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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模式下研究生在线教学探究*
 

袁  博    宋晓光    李  琼     彭媛媛    宋思雨 

（清华大学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广东深圳 518055） 

 

摘要：针对在线教学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群体性学习氛围缺失、学生学习孤独感较强和学习不够自律等问题，

文章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为例，从学习氛围、模式活动、教学秩序、师生互动四个维度，对直播模式

下研究生在线教学的课堂组织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详细介绍了直播模式下研究生在线教学的典型交

互渠道。文章提出的师生长链互动模式和基于 6 个代表性交互渠道的教学设计有助于发挥在线教学的优势、消

除师生空间隔阂、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为高校研究在线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在线教学；课堂互动；直播教学；研究生；“雨课堂”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20）06—0114—06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20.06.017 

研究生课程的教学设计应紧密围绕“以教师为引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整体构建思路，在

发挥教师经验和知识优势的同时，充分考虑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诉求。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培养

学生的成就感和获得感，激发其内在驱动力，使其从课堂的沉默者变为课堂的活动者，从被动

地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地获取知识，从短期的功利学习行为变为长期的兴趣行为。作为教学设计

的关键因素，课堂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将学生带入学习氛围（教师端）、让学生更好地表达

其思想与意识（学生端）。在远程教学中，由于师生在空间上的分割性，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群体性学习氛围的缺失、学生学习的孤独感以及低自律性。因此，需要依托信息技术对在线课

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再设计，在应对上述挑战的同时给教学工作带来新的维度。 

一 研究背景 

在线教学是一种基于网络平台的教学活动，通常又被称为远程教学和在线学习[1]，主要特点

是学习成本低、学习时间灵活且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它不仅可以作为传统教学的有益补充，

而且可以为社会在职人员和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对实现社会化终身学习、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动社会教育公平具有重要价值。从技术角度来讲，在线教学通常采

用音视频直播/录播、共享文档、共享屏幕/白板、讨论区、聊天室等手段来实现虚拟空间中的知

识传播和师生交互，从而满足学生的认知需求。 

与慕课等[2]大规模开放式在线学习不同，直播课程可以尽可能贴近所对应的线下课程内容和

设计，更加符合院校对课程教学的特定要求；同时，任课教师可以与学生开展实时互动，随时

掌握学生的学习进程。课下，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回放，学习教师推送的延伸学习材料，不仅可

以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也可以将线上和线下的学习进行无缝对接。2020 年春季学期，在清华

大学“延期返校、正常教学、发挥优势、保质保量”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3]，清华大学深圳国际

研究生院以“雨课堂”平台[4]为主，辅以各类视频会议平台，全面实施在线教学活动，确保了疫

情防控期间的正常教学进度。本研究依托疫情防控期间开设的近百门研究生在线课程的教学实

践，对如何通过在线教学交互克服空间距离给教学活动带来的各类挑战、保障在线教学效果进

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为高校研究生在线教学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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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直播模式下研究生在线教学的课堂组织 

课堂组织是指为了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对教师、学生、教材、媒介等要素进行科学组合[5]。

在传统课堂中，由于物理空间上教师和教室的存在对学生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一定的约束，各

类教学活动通常可以在一个相对固定和明晰的框架范围内开展。在互联网环境下，虽然物理空

间约束的消失容易导致学习氛围的弱化，但信息化的虚拟教学空间也为课堂组织从形式到内容

开辟了新的可能。 

1 学习氛围塑造 

在学习氛围塑造方面，学期之初可以通过组织学生进行自我介绍、发送弹幕表达课程学习

期望等方式，打破距离带来的生疏感，营造社区化的学习氛围；同时，辅以教师简短的个性化

鼓励与引导，让每位学生感觉到自己在虚拟空间中受到了教师的关注，从而以积极乐观的心态

开始课程学习。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按时播放上下课铃声，并在学生思考、讨论等阶

段播放背景音乐，以营造课堂的仪式感和秩序感。此外，引入与时事相关的话题也有助于进一

步增强学生的代入感。例如，在“数据可视化”课程，教师不仅介绍了流行病学领域的经典可

视化案例，而且将各类可视化技术与不断演变的疫情数据相结合，为学生展示了一幅动态、鲜

活的画卷，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 模式活动设计 

在传统课堂中，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师生之间通常采用“一对多”的教学模式。而在线

课程中，即便是多人授课的课程，各教师一般也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内独立开展教学工作。但不

同背景的教师可以从多元化的专业角度对同一概念或知识点进行阐述，学生通过对比和关联，

不仅可以开阔视野，而且能训练发散性思维。例如，“数据可视化”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课程，

既需要严谨的数据采集和程序设计与实现，也需要学生从视觉认知、艺术审美和信息传达等角

度进行感性的思考。考虑到学生的背景各异，学习期望不尽相同，授课团队设计了由信息专业

和艺术专业的教师共同参与的“双师同堂”授课模式，为学生带来了与传统课堂不一样的学习

体验：在案例分析课上，两位教师分别从用户的认知习惯和算法的设计角度介绍了主题河流技

术，并引导学生将其用于疫情数据的可视化，不仅帮助学生掌握了一项具体的工程技术，更让

学生在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碰撞、交融中获得了更多深入思考和探究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教学活动的流畅性对于线上课堂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学生的学习体验。

直播教学由于受软硬件条件与网络通信情况的制约，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因此教师需要做好课

前的充分准备，进行全功能的测试并邀请部分学生进行试讲，尽量避免因设置不当或误操作而

引发的教学事故。同时，教师要做好应对预案和备份，对于各类突发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宁可

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对于常见的由网络不稳定带来的声音和视频迟滞、卡顿等问题，建

议教师以单独的终端设备接入课堂，从用户端对教学活动的进展情况进行掌控。 

3 教学秩序维护 

在教学秩序的维护方面，为了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课堂，可以选择设置会议密码来增强安全

性，也可以在选课学生进入课堂后利用“会议锁定”功能阻止其他人员进入。对于开放旁听的

课程，可以开启会议直播模式并将直播链接对外发布，以避免主课堂人数超限，同时防止旁听

人员对正常教学秩序可能造成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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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师生长链互动 

在课堂开放式互动方面，往往会出现缺少学生主动响应的场景，特别是在“隔空喊话”的

网络教学空间，这种教学活动空白期的现象尤为突出。为此，本研究设计了直播模式下研究生

在线教学的师生长链互动模式（如图 1 所示），具体内容包括：①为了营造积极的互动氛围，与

传统的“提问—回答”模式不同，教师在提出问题之后应组织学生进行群组讨论，利用微环境

帮助学生克服思维惰性、增强自信。②教师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针对特定问题开展自主学习，

来帮助学生明晰学习的方向、提升学生的学习成就感。③对于学生的回答，教师应深入挖掘和

最大化其学习价值，而不是进行简单的对错评价；由于每次问答在客观上都占用了所有学生的

时间，因此应将其视为教学工作的一个补充维度，而不是针对某个学生的评判。例如，教师可

以组织学生之间对回答进行开放式探讨，将师生互动进一步延伸为学生之间的同行学习。 

 

图 1  直播模式下研究生在线教学的师生长链互动模式 

三 直播模式下研究生在线教学的交互渠道 

教学交互的目的是通过引入恰当的学习情景，辅以合适的教学工具，为学生的认知学习搭

建有利的支撑框架[6]。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是教学设计的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在积极探索和获取反馈中逐步形成对事物的认知[7]。因此，学生与学习环境的有效交互

对学习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选择“雨课堂”作为

主要的在线教学平台，在有效实现各类交互功能的同时还可以将多维度的课堂数据完整保留，

为改进教学设计、分析学生学习情况提供了有力的量化依据[8]。 

直播教学带来的挑战主要来自于面对面交流的缺位，导致传统的课堂互动难以正常开展，

进而造成师生之间的距离感和学生学习的孤独感。但是，依托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一系列新型

的交互渠道正在形成，不仅使课堂互动的参与面更加广泛，而且互动的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了进

一步加强。直播模式下研究生在线教学的代表性交互渠道如图 2 所示，具体包括： 

1 弹幕 

弹幕通常指在观看网络视频时由用户发表的评论性文字，是互联网时代特有的交互形式。

它不仅可以让用户对当前视频内容进行即时点评，起到信息增强的作用，而且有利于通过分享

形成群体性氛围，提升用户粘性和观看体验。弹幕的主要特点是开放和实时，可以在短时间内

产生丰富的信息，在保持匿名性的同时体现出每一位同学的参与，符合学生在互联网环境下的

使用习惯，主要适用于课堂上的自由发言。弹幕既能满足开朗、外向型学生群体的自我展示需

求，又为相对内敛型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自我表达渠道。同时，教师还可以将基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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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幕内容以词云的形式进行呈现，将碎片化的个体意识嵌入集体的表达范畴，将学生独立个

体和集体成员的双重身份进行有机融合，让学生形成“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和“教学内容的产

生者”的自我意识，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参与课堂教学。 

 
图 2  直播模式下研究生在线教学的代表性交互渠道 

2 习题 

习题可分为主观题、单/多选题、判断题、投票题等，主要用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实时

答题不仅可以带来鲜明的现场感，对学生的注意力产生直接的约束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学

生进行渐进式评估，并以微循环和快速迭代的学习模式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可帮助教师根据学

生的知识掌握情况随时调整教学进度，避免了教与学之间的脱节。与传统课堂中的答题相比，

线上答题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以确保学生的参与度，避免因侥幸心理而滋生惰性。在题目设置

上，建议教师以查漏补缺和激励为主要目标，形式简洁明了。对于需要较长时间思考的问题，

教师可以选择在课后推送给学生，既能保持学习的延续性，又能提高课堂的利用率。 

3 投稿 

投稿兼具灵活性和私密性，帮助师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交流，可用于回答教师的即兴

问题或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弹幕相比，它的内容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适于反映相对严谨的思

维活动；与预设的习题相比，它的内容更加灵活，可以不拘泥于既定的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了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意识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定时查阅学

生的投稿，对相关内容给予及时的反馈，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在教学环节中受到了教师的重视，

从而鼓励更多的学生从内容的接受者转为内容的生产者。投稿提供了一种异步互动功能，既可

以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思考而不是流于碎片化的思维，又可以将学生的智力成果在教学过程中及

时体现，解决了传统师生交流中反馈的迟滞和受众有限等问题。 

4 点名 

点名作为一种传统的课堂互动手段，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还有助

于锻炼学生在公众面前的表达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在传统课堂中点名往往被用来评判特定学

生的学习情况，进而产生群体性的奖惩效应，对学生而言是一种被动行为。因此，在学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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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点名容易产生抵触、紧张、沮丧等负面情绪，而非发挥期望中的激励作用。

同时，缺乏信息量的回答在客观上也降低了对课堂教学时间的利用率。因此，建议在学生对答

案相对比较有把握的情况下或针对开放性问题进行随机点名，而在不确定性较强的情况下采用

投稿或弹幕等匿名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始终让学生在主动和愉悦的氛围中进行学习、思考。 

5 白板 

幻灯片是目前大多数课程的主要信息载体，不仅可以将教师从重复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而

且可以显著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然而，单纯依赖幻灯片进行授课，容易将教师固化为知识的

介绍者和搬运工的角色，特别是在网络化环境中难以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感觉。从认知的

角度来讲，探究知识产生的过程往往比学习结论性的知识本身更为重要，且更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雨课堂”中的白板功能便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随时插入手

写演示，以板书的形式将文字、图示和公式推导等展现给学生，并通过真实、个性化和过程性

的知识表现形式提升学生的课堂代入感。此外，板书内容可以被发送到学生端与原有课件融合

保存，在课程回放时学生能够实时看到板书的动画效果，完整还原教学过程。为了充分发挥白

板的功能，建议教师配备数位板和压感笔，以确保书写的流畅性和精准性。 

6 推送 

推送功能是联系课上与课下学习的纽带。教师可以在课前、课后将课件资料及相关的语音

讲解发送到“雨课堂”的学生端，内容包括知识点回顾、课前预习、习题练习、拓展学习资源

等，从而达到“温故而知新”和“学而时习之”的效果。推送内容因课程而异，但应尽量避免

直接复制上课时使用的课件，简单地将一部分内容移至课下。以“英文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报

告”课程为例，教师每周推送约 8 页左右的手机版课件，内容简洁明快，易于学生在移动设备

上阅读和完成。相关模块包括课上涉及但没有完整讲授的知识点（碎片知识的形式化）、实用英

语案例（新知识）、慕课素材（自主延伸学习）和写作训练（知识应用）等，致力于在趣味性和

知识性之间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在每次正式上课之前，教师都会对之前推送的课件进行概

述和点评，利用熟悉的内容将学生自然地引入课堂，避免直接讲授新知识所带来的突兀感。 

四 建议与展望 

在线教学是非常时期的应急之策，在师生无法返校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弥补无法正常教学的

缺陷，将对整个教育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教育工作者应超前

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在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将新技术、新平台和新思想有

机融入教学工作中；授课教师应着力培养全新的教学理念，将传统的在特定时空以讲授为主的

单向教学活动转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跨时空、多维度的学习模式，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

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学生要逐步改变被动学习习惯，在知识获取层面摆脱对教师的过度依赖，

能通过互联网搜索、师生互动、生生交流讨论等渠道主动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当前，传统的人工管理形态已逐渐被信息化的管理机制所取代。利用智慧教学工具，可以

对成百上千门课程的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实时数据采集，为教学管理和评价提供第

一手的数据支撑。随着在线教学的推广，大学有形的围墙虽然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但

知识获取的壁垒已在逐渐崩塌，以低廉的成本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建成学习型社会已成为现

实，随之而来的“终身学习”和“按需学习”将对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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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Online Teach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Theory and Practice 

YUAN Bo    SONG Xiao-guang    LI Qiong    PENG Yuan-yuan    SONG Si-yu 

(Shenzhe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 Tsinghua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518055) 

Abstract: Despite of the success of online teaching in various aspects, several challenges are prevalent including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community, feeling of isolation and low level of self-discipline.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singhu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ive online 

class organization from four aspects: study atmosphere, activity pattern, teaching order and class interaction,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typical interaction channels.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long-chain interactive 

paradigm and a series of guidelines for principled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six representative interactive methods. The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be valuable for further exploiting the advantage of online teaching and stimulating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and bring measurable benefit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in other universities. 

Keywords: online teaching; class interaction; live broadcast; postgraduate student; rain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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