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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中的交互设计及其应用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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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互是教学活动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袁对学习者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遥 为把握当前在线开放课程中交互设

计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现状袁文章使用文献研究法探讨了在线开放课程中交互的含义袁在分析各种既有教学交互分类

框架的基础上袁将现有的在线开放课程中的交互形式归为三类院人要人交互尧学习者要内容交互和学习者要界面交互袁并

从国内外开放学习平台中选出 13个有代表性的平台进行逐一分析袁总结归纳出交互设计在当前在线开放课程中的应用

现状遥 在对理论研究和应用现状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袁提出了未来应关注的一些研究课题袁如在教学视频中添加关键帧尧引

入弹幕功能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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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袁 大型开放在线课程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

助推着在线学习的快速发展袁 使在线教育成为一种越

来越普遍的学习方式遥 据有关调查显示院 在高等教育

中袁 有超过 580万名学生至少选修了一门在线课程[1]遥

教学视频是支持在线学习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遥 有研究

表明院 合理运用教学视频能够有效吸引学习者的注意

力袁增强学习动机[2]袁提高学习成绩袁增强学习满意度[3]遥

但也有研究表明院 网络教学中时空分离造成了教与学

的分离袁对学习者的学习形成诸多不利影响袁仅仅简单

地将教学视频整合到在线学习中并不一定能够促进学

习的有效发生袁 允许学习者与内容随机交互的教学视

频则能够促进学习[4-5]遥本文通过对近 20年来已有相关

研究文献的梳理袁对 10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在线学习平

台中视频课程的交互设计的分析袁 总结了在线开放课

程的交互设计研究与应用的进展与不足袁在此基础上,

对未来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在线开放课程的交互设计作

出了展望遥

二尧在线开放课程中交互的含义与分类

渊一冤在线开放课程中交互的含义

目前袁人们对交互的理解比较广泛袁不同研究领

域对交互的定义也不尽相同遥 从普遍意义上看袁人们

把交互理解成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遥 比如袁Wagner把

交互定义为院野交互是包含至少两个事物和两个行动

的相互作用袁当这些事物和事件相互作用时袁交互才

会发生遥冶[6]Vrasidas 和 Mclsaac把交互界定为院在某一

特定环境下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

的过程[7]遥在教学交互研究领域袁梁斌将交互简化为双

向交流袁即学习者与教师尧学习者与学习资源尧学习者

与学习者之间的双向交流[8]遥而陈丽则认为袁教学交互

是一种发生在学生和学习环境之间的事件遥它包括学

生与教师尧学生和学生相互之间的交流袁也包括学生

和各种物化资源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9]遥 综合

以上研究者对交互含义的理解袁结合在线开放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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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主体的特性袁可以将在线开放课程中的交互理

解为院在线开放课程中各主体渊教师尧学生尧教学内容

以及系统界面冤之间的相互作用遥

渊二冤在线开放课程中交互的分类

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教学领域

中的交互分类进行了探究遥 Moore提出了与远程学习

相关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交互袁即学习者要学习者的交

互尧学习者要教师的交互以及学习者要内容交互[10]遥这

种分类方式曾被广泛接受遥 但在纯粹的在线环境中袁

参与者必须使用特定的技术尧平台尧应用程序等来与

教师尧其他参与者和内容进行交互遥 为了解释学习者

与系统之间的接口袁Hillman等人提出了学习者要界

面或学习者要系统的交互分类框架 [11]遥 此外 袁

Muirhead尧Juwah等人基于对教师在教学内容的创作

过程中也会与系统发生交互现象的考虑袁他们又增加

了两类交互袁即教师要内容交互尧教师要系统交互[12]遥

我国学者陈丽从不同层面出发袁将交互分为学生与媒

体界面的操作交互尧 学生与教学要素的信息交互尧学

生的概念与新概念的概念交互[13]遥其中袁信息交互包括

学生与教师尧 学生与学生和学生与学习资源的交互遥

在已有的教学交互研究中大多沿用了 Moore 尧Hillman

以及陈丽等人的交互分类框架遥

综上所述袁学习者要学习者交互尧学习者要教师

交互和学习者要内容交互这一分类框架是研究者们

对于交互分类的共识遥 以这一分类框架为基础袁结合

当前在线开放课程中交互的特性以及交互设计的应

用现状袁 可以将在线开放课程中的交互分为三类院

人要人交互尧学习者要内容交互尧学习者要界面交互遥

人要人交互包括学习者要学习者交互以及学习者要

教师的交互袁即在在线开放课程学习过程中袁学习者

之间或学习者与教师就教学内容及其相关问题进行

的交流袁如在线实时交流渊聊天室尧弹幕等冤以及通过

论坛尧邮件尧短信尧电话等方式的异步交流曰学习者要

内容交互是学习者与各种学习材料渊如文本尧音频尧视

频尧图形和图像冤之间的交互渊如关键帧尧内嵌式测试

题尧热区尧超链接等冤曰学习者要界面交互是学习者与

系统界面之间的交互袁主要指通过操纵工具或按钮来

达到某种目的袁 操作本身不会引起学习内容的变化

渊如全屏切换尧清晰度选择等操作冤遥

三尧在线开放课程的交互设计对学习者的影响

渊一冤人要人交互

在视频课程中袁通过野人要人交互冶可实现用户间

的同步或异步交流袁为学习者提供获得新观点和通过

分享个人经验尧发展高级思维能力及知识的社会协商

和意义建构的机会袁丰富了个体的学习经验[14]遥 国内

外许多在线开放课程中主要采用在线讨论区尧聊天室

等方式袁实现在线学习中人与人之间的同步交流遥 同

时袁还采用了电子邮件尧论坛尧答疑区等异步交流方

式袁使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需求袁与其他学习

者及教师进行探讨交流[15]遥 这些较为传统的交互形式

在当下依然有着广泛应用遥 尹睿尧刘路莎等人对百门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进行分析后发现院几乎所有的在

线开放课程中都采用了电子邮件以及课程讨论区的

交互形式遥 其中袁电子邮件的主要功能是交流和发布

学习活动袁而课程讨论区主要是让教师可以预先发布

主题袁 以便学习者能够围绕主题内容进行讨论交流遥

此外袁有超过 50%的课程设置了在线答疑袁以实现野学

习者即时提问尧教师即时回答冶遥 [16]

2010年以后袁视频课程中野人要人交互冶手段有了

新突破遥 3G技术的推出使学习中的短信互动成为可

能袁Web服务实现了网站与手机客户端之间的数据通

信遥 若学习者在观看视频时遇到了问题袁可直接编辑

短信发送到指定号码袁 很快便可收到后台的回复袁及

时解决疑问[17]遥 野哔哩哔哩冶网站的兴起袁则把野弹幕冶这

样一种互动形式呈现在了大众面前袁并迅速得到了广

大用户的青睐遥 为此袁不少研究者也开始将目光投入

到了视频课程中的弹幕应用上遥 弹幕是指用户针对视

频中的内容即时发布评论袁并以字幕的形式实时在视

频中显示[18]遥弹幕具有交互的及时性尧碎片性尧多元性袁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参与感与学习热情遥

匿名发布弹幕的形式也更利于学习者表达内心的真

实想法袁产生虚拟同步感遥 因此袁一些研究认为院在视

频课程中采用弹幕的交互方式袁可以有效缓解学习者

理解内容不到位尧学习持续性不强尧交流互动不足等

问题遥 同时袁也便于通过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的分析袁

进一步完善在线开放课程的设计袁促进用户在线学习

临场感效应的发挥[19-21]遥 但任柯霓认为袁弹幕叠加在视

频上方的形式注定会对视频的观看造成一定影响袁且

适用弹幕的节目需要有明显的娱乐性袁监管尺度与弹

幕的即时性也难以两全[18]遥因此袁弹幕这种新的交互形

式在视频课程中的应用还需深入研究遥

渊二冤 学习者要内容交互

21世纪初袁视频点播技术开始出现袁研发人员为

视频增加了快进尧快退尧定位播放等功能袁以此来满足

不同学习者在观看视频时的需求[22-24]遥 在视频点播的

交互效果得到验证之后袁有研究者开始将其应用于教

学视频资源中袁并通过与 Flash尧Authorware等软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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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袁在教学视频中加入了测验与反馈功能[25-26]遥这样不

仅便于学习者根据反馈来了解自己的知识掌握程度袁

还能给设计者进一步完善教学视频资源的设计提供

依据遥 同一时期袁三分屏模式成为教学视频中应用最

多的一种呈现模式袁即教学视频尧课件尧文档资源分别

占据屏幕的三个部分渊通常为左上尧右上尧下部冤袁随着

视频的播放袁课件和文档资源也同步切换[24]遥 这种模

式可以将所有资源同时呈现给学习者遥尽管这种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风格学习者的需求袁但也严

重增加了学习者的认知负荷袁所以后来逐渐被淘汰遥

2010年以前袁这些具备简单交互功能的视频大多

只是作为远程教育的一种辅助资源遥此后袁大规模在线

开放课程在全球兴起袁 在线开放课程作为一种可交互

的学习资源广受青睐遥 学习者要内容的交互形式也不

断丰富袁远程教育视频资源中的暂停尧播放尧快进尧快退

等功能得到了保留和优化遥为了节约学习时间袁满足不

同类型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袁 在线视频课程中增加了概

念索引尧线索和定位功能袁即在视频的进度条上加入关

键帧等线索袁 学习者可以通过点击关键帧或自主搜索

来定位到想要观看的时间点[27-29]曰嵌入测试和反馈功能

也得到了优化和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遥 许多研究者尝试

利用多种软件在教学视频中嵌入不同类型的问题袁并

且探究了在教学视频中嵌入问题的类型尧 时间以及数

量对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影响遥例如袁崔小洛设计开发了

一门多媒体制作软件类交互式微课程袁 让学习者一边

观看教学视频袁一边进行操作练习袁结果发现院这样不

仅能增强学习体验感袁激发学习兴趣袁还能促进深度学

习袁帮助学习者理解和深化知识[30]遥 其他研究者通过与

不同的软件 渊如 Captivate尧Storyline尧Camtasia Studio

等冤结合来设计交互式微视频[31-33]袁也验证了这一结果遥

还有研究者提出了逻辑切片和虚拟切片的新型交互形

式 [20袁34]袁 这类交互形式允许学习者对在线视频进行剪

切袁形成自己个性化的学习片段袁并对其进行命名尧添

加关键词尧重组和分享等遥这些操作均不会影响原始视

频袁只在学习者个人页面形成虚拟切片袁以提高学习效

率袁满足个性化需求遥

学习者在观看在线视频课程时袁与学习内容的交

互不仅可以通过点击视频来实现袁还可以通过添加评

论尧笔记尧标注以及观看辅助资源和拓展功能等来实

现遥研究表明袁在记忆测验中袁参与复杂交互学习的学

习者会花费更多学习时间袁学习过程更加专注袁学习

效果也更好[35]遥 所以袁在在线视频中添加评论尧笔记和

标注袁能够让学习者更加专注于学习内容遥 辅助资源

和拓展功能主要是为了满足学习者更多的学习需求

而提供相关资源[36]袁这些资源是对学习内容的一种补

充袁学习者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查看袁既不会增加学习

负担袁还能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袁推动了交互视频课

程的个性化发展遥

近年来袁 虚拟现实和具身交互成为教育领域的两

大热点袁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应用于在线开放课程中遥

I C Hung等人利用 Kinect展开了一项具身交互实验袁

让三组被试分别学习内容相同的三组视频袁 即具身交

互式视频尧传统交互式视频渊鼠标操作冤和无交互式视

频袁结果表明院具身交互小组的学习效果最好[37]遥 这是

因为袁学习者在学习具身交互式视频时袁不仅需要认知

上的投入袁还需要动作上的投入遥 学习过程中袁学习者

会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努力袁 对于学习内容会产生更

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袁而且袁具身交互不会增加学习者

的认知负荷袁因此袁能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38]遥

渊三冤学习者要界面交互

早年间袁视频点播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学习者要界

面交互方式袁可为学习者提供实时尧高质量尧按需点播

的服务袁满足不同学习者尧不同时间对不同节目源的

视频点播需求袁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袁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课堂教学的变革[39-40]遥其后袁随着互联网的

逐渐普及与发展袁视频界面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互

形式袁比如袁用户在观看视频时可根据需求切换角度

或调整视频清晰度[41]袁用户可在视频界面添加标记尧

标签等形成自己的个性化界面等遥这些交互形式增强

了用户体验感袁使服务更加人性化[42]遥

2010年后袁 技术的发展使学习者可以对观看视

频的界面进行更多个性化的调整遥 野画面比例调整冶使

学习者可以根据不同观看需求灵活调整画面比例袁使

在线视频随需应变[43]遥 野侧边栏收缩冶也得到了研究者

的关注袁 侧边栏中会定时提供相应的链接资源和解

释袁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收缩侧边栏袁调整视频界面袁

增强了用户个性化体验[44]遥 除了调整界面袁在线学习

平台也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获取信息的线索袁便于

学习者快速找到指定的学习内容遥 野目录冶和野索引冶便

是两种最典型的线索遥 野目录冶即按时间顺序列出视频

的各个章节袁选择其中一个章节袁视频便会自动跳转

到相应章节曰野索引冶 是按字母顺序列出中心关键词袁

当选择某个关键词时袁视频也会自动跳转到相应的视

频遥 目录和索引都有利于信息搜索过程袁但研究者认

为索引比目录更适合完成搜索任务袁但包含目录及索

引的视频都不能更好地促进信息的内化[45]遥 近年来袁

导航功能也备受关注遥导航功能即学习者通过导航栏

选择自己要学习的版块袁可支持标准化或个性化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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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流程袁 这样可以帮助学习者快速掌握所学知识框

架袁且不必拘泥于教学视频呈现出的线性顺序袁自主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模块并安排学习内容的先后

顺序袁使学习思路更加顺畅遥 其知识可视化的特征也

可使学习者通过操作导航促进对学习的认知袁从而有

效吸引学习者注意力袁提高参与感袁增强学习兴趣袁改

善学习者的学习效果[29袁46袁47]遥

四尧在线开放课程中交互设计应用现状

为进一步探究在线开放课程中交互设计应用现

状袁 本研究在对在线开放课程交互设计进行梳理的基

础上袁精心挑选了国内外十多个有代表性的学习平台袁

如 野中国大学 MOOC冶野网易公开课冶野多贝网冶野E要

education冶野CCtalk冶等遥 基于上文中提出的交互形式的

分类框架袁 对当前主流的在线学习平台中视频课程存

在的交互形式进行整体的梳理分析和归纳总结遥 各平

台在线开放课程中交互形式的梳理结果见表 1遥

渊一冤人要人交互

人要人交互又分为学生要教师交互和学生要学

生交互遥 在学习平台中袁学生要教师之间的交互集中

体现在平台中的提问区遥在本文选择的在线学习平台

中袁仅有 野中国大学 MOOC冶野网易云课堂冶和野多贝

网冶存在提问区遥提问区一般位于视频课程左侧袁学生

可以在这里向教师进行提问袁也可以浏览已提问和已

解决的问题遥提问区为学生要教师之间的沟通提供了

方便袁但因教师并非一直在线袁故学生在提问区所提

出的问题并非都能及时解决遥

一般而言袁 学生要学生交互主要有两种沟通方

式院一种是基于讨论的交互方式袁另一种是基于弹幕

的交互方式遥 但在本研究所选择的在线学习平台中袁

仅存在讨论区一种交互方式袁且仅存在于 野中国大学

MOOC冶野网易云课堂冶和野网易公开课冶中遥 讨论区一

般位于视频课程右侧袁 学习者可就任何问题进行讨

论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正在学习同一课程内容的

学习者提供了交流途径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若学习者在

观看直播课程时参与讨论袁可实现实时交流曰但当学

习者观看录播课程时袁因观看时间自由袁提出的问题

与话题则不易得到及时回应遥

渊二冤学习者要内容交互

从交互的具体内容来看袁学习者要内容交互主要

包括对视频的播放控制尧与视频内容对话两个方面遥

对视频的播放控制中比较简单的交互形式有暂

停/播放尧拖动进度条遥 当鼠标移至进度条上袁一般进

度条会显示相应时间袁拖动进度条可以跳至视频中的

任意片段遥而有些学习平台袁如多贝网袁会显示该时间

位置上的视频影像缩略图袁便于学习者根据当前学习

内容进行跳转遥使用拖动进度条的方式可以使学习者

自由地通过快进尧快退的方式袁调整视频播放的进度袁

但会出现调整精确度不高的问题遥有些在线学习平台

结合野精确快退冶的交互形式袁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个问

交互

形式

平台

人要人交互

讨论 提问

暂停

/

播放

拖动

进度

条

精确

快退

选择

倍速

选择

字幕

记笔

记

嵌入

问题

内嵌

学习

工具

目录

导航

加入

书签

跳转

相邻

视频

选择

清晰

度

选择

线路

调节

亮度

对比

度

调整

声音

切换

全屏

浮动

窗

中国大学 MOOC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网易云课堂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网易公开课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腾讯课堂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智慧树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多贝网 姨 姨 姨 姨 姨

学堂在线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百度传课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E要education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CCtalk 姨 姨 姨 姨 姨

Lynda.com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可汗学院 姨 姨 姨 姨

Skillshare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学习者要内容交互 学习者要界面交互

表 1 学习平台提供的交互形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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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遥CCtalk和 Skillshare分别可以实现野快退 5s冶和野快

退 15s冶的效果袁能满足学习者精确后退固定秒数的要

求遥 野倍速选择冶是当今视频播放控制中比较新颖的交

互形式袁存在于多个学习平台中袁可提供多种播放速

度遥该交互设计便于学习者根据视频播放情况以及个

人需求调节视频播放速度遥对视频的播放控制还包括

野字幕选择冶的交互形式遥学习者可以选择是否显示字

幕以及显示哪种语言的字幕遥 该交互形式的设计袁可

以满足不同学习者对视频字幕的需求遥

学习者与视频内容的对话主要体现在 野记笔记冶

野嵌入问题冶和野内嵌学习工具冶上遥 在笔记区中袁可以

记录自己的笔记袁也可以观看系统挑选的他人精读笔

记袁还可以对精选笔记进行点赞尧评论尧收藏尧分享等遥

Skillshare平台中的部分学习视频在进度条上以关键

帧的形式显示笔记位置和内容遥该交互方式便于学习

者和视频内容对话袁 从而更好地理解知识遥 野嵌入问

题冶的交互形式仅存在于野智慧树冶的学习平台遥 在观

看视频时袁 会不定期跳出与前面所讲内容相关的问

题袁学习者作答后系统会给出反馈袁而后视频才会继

续播放遥该交互设计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检验之前所

学的有效途径袁使学习者可以及时了解自己在前一阶

段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遥 另外袁野网易公开课冶还在

平台中内嵌了野划词翻译冶工具袁学习者可随时翻译自

己遇到的不懂的词汇或短语袁为学习提供了方便遥

渊三冤学习者要界面交互

从交互目的来看袁人要界面交互又分为野切换视

频冶野画质优化冶野声音调整冶和野全屏切换冶四个方面遥

本研究中袁几乎所有学习平台中的视频课程都有

目录导航设计袁提供本课程的所有视频目录袁学习者

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自由选择视频进行观看遥有些

学习平台除了设置目录导航外袁也会设置野跳转下一

视频冶按钮袁可快速实现视频之间的跳转袁但是仅限于

相邻视频之间的切换遥视频之间的切换除了通过平台

自身提供的目录导航实现外袁还可以由学习者创建自

己的播放列表实现遥 E-education平台提供了书签功

能袁学习者可根据需要创建自己的收藏列表遥 此类交

互设计可使学习者收藏自己所需视频袁形成个人播放

菜单袁方便学习者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视频遥

野画质优化冶主要是对视频画面清晰度尧亮度尧对比

度等参数的调整遥 本研究分析的样本中几乎所有的学

习平台都有选择画面清晰度的功能袁 这为学习者提供

了可供选择的不同清晰度遥还有学习平台提供了野线路

选择冶功能袁可以选择电信尧联通等不同线路遥该交互设

计便于学习者根据当前网络环境选择视频更为流畅的

线路袁为流畅观看教学视频提供了更多选择遥对视频亮

度和对比度的调整不太常见袁 本研究分析的在线学习

平台中也仅野百度传课冶平台有此功能袁该功能可以满

足不同学习者对视频亮度和对比度的需求遥

野声音调整冶非常简单也非常普遍袁几乎所有学习

平台都有此功能袁以便学习者选择最适宜的音量遥 野全

屏切换冶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功能袁一般有小窗播放和

全屏播放两种方式袁学习者可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选

择遥无论以哪种方式播放袁窗口一般是固定不动的袁而

野Lynda.com冶平台提供的野浮动窗冶功能袁可使视频在

新的窗口打开袁以浮动窗的形式播放遥 该交互设计可

以方便学习者对播放窗口的控制袁能满足不同学习者

对视频播放窗口大小和位置的不同需求遥

五尧总结与展望

渊一冤总结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袁明确了

当前在线开放课程交互设计的研究重心与薄弱环节曰

通过对当前较具代表性的在线学习平台的探究袁发现

了课程交互设计应用成效与不足袁 并在此基础上袁提

出了未来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在线开放课程交互设计

的一些建议遥

从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袁 对在线开放课程交互形

式的研究重心主要体现在学习者要内容交互方面遥 比

如袁对野嵌入问题冶野操作练习冶以及野概念索引尧线索和

定位功能冶等的考察遥 研究表明袁在教学视频中嵌入问

题并及时反馈袁 不仅便于学习者根据反馈了解自己的

知识掌握程度袁还能给设计者提供一定的完善建议遥而

在在线视频中增加概念索引尧线索和定位功能袁则方便

学习者快速定位到自己想看的内容遥但对于此类功能袁

研究大多只是在时间轴上添加关键帧来实现袁 更多的

索引定位功能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袁 并没有相关的实证

研究可以为此提供依据或参考模型遥 操作练习能够增

强学习体验感袁激发学习兴趣袁还能够促进深度学习袁

但此类交互只适用于程序性知识的练习袁 对于陈述性

知识却并不适用遥 有研究者提出了逻辑切片和虚拟切

片的新型交互形式袁 此类交互形式允许学习者对在线

视频进行剪切袁形成自己的学习片段袁但该交互形式只

是研究者提出的一种概念袁还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袁并

未在视频中实现袁也未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遥越来越多

的学者将虚拟现实和具身交互应用于视频课程中袁并

发现其能产生更好的交互效果遥

尽管已经有众多研究将弹幕应用于教学视频中袁

并探究其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袁但是在当前的众多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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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开放课程中袁却没有任何课程具备弹幕功能遥 这或

许是因为过多的视频弹幕会分散用户的注意力袁影响

观影感受袁且监管尺度与弹幕的即时性也是难以两全

的遥 对于文献研究中多次提及的野嵌入问题冶交互方

式袁也仅在野智慧树冶学习平台上的视频课程中有所涉

及袁这或许是因为当前的技术还不够成熟袁无法支持

在视频中嵌入问题并给予反馈遥关键帧的设计也并未

在当前学习平台上的视频课程中得到大量应用袁但在

一些主流视频平台上却被广泛应用遥关键帧可以将视

频划分为一个个小片段袁便于用户对视频内容有整体

的认识及快速准确地跳转到自己需要的时间节点处遥

如果在学习平台中加入这样的设计袁应该会对在线开

放课程的学习有所帮助遥 此外袁对于文献研究中设想

的概念索引尧搜索定位功能袁都暂未在学习平台上的

视频课程中有所发现遥 此后袁还需在这方面继续进行

更加深入的研究遥

渊二冤研究展望

基于以上的论述与分析袁我们认为未来对在线开

放课程的交互设计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院

首先袁 关于在线开放课程交互设计的研究中袁研

究者大多关注于在线开放课程中学习者要内容相关

的交互袁而对于在线开放课程中的人要人交互尧学习

者要界面交互关注较少袁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技术限制

等原因使得在线开放课程中关于此类的交互应用较

少遥 今后可更深入地探究这两类交互设计遥

其次袁已有文献中提出的一些效果良好的交互形

式在目前的在线开放课程中却鲜有应用袁 如弹幕尧关

键帧尧定位搜索等功能遥 因此袁在此后的研究中袁在线

开放课程可以考虑增加这些功能袁 增加视频交互性袁

并通过相关实验进一步探究其应用效果遥

最后袁国内外文献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某一个学习

视频的交互效果袁鲜有研究者对交互式在线开放课程

的整体交互效果展开追踪研究遥对在线开放课程中交

互效果的研究应该从更全面的角度进行遥

总之袁在线开放课程的交互研究涵盖广泛袁本研

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在线开放课程的交互

设计进行总结和梳理袁并提出一些发展的建议遥 在未

来的研究和探索中袁还需相关研究人员尧技术人员的

共同努力袁以提升学习效果为宗旨袁为在线开放课程

的交互研究贡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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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earners' learning. In order to grasp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 online open courses, this paper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action in online open cour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existing interactive frameworks in teaching,

the interactive forms in existing online open cours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human -human

interaction, learner-content interaction and learner-interface interaction. After 13 representative open learning

platform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one by on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 open online courses. On the basis of furthe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tatu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search topics need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adding key frames in teaching videos, introducing barrage functions, and so on.

[Keywords] Online Learning; Learning Videos; Interaction Design;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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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Design of Problem-solv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from DCR Prospective

YANG Kaicheng, LIU Han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design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s always a theoretical problem. We don't know how to

make a high consistency of means and objectives in a specific plan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whether that

plan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 satisfactory learning activity. Contrast ot DBR (Design- based Research), DCR

(Design-centered Research) focuses on attainment of knowledge.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DCR,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ase study that, by using mechanism diagrams of learning procedures for the first time to represent

the actual collaborative process, preliminarily validates the design knowledge of problem-solv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 design knowledge includes (1) that the design plan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onsists of task

presentation, collaborative process, outcome 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scaffolding, and (2) that the extended

knowledge diagram of FC(Facts and Cases) can be used to design both problems and scaffoldings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ich serves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testing the consistency of means and objectives.

The mechanism diagram of learning procedure is mainly used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elements in the plan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satisfactory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or not .

[Keyword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blem-solving; Extended Knowledge Diagram of FC; D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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