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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具备适应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良好学习方式，才能使教学资源和教学设计发挥应有

的作用，才能促进有效学习的发生。对高职学生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学习方式进行问卷调查，

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归因分析。针对发现的问题及其内在的原因，从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考核评价等方面提出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生学习方式的培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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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中，学生这

一主体越来越受到重视。如 Garrison 等构建的探究

社区（Community of Inquiry）模型提出，混合式教

学模式要实现有效教学，必须同时具备教学存在、

社会存在和认知存在三个核心要素。在对该模型不

断实践和研究过程中，学习者自身的个体因素受到

了重视[1]。如 Shea 等通过实证分析，确定“学习存

在”可作为探究社区模型的第四个要素，“学习存

在”是指学习者对自身的认知、行为和态度实施自

我管理的过程[2]。兰国帅等和蒋艳双等从不同的维

度，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习

存在”的作用[3-4]。上述研究表明了教学工作者在混

合式教学模式中已经开始重视学生的主体因素，但

还没有在实践层面开展进一步的具体研究。本文以

学生学习方式为切入点，调查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

生层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有助于学生开展

有意义的深度学习，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反思思

维和高阶思维。 

Marton、Booth 和 Biggs 等人的系列研究表明，

学习的差别是由学习方式的差异造成的，学习方式

是学习意图和相应学习策略的有机组合，可分为表

层式学习方式、深层式学习方式和成就式学习方式

[5]。高凌飚认为，教师应当把帮助学生转变学习观

和学习方式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把学生是否越来

越倾向于深层式学习作为衡量教学是否成功的标

志[6]。随着信息化教学在我国的发展，国内学者开

展了信息化教学背景下的学习方式研究，如王森对

大数据时代研究生学习方式进行了调查，对调查结

果进行了归因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7]；李伟

在深刻认识网络环境、网络技术对现代教学重要价

值的基础上，探究了基于网络环境的有利于提升学

生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绩效的学习方式[8]。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学习方式 

1.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学习方式的要求 

从教学特性维度，可以将混合式教学模式分为

讲授式、自主式、交互/协作式三类。不同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下，学生需要表现出来的学习方式是不

同的。讲授式混合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方式的要求

低，它要求学生在线上或线下听完教师讲授后，

完成作业；交互/协作式混合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

方式的要求 高，它要求学生在教师线上或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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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与同伴进行交流与协作，从而共同形成对问

题的理解或是对任务的解决方案；自主式混合教学

模式对学生学习方式的要求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

间，它要求学生通过在线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后，参

与线下的教学和交流活动。一方面，教师应根据学

生的学习方式现状采取适当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另

一方面，教师应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学习

方式的培养。 

2.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学习方式三要素 

国内大多数学者从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三

个要素来调查和研究学习方式，但混合式教学模式

下的相关研究仍比较缺乏。本文对高职学生在混合

式教学模式下学习方式的三个要素进行调查，分析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不论是哪种类型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其基本步骤均包括教学准备、

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三个阶段。在教学准备阶段，

除了教师需要做好教学设计等准备工作，学生也需

要在学习方式的自主性方面做好准备，包括自主学

习的态度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教学实施阶段，学

生需要体现并锻炼学习方式中的合作性和探究性，

不论是线上的网络学习还是线下的课堂学习，都需

要学生通过相互的交流合作来探究问题， 终完成

知识的建构；在教学评价阶段，上述学习方式的三

要素是评价的重要内容，是对教学进行改革的重要

依据。 

（三）学习方式三要素包含的具体内容 

1.自主性方面的具体内容 

自主性要求学习者具备明确的学习目的和较

强的学习动机，能通过自我激励来提高学习的努力

程度，能主动地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学习策略。在高

职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自主学习方式主要表现

为：①对混合式教学模式有较全面的认识，接受该

教学模式且对此持有开放的、积极的态度；②能够

明确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能制定线上自主学习计

划，为衔接面对面授课做好准备；③能够并乐意在

整个混合式教学模式过程中进行自我监控，保持高

度的精力集中和身心投入；④能够并乐意根据学习

目标及时检查学习进度，进行自我调节；⑤能够并

乐意根据学习评价结果进行自我检查、总结和补

救。 

2.合作性方面的具体内容 

合作性要求学习者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学习

过程中，能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开展小组合作，

以 大程度地促进自身和他人的学习， 终达成共

同的学习目标。在高职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合

作学习方式主要表现为：①能够在线上的讨论区发

帖，对问题开展有意义的讨论；②能够在面对面授

课过程中配合教师完成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③能

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学习，明确小组分工与角

色；④能够独立思考，又能与其他同学相互启发，

相互促进；⑤能够总结提炼小组合作形成的学习成

果，进行汇报分享，相互取长补短。 

3.探究性方面的具体内容 

探究性要求学习者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能够

开展持续、深入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自我发现问

题，并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查阅资料、思考、讨论、

实地调查、实验等多种方式的探究活动来解决问

题，完成知识的建构，提高学习的质量。在高职混

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探究学习方式主要表现为：

①能够将学习内容与实训实践相联系，质疑并发现

有价值的问题；②对需要探究解决的问题具有浓厚

的兴趣，比课堂中既有的知识更有吸引力；③能够

通过网络搜寻对解决问题有帮助的在线课程资源

或相关信息；④能够多方面、多角度地去思考问题；

⑤能够将探究所得的答案在实训实践中进行验证。 

二、调查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本文调查的对象为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8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共 285 人。调

查问卷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按学习方式的自

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三要素进行编制。上述学习

方式三要素包含的每一点具体内容，即为调查问卷

中的一个问题。为便于学生理解，问卷所有问题均

经过通俗化的语言改编，然后要求被调查者对照自

身情况进行评分，按“非常符合”（90-100 分）、

“较为符合”（80-89 分）、“基本符合”（70-79

分）、“略有不符”（60-69 分）、“难以符合”（0-59

分）五个等级进行自我评价（鉴于本文篇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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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具体内容与调查结果请联系作者）。被调查学

生首先评估符合等级，然后在等级范围内打出贴切

的分数。被调查学生自我评价的分数越高，说明其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方式的表现越好。 

调查问卷通过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常用的“智

慧职教”平台发布给学生，共发布并收回有效问卷

285 份。问卷在开展混合式教学的 3 门专业核心课

程即将结束时发放，此时学生对相关概念和自身情

况有较好的理解，对自身各方面的评价也较为客

观。问卷回收后，课程组所有教师开展集中研讨，

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后总结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1.整体情况分析 

取被调查学生对问卷中所有项目的自我评分

平均值，表示该学生学习方式的总体情况。如果被

调查学生的自我评分平均值属于“非常符合”(占

比 17.35%)或“较为符合” (占比 32.92%)分值范

围，我们认为该学生具备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较好

的学习方式；属于“基本符合” (占比 35.56%)范

围的学生，其学习方式能适应混合式教学模式，但

需要有较大的提升；属于“略有不符” (占比

9.64%)或“难以符合”(占比 4.53%)范围的学生，

其学习方式的总体水平还不能适应混合式教学模

式。从比例来看，属于“基本符合”以上的学生占

了绝大多数，说明被调查学生从整体上来说，学习

方式水平能适应混合式教学模式。 

2.自主学习方式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该批高职学生在学习自主性方

面的优势有：对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接受性较强，对

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持有开放的、积极的态

度；能通过线上自主学习，为线下的教学环节做好

准备，保证整个教学环节的有效开展；能够通过自

我调节，跟上学习进度。上述三个相关项目的被调

查学生自我评分平均值分别为 85.32、82.36 和

83.13。该批高职学生在学习自主性方面存在的问

题是：线上自主学习的整个过程中难以始终保持高

度的精力集中和身心投入；对学习效果的自我检查

和总结能力较弱，需要教师在面对面授课之前开展

全面的测验才能发现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薄弱之处。

上述两个相关项目的被调查学生自我评分平均值

分别为 75.52 和 73.23。 

3.合作学习方式分析 

该批高职学生在学习合作性方面的优势和不

足之处都比较明显：他们乐于且善于在线上线下以

各种方式开展合作交流，但过程中表现出独立思考

和提炼总结的能力不足。优势方面，如下三个项目

的平均分值分别为 87.24、84.92、84.67，能够在线

上讨论区发帖，对问题开展有意义的讨论；能够在

面对面授课过程中配合教师完成各种形式的教学

活动；能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学习，明确小组

分工与角色。不足之处有：难以通过独立思考与其

他同学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总结提炼小组合作成

果不够充分，汇报分享的效果不佳。上述两个相关

项目的平均分值分别为 71.55 和 73.13。 

4.探究学习方式分析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与自主性学习和合作性学

习比较，该批高职学生在探究性学习方面是相对比

较弱的。出于高职学生善于实践操作的特点，被调

查学生能够将学习内容与实训实践相联系，质疑并

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认为需要探究解决的问题比课

堂中既有的知识更有吸引力。上述两个相关项目的

平均分值分别为 81.48 和 82.74。探究性学习的弱

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在面对难题时，不善于在线上

自主搜寻对解决问题有帮助的学习资源；在多方

面、多角度思考问题方面有所欠缺；不善于自觉地

将探究所得的知识应用在实训实践中。上述三个相

关项目的平均分值分别为 76.22、71.69 和 75.38。 

三、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一）高职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较低 

学习动机是推动、维持学习者的学习活动，并

使之趋向一定学习目标的内部动力机制。高职学生

学习动机水平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部分学生没

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和学习目标；部分学生则学习功

利性过强，只对自认为实用的部分感兴趣，对能夯

实职业基础，使知识和技能活学活用的理论部分则

应付了事。调查结果中自主性学习方面存在的问

题，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高职学生较低水平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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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动机。混合式教学需要学生能在线上自主学习知

识，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线下面对面的教学活动。没

有明确职业规划和学习目标的学生，难以在自主学

习过程中持续保持高度的精力集中和身心投入，也

不愿深入地自我检查和总结学习效果。学习动机功

利性过强的学生则选择性地开展自主学习，表现为

学习投入在章节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二）高职学生思维表达能力较弱 

虽然我国高职的教学模式有了较大的改革，但

大学之前的传统教育偏差仍对高职学生在混合式

教学模式中的学习合作性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学生

被动地接受书本知识，无需产生质疑和问题以供大

家一起合作解决。另外，我国传统文化氛围偏向于

以统一的标准来规范和评价学生，而忽视个性思

维，使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往往过于保守，不善于表

达自己的观点。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学习合作性有更

高的要求。在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方案中，学生线上

学习后，需要进行小组合作学习，通过小组成员之

间的交流、讨论来分享线上自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和产生的疑问，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协作来完成任

务清单中的学习任务。之后，小组需要对合作学习

的成果进行总结，用 PPT 等形式展示和汇报学习

成果，通过汇报来分享创新成果、补充遗漏知识点

和解决仍存在的问题。 

（三）高职学生比较缺乏探究精神 

高职学生在探究性学习的经验积累、方法应

用、渠道和工具选择等方面都比较欠缺。但相比探

究的兴趣和能力，高职学生更为缺乏的是深入探究

的精神。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去探究疑问，然后在线下教学活动以及相关的实习

实训中得到验证。但是，我们在混合式教学实践中

发现，高职学生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

心理冲突和负面情绪，使探究性学习过早地停止。

具备深入探究问题的精神才能使学习者在遇到困

难的时候，积极调整心理状态，改变策略和角度，

寻找不同的学习资源，迎难而上，持之以恒，反复

验证， 终彻底解决问题。高职学生缺乏探究精神

的原因通常来自于以往“失败”的学业经历，高考

的失利再一次强化了他们“我不适合学习”的自我

认识，产生了所谓的“习得性无助感”。我们在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须加以引导。 

四、高职学生学习方式的培养对策 

（一）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加强课程思政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加强课程思政，能使思政内

容与专业内容结合更紧密，使思政教育在形式上有更

多的师生互动，通过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影

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和学习精神，从而有效

地、全方位地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

性。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加强课程思政的措施主要

有：①在在线教学资源中融入思政元素，使思政教育

过程更加生动化和形象化；②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巩固

和强化思政教育内容，纠正在线学习中的偏差；③在

课后要求学生学以致用，以思政教育的感悟解决学习

方式中存在的问题；④在混合式教学的评价体系中突

出思政教育的评价指标；⑤在混合式教学的反思阶

段，优化思政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二）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优化实施方案 

学生良好的学习方式能提高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教学效果。反之，合理的混合式教学实施方案能

使学生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磨炼自身的学习方式。

因此，我们要优化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案：①

优化学习清单中个人学习任务。好的学习清单是学

生开展自主学习的向导，能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探究学习能力。优化方向是使之符合教学目

标，与教材内容相结合，在学习思路和难易程度上

循序渐进，并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②优化小组

合作学习任务，锻炼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小组学

习任务要在个人学习任务基础上进行设计，但要具

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合作学习空间。③优化课堂教学

活动，丰富活动形式，给学生提供尽量多的交流表

达和相互评价的机会，使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

习成果有用武之地，从中进一步引导学生通过探究

来解决问题。 

（三）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重视过程评价 

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方式具有较高

的要求，而其教学过程本身又能促进学生形成良

好的学习方式。因此，混合式教学模式需要重视

过程评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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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进行全面评价。

在评价指标方面，相对测验和考试，增加资源利

用程度、交互程度和答疑情况的比重，分别体现

学生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和态度。在评价方式

方面，应采用动态的过程性评价，对上述资源利

用程度、交互程度和答疑情况等三个指标，在学

期中设置评价点，如每周或每单元一评价，并形

成动态的发展变化的数据，以及时反映学生的学

习状态，帮助学生改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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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Learning Style and the Training Countermeasure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JI Xiao-wei 

（Yiwu Industrial&Commercial Collage, Yiwu, Zhejiang 322000, China） 

Abstract：Only when students have a good learning style to adapt to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can th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design play their due role and promote the occurrence of effective learning. This paper mak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learning styl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under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finds 

out the main problems, and analyzes the attribution of the problems. In the light of the problems and their 

internal causes,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in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study assessment.  
Key words：blended learning mod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