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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学图书馆开放教育效果的决定因素分析∗

———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慕课为例

□林嘉　李秋实

　　摘要　大学图书馆日益注重承担教育角色,通过公共课程进行开放教育成为大学图书馆的

发展趋势.作者以武汉大学图书馆开设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慕课教学体验为基础,以学习

者为调查对象,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统计特征、学科和教育经历分析,发现影响他们学习效果的主

要因素包括学习兴趣、教师、时间等,而技术、设备、网络等则是次要因素.以这些发现为基础,提

出应从教育主题、教学过程、协同教学、合作教育四个方面改进教学,以提高开放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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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新定义大学图

书馆的角色.在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萨莉菲尔德

曼(SallyFieldman)看来,如何更加有效地与研究人

员 展合作,满足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大众的多元需

求,成为图书馆行业思维转型的关键[１].新世纪大

学图书馆工作的重点正由资源和内容的提供者转变

为人才培养的参与者[２].在全球图书馆转型的背景

下,大学图书馆通过支持教学活动促进大学成功[３],
教育角色日益突出.

提高 放性成为高校图 书 馆 发 展 的 重 要 趋

势[４], 放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高校图书馆应继续

为 放获取和 放教育提供支持[５].研究表明,教
师和学生对 放教育资源促进学生成功持肯定态

度[６].大规模 放在线课程为图书馆提供了新的参

与未来教育的机会,有利于重塑图书馆在大学的重

要地位[７].大学图书馆参与 放教育,正成为全球

一流大学的发展趋势.
国外一些高校图书馆已经 展这一实践,充分

利用图书馆资源,参与到慕课设计和 发中.美国

的杜克大学图书馆、布朗大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分校协助全校院系在 Coursera、edX 等慕

课平台推出多门课程,提供技术、版权咨询、学科服

务、媒体制作的支持[８].其中杜克大学图书馆联合

埃默里 大 学 图 书 馆、北 卡 罗 来 纳 大 学 图 书 馆 在

Coursera平台 设“教育者和图书馆员所需的版权

知识”[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员埃里克福纳

(EricFoner)利用图书馆善本和手稿资源,在edX
上推出“内战与重建”课程[１０].纽约州立大学奥尔

巴尼分校图书馆与远程学习中心与合作 发了“元
素养”“元素养:在互联网世界中提升自我”和“提升

自我,成为一名合格的数字公民”三门慕课,促进元

素养教育[１１].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图书馆联合学

校多个部门在edX平台发布了“R语言的数据探索”
课程[１２].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的 放教育,还主要

以用户教育、读者培训活动为主,通过 设信息检索

等互动式网络课堂、建设专题资源库嵌入专业信息

素养教 育,整 合 在 线 教 学 平 台 提 供 参 考 咨 询 服

务[１３],达到支持学生学习的目标.对于参与慕课建

设,国内高校图书馆已在观念上有了一定认识,研究

主要集中在慕课的相关概念界定[１４],高校图书馆在

慕课环境中的定位和角色[１５][１６],推介国外高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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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参与慕课活动的实践,如组织线下活动、与其他机

构合作、提供指引等方式辅助慕课教学[１７], 设慕

课嵌入信息素养教育[１８][１９].在理论探讨与模式介

绍的基础上,高校也推出了一批图书情报专业的慕

课,如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 设的“信息管理基础”
慕课[２０]和黄如花教授 设的“信息检索”[２１],取得了

较好的教学效果和研究成果[２２].与此同时,高校图

书馆参与慕课教育, 展慕课教学实践.深圳大学

图书馆与慕课办公室合作,参与提供信息资源,进行

版权清理,搜集 新公共 放资源,提供课程设计指

导,编印慕课 资讯简报等[２３].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

高级顾问罗昭锋老师运用慕课模式 设并主讲研究

生公共选修课“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通过中国科

技大学网络课堂[２４]、网易云课堂[２５]、中国大学慕

课[２６]等平台实现在线授课与实时互动.清华大学

图书馆林佳馆员在“学堂在线”平台 设“信息素

养———学术研究的必修课(通识版)”[２７].以上教学

实践为进一步凝练慕课教学模式,为从操作实施的

角度说明图书馆 设慕课应注意的方面和可行措施

提供了研究基础.
图书馆 设慕课是 放教育值得探索的新课

题.同时,慕课的 放性、自主性的学习方式的不确

定性[２８]又给课程教学提出了挑战,带来学习者课程

完成率低、参与度和互动性不足[２９]、教育效果差异

等问题[３０].因此,从学习者角度考察如何改进慕课

教学,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慕课教育效果是大学图书

馆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结合武汉大学图书馆 设

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慕课的教学实践,从提高

学习者学习效果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深入分析影

响大学图书馆 放教育效果的因素,以期为国内大

学图书馆进一步建设和应用在线 放课程教学提供

参考与借鉴.
本研究着重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１)高校

图书馆 设慕课应选择哪些合适的主题,以达到预

期学习效果? (２)在慕课公共课程 展过程中影响

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３)大学图书

馆慕课公共教育应如何提升教育效果?

２　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与研究设计

“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是武汉大学图书馆于

２０１４年６月投入建设的慕课.２０１５年６月 始在

武汉大学研究生中 设,共 设２学期(２０１５年６

月和２０１６年６月),后台统计显示,总选课人次近

１５ 万 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 年 的 课 程 完 成 率 为

９８３２％,课程学习者均为武汉大学在读研究生.该

课程共１８学时(含１２学时视频及６学时其他方式

参与),完成课程的学习者可以获得１学分,并正式

纳入武汉大学研究生培养必修环节[３１].本课程利

用“互联网＋”的教育理念和慕课建设原理,引入专

业机构进行产品制作,将课程内容进行碎片化设计,
融入大量富媒体教学素材,来展示课程的知识要点、
典型案例和社会热点.课程设立了通知推送、讨论

社区、社交网络(QQ群)等模式,方便师生互动.采

用通关测验、作业互评、在线题库等方式评估学习效

果.同时还设计了防拖曳、防小窗等课程管理方式

提高课程的远程管理效果,并利用分析统计模块及

时掌控教学进度与效果,优化教学内容体系.
为确定影响慕课教学效果的因素,作者梳理了

国内外慕课教学的实践与理论成果.杜克大学从学

习行为和效果的角度,对 设的首门慕课进行调查,
报告显示对主题感兴趣即“学习兴趣”是 主要的学

习动机.缺乏 时 间 是 阻 碍 学 习 者 完 成 慕 课 的 因

素[３２].纽约大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教师因素是影响

慕课学习者完成课程的 重要因素,课程学习的持

续时长也会对学习者的坚持产生一定影响[３３].哈

南卡里尔(HananKhalil)和马丁艾伯讷(MarＧ
tinEbner)通过对４２门慕课的完成率、内容分析和

课堂讨论的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结论显示,学生

缺乏时间、缺乏学习动机、隐藏成本等是慕课高流失

率的 重要的因素[３４].根据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

理论 (Unified TheoryofAcceptanceand Useof
Technology,UTAUT)模型[３５],“促成因素”是该模

型的核心变量之一,是指个体在使用系统时感受到

客观条件对其行为的支持程度[３６].“技术设备”和
“网络设施”是影响慕课的重要外部促成因素.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同时结合武汉大学慕课教

学的工作经验,作者选取并 终确定了影响慕课学

习效果的７个因素:“学习兴趣”、“老师态度”、“学习

时间”、“技术设备”、“课程冲突”、“网络设施”、“成本

投入”,并考察学习者对７个因素的认知.
２１　数据收集

我们设计了调研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请学

生根据自身学习体验,评估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
调查对象为学习过本课程的武汉大学在读研究生,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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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有效问卷１５０７份.研究聚焦于学习者对慕课

学习效果７个影响因素的认知:“学习兴趣”、“老师

态度”、“学习时间”、“技术设备”、“课程冲突”、“网络

设施”、“成本投入”.学生根据学习体验,以李克特

５度量表为衡量标准做出认同程度的评价.程度由

高到低分别是“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一般”、“不
太同意”、“非常不同意”,依次赋值为５、４、３、２、１.

为了验证收集数据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们在

信度分析中采用 Cronbachα系数法.当α值大于

０７时表示很可信.通过测量,所有题项的总体信

度系数为０７２１,达到了较好的信度水平.
２２　变量设计

为考察学习者个人特征对学习效果的影响,研
究将人口统计变量作为基本控制变量,并对这些变

量进行了初步描述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７８１ ５１８２％
女 ７２６ ４８１８％

学历

硕士生 ５５３ ３６７０％
博士生 ９４８ ６２９１％
其他① ６ ０３９％

就读的前一所

学校的性质

研究型大学 １０３０ ６８３５％
非研究型大学 ４７７ ３１６５％

就读的前一所

学校的类型

部委重点高校 ８３６ ５５４７％
部委一般高校 ７２ ４７８％
省属重点高校 ３８７ ２５６８％
省属一般高校 １８９ １２５４％

海外高校 ２３ １５３％

所属学科

人文社会学科 ４９２ ３２６５％
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科 ６７６ ４４８６％

医学 ３３９ ２２４９％

课前对学术道德与

学术规范的知晓程度

不熟悉 ５１７ ３４３１％
熟悉 ６４７ ４２９３％

非常熟悉 ３４３ ２２７６％

课前对慕课的

知晓程度

不熟悉 ８３７ ５５５４％
熟悉 ３５５ ２３５６％

非常熟悉 ３１５ ２０９０％

由以上数据看出,填答问卷的博士研究生占比

近２/３.从学科上看,自然科学、工程学科、人文社

会学科和医学学科等的分布较为均衡.学习者的前

期教育经历有研究型大学、部委重点高校、省属高校

等类别.从课前对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相关知识的

熟悉程度来看,“熟悉”和 “非常熟悉”的比例约占

６５％.表明研究生基本具备课程学习所需的预先知

识.学生课前对慕课不熟悉的比例达５５％以上,表
明研究生课前对慕课这一新型课程形式知晓程度不

高.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学习效果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３　慕课的学习效果调查数据

３１　学习效果影响因素的总体状况

学习者通过参与课程学习,结合自身学习经历

和体验作出对学习效果影响因素的反馈.学习者对

影响学习效果因素的总体认同程度的平均值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影响慕课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的认同程度平均值

数据表明,学习兴趣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

主要因素(４１８),其后依次是学习时间(４０６)、老师

态度(３９０)、技术设备(３７４)、网络设施(３７０)、课
程冲突(３５５)、成本投入(３４８).从整体上看,学习

者对各影响因素的认同度均在中位值“３”以上,单样

本T检验的结果也支持以上７个因素均对慕课学习

效果有显著影响.
学习兴趣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显著,反映了学

习者选择课程时的需求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学习

者的课程参与度.作为课程的另一主体,老师态度

也影响学习者的课堂表现.学习时间和课程冲突体

现了外在因素也会影响慕课学习效果.技术设备、
网络设施和成本投入代表课程的技术保障条件,同
样会对学习效果产生一定影响.
３．２　性别差异

对于不同性别的学生,从７个因素的同意度的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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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上看,除成本投入因素外,女性学生对影响该

课程学习效果的６个因素的认同程度均高于男性学

生.学生对学习兴趣这一因素的认同程度均为

高,女生为４２０,男生为４１６.对于技术设备因素,
男性学生和女性学生的差异 大.这一定程度上与

男性学生的技术软件操作、媒体应用能力一般强于

女性学生有关,数字技能容易成为获取信息服务的

障碍.
３３　学历差异

不同学历的学生对影响学习效果的主要因素的认

同度有所不同.硕士生和博士生对学习兴趣因素的认

同程度平均值 高(分别为４２２和４１５),对成本投入

因素的认同程度平均值 低(分别是３５４和３５５),说
明他们均认为学习兴趣是 主要的因素,成本投入是

不重要的因素.硕士生对影响学习效果的７个因素

的认同程度平均值均高于博士生,且对于课程冲突这

一影响因素的认同程度平均值差别 大(分别是３６７
和３４８).这表明课程安排对硕士生影响更大.
３．４　学科差异

不同学科的学生对影响慕课学习效果因素的认

同程度存在差异.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生对７个因素

影响学习效果的认同程度的平均值都比其他学科的

学生低.这与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生参与科研实践较

多,对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的相关知识熟悉程度较

高且体会较深有关.整体上各因素对医学学科学生

的影响变动较小,说明医学学科的学生对各影响因

素的认识比较趋同.
３．５　教育经历差异

从学习者就读的前一所大学的学校性质和学校

类型的差异看,前期就读研究型高校和非研究型高

校的学生均认为学习兴趣是影响学习效果 主要的

因素(平均值分别４．１９和４．１４),而成本投入是

不重要的因素(平均值分别３．４９和３．４４).除“课
程冲突”和“技术设备”(例如有些学生在野外考察,
网络无法接入)因素外,就读前一所学校为研究型大

学的学生对各影响因素的认同程度高于非研究型大

学的学生.说明研究型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能

力的特征对学术道德认知有一定影响.

４　影响慕课学习效果的因素分析

４．１　学习兴趣

由以上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学习兴趣是影响学

习效果 主要的因素.对不同性别、学历、学科、教
育背景的学生的调查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慕课作

为一种在线学习方式,学习者有较强的自主性,课程

选择时以兴趣为导向,学习目的上注重自我实现的

需要[３７].因此图书馆 设的慕课公共课程需了解

学习者的学习需求,选择符合学习者学习兴趣的

放教育主题,紧扣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者对“学
术道德与学术规范”主题具有较高的学习兴趣与

需求.
４．２　教师表现

在混合式 放教学中教师促进学习的能力、沟
通技能和对学生的尊重、关心是使学生迈向卓越的

主要因素[３８].从学习者角度来看,教师作为慕课的

设计者和重要参与者,教师态度对慕课的学习效果

具有重要影响.２０１５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

会更新“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提出教师的职责

在于设计与专业学习相融合的信息素养及与学术成

果相关的核心知识课程及作业,图书馆员需要结合

自身知识领域拓展学生的学习概念, 设信息素养

课程,并与教师展 更广泛的合作[３９].基于关联主

义学习理论也强调学习者之间、教师之间、师生间的

双向沟通的重要性,在慕课的学习中,及时反馈、频
繁互动常常是保证慕课学习留存率、降低辍学率的

关键一环[４０].图书馆员作为课程的主讲教师,组建

课程团队,具有多方面优势.首先,团队成员拥有多

学科背景,专业知识扎实,对学术规范了解透彻;其
次,具备多年学科服务、参考咨询和用户教育的工作

经验,与院系和专业联系紧密,能准确把握学习者的

研究和学习需求; 后,课程团队的人员配置,可以

覆盖较广的专业领域,使课程达到精细化、专业化的

水平.
４．３　教学保障

对高校图书馆而言,为慕课提供的教学保障因

素包括技术设备、网络设施和成本投入.技术和网

络支持作为网络教学环境的关键要素[４１],对学习者

学习体验有明显影响.图书馆保障资源存储并 放

共享、保证教学互动交流平台建设、学习管理系统建

设等条件建设,对于教学成功具有重要意义.以网

络设施为例,图书馆慕课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教学保

障问题主要有:平台负荷能力不足、平台设计不够人

性化、分类导航不清晰;辅助性工具欠缺,互动平台

的利用不足;技术问题解决不及时(如提交作业、平
２８

提升大学图书馆开放教育效果的决定因素分析/林嘉,李秋实
ResearchonFactorsEffectingOpenEducationinUniversityLibraries/LinJia,LiQiushi



2017

年
第4

期

台崩溃、视频无法观看);缺乏对学习操作的指导,影
响学习效果.针对以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图书馆在

制作时应选择专业规范的公司,确定 优化的制作

方案,保证取景拍摄、编辑制作等各个环节由专业人

员完成,以实现 佳的教学效果.选择慕课平台时,
应考虑系统的界面友好性和及时修补系统漏洞的能

力,以多种技术平台共用的形式来提供资源、组织学

习互动,优化学习体验,克服线上课程的隔膜感.另

外,通过统一购买慕课平台,可实现与教务管理系统

的无缝衔接,便于对教学效果进行数据分析和过程

监督.
４．４　教学安排

放教育的学习者的反馈数据表明,学习时间

是学习者认为影响学习效果的第二大因素.同时在

对不同学历学习者进行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

明,学习者对课程冲突、学习时间这２个因素影响学

习效果的认同程度在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硕士

生更倾向于认同课程冲突和学习时间对慕课学习效

果的影响更大.这与硕士生课程安排较为固定、课
程学习时间持续较长有关,因此在课程时间安排上

需考虑学习者的需求.“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的
设时间安排在博士、硕士新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此
时学生刚进入专业领域研究阶段,需要学术道德与

学术规范的相关知识指引,具备强烈的知识需求与

明确的学习动机.另外,课程周期为３－４周,共１８
课时,长度适宜,确保学习者有完整的学习时间.

５　提高图书馆开设的慕课的学习效果的思考

５．１　选择合适的教育主题

选择合适的教育主题是高校图书馆 设慕课的

关键. 放教育环境下,慕课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以

自我实现为主,学习兴趣和学习需求成为 慕课 学习

的 终驱动力[４２].通过分析学习者需求,合适的慕

课主题一方面应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使学

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持续的学习动力;另一方面

应针对不同学历、年级和学科的学习者的需求,对学

习者群体加以细分.
“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慕课的主题适应不同年

级的学生需求.研究生新生处于确定研究方向、为
研究打基础的阶段,主要关注点在学术道德基础知

识传授、学术诚信兴趣培养观念引导上,应及早介入

并 展学术素养教育;高年级学生有写作、发表研究

成果的现实需要,应在学术写作规范与引用规范、学
术交流与学术出版素养、欺诈期刊识别等方面提供

明确指导.不同学科的学生也有其特点,需要结合

不同学科学生的需求设置教学主题.人文社会学科

的学生主要是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综述和

理论创新,需要强调资料收集工作中引用和标注的

规范;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的学生更多时间参与实

验研究,需侧重于实验违规、数据操纵、剽窃、欺诈、
可重复性等方面的规范教育.

高校图书馆选择慕课主题时,在发挥学科专家

的优势的基础上,也需要切合学生实际需求, 拓更

加广泛的主题范围,如创新和创业课程,提升学生在

创新、设计和工程方面的能力[４３].职业规划与职业

选择通识课程,为学生提供职业能力与素质拓展的

就业指导.图书馆慕课应通过支持学习和研究,着
眼于高校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全局 展教学,促进高

校使命愿景的实现[４４].
５．２　合作安排教学过程

在图书馆通过慕课教学嵌入 放教育的挑战

中,时间管理被视为将图书馆纳入课程教学的主要

障碍[４５].通过与教学部门协调,确定合适的 课时

间,避免与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实习实践产生冲突,是
慕课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慕课的 设时间和教学

安排涉及高校多个管理部门和各学院,图书馆应承

担“中间联系人”的角色,了解和支持所有的教学与

学习过程[４６].通过证明图书馆 设的慕课在提升

学生的研究技能和信息素养、促进学生成功、管理课

程资源等多方面体现价值,争取教学管理部门的支

持;通过与院系教学管理人员如院系教学秘书、行政

辅助人员沟通协调,实现广泛合作.关联主义学习

理论要求慕课教学者充分履行辅导教师、学习顾问

和学生联络人的职责,提供为初学者导学、支持学习

者改善学习技能、鼓励学习者持续参与与互相帮助、
帮助学习者构建学习网络和建立学习共同体等方面

的全面支持[４７].此外教学团队可通过在教学设计

中针对课程所需能力、教学安排进行学习方法指导

和对学习者的时间管理进行指导,从学习者角度合

理安排学习进度,科学规划学习时间.
５．３　图书馆团队的协同教学

在线 放教育单凭个体教师的课堂教学经验完

成课程设计,难以使课程达到高质量[４８].对于图书

馆 发的慕课,同样需要拥有不同技能的专业化教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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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团队、助教团队和技术团队的共同支持.团队成

员需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

师应负责教学内容的建设、教学设计、互动与讨论的

组织点评等工作.助教负责准备教学材料、回答课

程疑难、提醒完成测试作业、评价学习成果、分发学

习证书等,实现师生的有效互动和及时反馈.技术

团队负责解决教学者的课程制作、课件资源上载和

学习者观看视频、提交作业时出现的技术问题,及时

做出响应,同时负责课程平台的维护和互动论坛的

治理等工作.
图书馆员为大量同时参与慕课的学习者提供语

言、技术和资源的支持,工作量十分繁重.建设一门

课程则需要投入更多,意味着充分的准备和长期的

维护工作[４９].慕课建设中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对
馆员来说是额外的付出,负担较重.因此慕课团队

应具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对慕课建设充满热情,具
有荣誉感、崇高感和归属感,从而形成创造力与团队

凝聚力.
５．４　与教学主管部门合作

慕课教学横跨高校多个部门,需要从整体上对

高校各部门进行协调、资源整合和分工协作.图书

馆具体承担慕课团队的建设,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

导下,进行教学设计、助教培训等工作,打造图书馆

创新服务品牌.在对外推广合作上,图书馆应分配

专门馆员主动与高校教学主管部门沟通联系,达成

共识.在教学安排、组织选课、信息发布、成绩录入、
学分认可等方面,对课程建设、教学运行、教学评价

等多个教学管理的关键环节进行协调,形成管理制

度,取得教学教务管理部门的支持,是提升慕课学习

效果的重要保障.尤其在学分认可方面,只有当基

于慕课的学习得到相应的认证并被授予学分和学位

时,其才正式融入了正规教育[５０].学习者对更多的

优质学习资源以及获得学分认证的潜在需求将推动

慕课在学分问题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５１].高校在

建设优质在线课程的同时,应着手 展对在线学习

的学习成果进行认定,并纳入到传统的课程学分体

系中[５２].通过与教学主管部门合作实现学分认可,
有助于激发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自豪感与认可感,
形成学习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线教育是慕课的

主要教学方式,但应结合课程特点合理安排线下交

流.对于大规模参与的 放学习,线下交流可以采

取多种方式.本课程教学中,采用的是线下集中进

行学术报告、学习体会交流的方式.并邀请学位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专家参与研讨,从而进一步激发学

习者的学习热情与教育认同感.

６　结语

大学图书馆以教育者角色融入慕课教学课程,
为学生提供可持续的研究技能,成为实现教育使命

的关键.本文立足于以高校图书馆为主导 设的慕

课的教学反馈, 展学习分析,获取他们关于慕课的

学习体验与学习效果的第一手资料,从学习者视角,
基于学习者需求 展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强

的实践意义.新型学习环境下,客观评估慕课教育

模式,以学习者为中心,帮助学生获得深层次的知识

与未来职业成功,是大学图书馆重塑价值与 放教

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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