等不同，导致学生接触的知识与课程本身的知

识体系容易产生冲突，造成课程知识的自洽问题。

相较于传统课堂的被动接收知识，混合学习

对学生知识的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

课堂中教师负责知识的讲解与分析，学生被动接

收与理解，但在混合学习中需要学生自主学习，并

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同时结合丰富的资

源与共享机制解决问题。但是习惯于被动接收知

识的学生难以适应混合学习模式，往往难以在学

习中发现问题，更容易产生挫败心理。

（二）教师角色转变压力大

混合学习分为线上自主学习和线下课堂教学

两个部分。其课程的复杂程度和对教师的信息技

能都有了较高的要求，教师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

在传统课堂中，教师只需要完成线下知识的讲授，

而在混合学习中教师不仅需要完成线下课程的答

疑与讲解，还需要完成线上课程的录制、线上教学

的组织、线上资源的运维等工作。另外，在混合学

习中，教师知识传授的技术化日益凸显，对于信息

技能薄弱的教师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学习模式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把价值共创聚焦于企

业和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但近年来已有学者提

出价值共创的互动过程应包括一切利益。尽管学

术界对价值共创的定义及参与主体未达成一致意

见，但是认同价值共创的互动过程却得到了普遍

的认同。混合学习下借助线上交互平台和课堂教

学，通过教师、学生和资源的多元交互，实现在教

学上的多方共建共赢，这也是多元利益相关者共

同参与的价值共创过程。研究中的价值共创是教

师、学生、资源在在线交互平台及课堂教学的支持

下，通过互动合作、知识分享和资源整合等实现共

同创造价值的过程动态，推动混合教学的高效应

用。其中，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共享、政策的有效引

导、大数据的评价机制、时代的人才要求等，从不

同的角度驱动了教学模式的变革。在混合学习中，

通过价值共创的动态过程产生了多元的价值共

生、共享、共赢的效果。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学

习模式见图1。

图1  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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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认为大数据驱动混合学习价值共创过

程包括混合学习环境驱动过程和师生互动过程。

在大数据的驱动下，教师利用混合学习平台完成

课程资源的下载与组织、上传与共享；学生利用平

台资源完成资源的获取与转化、共享与整合；师生

之间通过课堂学习任务与活动、教学交互与评价

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从而实现混合学习中教师、

学生、平台的价值共享、共生和共赢。

（一）混合学习价值共创的驱动因素

1.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共享推动了混合学习中

的互动效率，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消除了混合学习的时空屏障，这有利

于师生间多元的网状式高效互动的形成，也使多

维度的资源信息数据流动成为可能，有效的激励

机制也随之产生。大数据下互动程度的加深也增

强了平台上师生间、生生间的关系和信任基础，使

师生能主动共享丰富的网络资源，进而加快和丰

富了平台上的资源与数据。

2.基于政策的有效引导催化了混合学习模式

的创新。近年来，混合学习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

2019年高等教育版《地平线报告》中，提及混合学

习将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将“互联网+教育”的建设纳入

未来教育发展中，这也推动了教育教学模式的变

革。2021年1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

出：“技术与教学教育新的融合将引发一场新的学

习革命。混合式教学要成为今后高等教育教学新

常态。”随着国家对混合学习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

持，在线学习平台和丰富的资源开始走进一线教

学，这也激发了师生应用混合学习推动教学改革

的热情。

3.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机制推动了混合学习的

有效反馈。混合学习中基于平台的分析系统可以

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使之转化为有

效的课程评价信息。这些数据的分析在提升数据

价值性的同时，使得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转

化成为可能，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有效的评估机

制合理地完善自己的教与学的过程。而通过数据

分析和评价，师生间的行为也可以相互影响，以及

提升混合学习的有效性，促进师生间的协同合作。

4.基于时代的人才要求拉动了混合学习中的

价值共识。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

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

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

地，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基于价值共创的混

合学习适应时代发展，并为新时代人才培养提供

了新的路径。

（二）混合学习中的互动过程

1.教师与资源的良性互动促进价值共享。价

值共创下的混合学习资源包括教师资源、学生资

源、网络资源与平台资源等，这些资源在混合学习

过程中会进行多次融合与共享。在混合学习中，

教师根据教学需求从平台资源库中获得丰富的教

学资源和教学数据，并利用平台中已经具备的教

师资源及数据、学生资源及数据、平台资源和网

络资源等组织和设计混合课堂活动，进而在教学

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同时，海量的课程资源

与平台上所共享的案例资源能弱化教师的技术壁

垒，此外教师与平台资源的互动既满足了教师资

源的下载与组织，也能满足教师对资源的上传与

共享，在良性资源的互动下实现混合学习中的资

源共享。

2.学生与资源的高效互动实现价值共生。价

值共生是在混合学习中，教师和学生能突破时空

限制和技术边界，不局限于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

力，通过资源间的互换和能力间的互补实现共同

成长。相较于传统教学，混合学习对学生知识的

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如何选择资源、

制定自适应学习、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的提

升离不开混合学习中的信息交互设计。学生创新

能力、实践能力、协作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离不

开学习环节中与教师资源、平台资源和网络资源

的全方位互动，进而帮助学生完成资源的整合和

知识共享。同时，互动的数据转换成信息和有益

的资源，实现资源、学生、教师多维度的共同成长，

不断创造新的价值。

3.教师和学生间的多元互动实现价值共赢。

价值共赢是师生间、生生间通过协同交互实现的

多方价值的统一与共赢。教师在混合学习中可以

根据学习任务与活动实现和学生间的互动，学生

也可以通过课堂交互与评价给予教师信息反馈。

在混合学习中，师生通过多元的互动可以实现教

学目标与价值的统一，学生间也可以根据不同维

刘亚娟，等  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学习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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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交互打破个体间的界限，实现信息、知识、数

据的共享和汇聚，在充分激活这些创新要素后，实

现多主体的价值共赢。

四、基于价值共创的混合学习模式设计原则

1.混合学习的设计要以学生为中心，满足学

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在混合学习中，线上、线下

的课程设计均要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根据既定

的学习目标开展个性化学习和自适应学习，也可

以根据学生个人习惯自主确定学习进度和课程内

容，并依托合适的工具自主评估学习效果，有利于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混合学习中的线上学习不能

完全脱离面授学习而存在。鉴于部分学生在混合

学习中会因为线上学习难以聚焦学习主题而使学

习低效、缺乏学习动力等问题，教师应在线上、线

下的教学中利用平台资源数据及时了解学生的动

态，给予精准的辅导与帮助，切实做到把学生作为

教学的中心。

2.混合学习要坚持多元的资源共享，实现教

学的深刻化和拓展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

展，时代对人才的要求也日益改变，课本上的理论

知识依然不能够满足学生对知识的进一步探索和

掌握。基于此，混合学习模式下的教学要注重教

材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学生的学习不能脱离现实

生活，真实的案例和贴近现实的资源能够帮助学

生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拓展个人的思维深度。

此外，混合学习模式的设计也要基于大数据资源，

实现从专业知识内容到思维体系的建立，帮助学

生总结和提炼出可以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本领的学

习素养。同时，混合学习中的资源互动还应涉及

当下的思想政治主题，使学生在充满正能量的价

值观下，有目标、有方向地学习知识技能，培养出

高觉悟、高素质和高技能的新时代人才。

3.混合学习要设计双向考核机制，形成师生

双向的课堂评价体系。混合学习中线上、线下的

学习，不能停留在硬性的指标数据和一次性的考

核结果上，只有建立在双向平等的基础上的全方

位考核才有利于教学的调整与升华。基于平台的

评估机制应该既包括考查学生学习效果的过程性

评估体系，也包括考查教师授课效果的过程性考

核体系。实现教师授课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的可

视化，便于师生间实现双向提升和多元共享。

4.混合学习中要注重多维交互，实现价值共

生。混合学习中师生间的交互应该以知识创造、

知识建构为目标，以学习任务和活动为纽带，激发

学生寻求知识创造的初心。关于学生间的交互，

需要通过目标激励、情感共鸣、合作任务等让学生

产生团队认同，增强个体间的依赖，利用互惠互

利的合作模式与持续的过程激励机制，推动精神

与行为的同频共振，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头脑风

暴。混合学习中的资源也需要精心地选择和设计，

为学生提供在后续学习中可进一步挖掘的素材才

能充分把资源整合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

价值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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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aching, the blended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is explored. On this basis, four 

principles of blended learning mode design are presented: the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the multiple resource 

sharing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that we should design a two-way assessment mechanism for blended learning, and 

the principle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in blend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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