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学习分析技术理解学习失败
——基于在线课程退课行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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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　理解学习失败是教育研究的热点。然而，已有研究主要依赖自我报告、社会调查等方法，存在

主观性较强等问题，不适合在线学习情境。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利用细粒度学习行为数据，通过引入

“学习路径相似度”概念，以时域建模的方式，找出不同类型退课学习者群体，结合未退课学习者数据，依据

学习路径的图拓扑参数和行为发生概率，在学习意义层面描述并解释不同类型学习者之间的差异，从而理解

学习失败发生的过程，为探明“学习何以发生”提供新的依据。研究发现：1）退课学习者存在“体验型”与

“孤立型”两类学习者；2）图拓扑参数计算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学习者在学习投入、学习资源切换频率、学习

路径聚集度、小世界网络特性和学习资源重要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3）行为发生概率结果表明，不同类型

学习者存在类似的视频交互行为，“体验型”学习者存在课程甄选行为，“孤立型”学习者缺少社交性交互

行为。文章最后从分析方法、辩证理解退课、创新课程形式和社会性学习支持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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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下向上以数据驱动的形式理解学习现象，解

读学习发生机理，从而连接以人为中心的学习设计，

是当前技术赋能学习的核心议题，也是学习分析技

术的未来走向（顾小清等，2020）。退学是线下学习

失败的主要表现（Ajjawi et al.，2020）。然而，随着

学习形式的不断进化，研究者认识到，在线学习情

境中，退出某门课程学习也是一种学习失败，并指

出学习倦怠、学习抱怨、学业情绪等可作为预测学

习失败的重要指标（Jones & Rienties，2022）。由于

在线学习的自愿性与灵活度强，随着受众群体逐步

扩大，退课现象日益严重。据统计，edX在线学习

平台的课程结业率只有 5%，学堂在线平台的课程

结业率也仅有 4.5%（Feng et al.，2019）。因此，探明

在线学习退课发生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Lee  &  Choi， 2011； Jin， 2020； Chaker  &  Bachelet，
2020）。

诸多学者围绕学习者退课现象开展研究。常

李艳等（2021）使用文献分析方法，发现学习者个人、
 

[收稿日期]2022-02-22　　　[修回日期]2022-04-15　　　[DOI 编码]10.13966/j.cnki.kfjyyj.2022.03.010
[基金项目] 2020 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教育数据治理与智能教育大脑关键技术研究及典型应用”

（20511101600）。
[作者简介] 刘桐，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研究方向：学习分析、教育数据挖掘（messil9@163.com）；顾小

清，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研究方向:教育大数据与学习分析、技术支持的教学创新（xqgu@ses.ecnu.edu.cn）。
[引用信息] 刘桐, 顾小清（2022）. 以学习分析技术理解学习失败——基于在线课程退课行为的视角[J]. 开放教育研究,28（3）：
93-101.

第 28 卷  第 3 期 开放教育研究 Vol. 28, No. 3
2022 年 6 月 Open Education Research Jun. 2022

· 93 ·



课程以及社会环境因素是造成学习者退课的重要

影响因素。休和张永森（Hew & Cheung，2014）使用

问卷调查方法，发现扩展知识面、满足好奇心和个

人挑战等是学习者参加在线课程学习的主要驱动

力，而获取结业证书不是多数学习者的最初目标。

然而，以上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存在

一定主观性。随着学习过程数据的积累以及智能

技术的发展，学习路径分析技术可逐步弥补传统方

法的不足。有学者从细粒度数据层面，通过专家知

识与真实数据双驱动的形式，使用集成学习方法

（Narayanasamy & Elçi，2020）、深度学习方法（Yin et
al.，2020）等知识发现技术，寻找学习者在线学习的

行为模式与规律。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考虑在线课程参与形式自

由化、课程内容碎片化、学习时间灵活化等特点，

利用细粒度学习数据，综合使用数据挖掘算法与工

具，从时域角度建模学习者退课过程，动态捕捉学

习路径的状态变化，解析学习者退课的行为特征和

规律，为理解学习失败提供事实依据。 

二、文献综述

分析学习路径的动态演变是理解学习失败的

切入点。通过查找近三年有关“学习路径”的国

内外文献发现，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学习路径顶层

设计、学习路径模式发现和学习路径自动生成。

学习路径的顶层设计在理论层面探讨“应然”

问题。钟绍春（2020）提出，以教学目标为逻辑起点，

以学科知识和能力图谱为核心，通过筛选学生群体

的特点，提供选择数量少、覆盖度高的路径集。唐

烨伟等（2019）设计了基于学习者画像的精准个性

化学习路径规划框架，通过分析学习结果，为学习

者提供针对其个性学习需求、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

行为模式挖掘关注学习活动的自组织过程。

乐惠骁等（2019）利用优秀慕课学习者的平台记录

数据，挖掘其学习序列长度、行为共现等方面的行

为模式及其差异。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等智能算

法也被用于学习行为挖掘。有学者使用层次聚类

方法，发现学习者在线游戏学习环境的行为路径模

式，并与最终学习结果进行关联挖掘（Feng & Yamada，
2021）。也有学者基于学习者参与讨论、访问课程

资源以及登录时间等行为序列数据，使用主成分分

析算法降低数据维度，提取数据特征，再利用贝叶

斯网络与决策树算法，预测和预警学习者退课

（Xing et al.，2016）。
学习路径自动生成是个性化路径推荐的主要

途径。任维武等（2020）通过引入“契合度”概念，

提出基于强化学习方法的自适应学习路径生成机

制，实现学习者与学习资源之间的合理匹配。李振

等（2019）通过先验知识子图生成、学习目标子图

生成和学习路径生成与优化三个步骤，输出覆盖学

习目标的知识元学习序列。高嘉骐等（2021）基于

知识图谱，通过评估学习者状态，提出学习路径自

动生成方法。吴东山等（Son et al.，2021）使用遗传

算法和蚁群优化算法等元启发式算法，生成符合学

习者学习背景和学习目标的学习路径，解决“信息

迷航”等问题。

可见，学术界对学习路径的内涵存在两种理解：

一是学习路径是已然存在的先验预设。此种观点

将学习路径等同于知识关联，认为依赖于知识之间

的层级、包含与被包含等逻辑关系，通过差异化的

知识点、概念、资源等联结方式形成的结构化序列，

就是学习路径。肖奎等（2018）认为，学习路径是从

起始节点（知识基础）到达目标节点（学习目标）的

过程。二是学习路径是学习者的行为轨迹。此种

观点认为学习路径是学习过程的客观行为记录，它

随着学习主体所处情境、行为习惯以及学习任务

的差异而呈现不同样态，构建过程也极具生成性。

詹森等（Janssen et al.，2008）认为学习路径是学习者

达成学习目标的一系列行为操作。

以上两种理解存在本质差异，前者秉持学习路

径是严谨完备的专家知识体系子集的观点，后者认

为学习路径是学习者学习过程的外显行为表现轨

迹。相较而言，行为轨迹更加契合学习分析技术方

法。本研究将学习路径定义为：学习者与学习资源

交互过程中生成的行为序列，在数据层面具有细粒

度、生成性、可计算等特点，同时具有时序化、网

络化特征。

综上，分析挖掘学习路径以及终点事件的生成过

程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但较多研究仅利用学习成绩对

学习者群体做简要划分，并依此为分析依据，难免会

忽视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方式以及学习习惯等

方面的多样性，为理解学习失败带来认知偏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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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照从下向上的思路，从细粒度数据中挖掘学

习者的不同群体，分析不同群体的内在模式规律，从

另一个角度理解学习失败。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如何从学习者的过程性数据中识别并提取合

理且可解释的模式与特征，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具体包括：

1）如何提取退课学习者群体的行为特征？换

言之，从学习路径差异的角度，使用何种方法鉴别

退课学习者的类型？

2）不同类型学习者的学习路径有何差异？不

同类型学习者群体之间的行为模式以及行为差异

是什么？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二）数据介绍

本研究调取了学堂在线平台“心理学概论”

课程的数据仓库，涉及选课用户的视频操作和交流

讨论等学习活动的 162 996条数据记录（Yu et al.，
2020），涵盖 1 634名学生（退课学生 1 303名，未退

课学生 331名，退课率为 79.4%）。本研究主要使

用四个数据字段，分别是学习者 ID、学习行为（如

查看问题、点击视频、回复讨论等）、学习资源 ID
（如视频资源、发布问题、参与讨论等）和系统时

间戳。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首先利用学习者是否退课的标签数据，

区分退课与未退课学习者，划分退课学习数据集与

未退课学习数据集；其次，截取学习者 ID列表、学

习资源 ID列表和学习者操作行为列表，形成退课

和未退课学习者的行为数据集，并通过数据清洗和

索引编码处理，形成数值化的行为编码序列，由此

表示学习路径；再次，计算学习路径相似度，构建学

习路径相似度矩阵，作为聚类算法的输入，发现不

同类型的退课学习者群体；最后，比较不同类型退

课学习者群体与未退课学习者群体在学习路径图

拓扑参数与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差异（见图 1）。
1.学习路径编码。本研究使用索引编码方法

处理学习路径数据。具言之，本研究利用资源 ID
与具体行为（如暂停、播放、快进、关闭等），作为

 

ᆖҐ䐟ᖴമᤃᢁ৲ᮠ
ᆖҐ㘵㹼Ѫ⁑ᔿਁ⧠
ᆖҐ㘵㹼Ѫ⁑ᔿሩ∄

㹼Ѫࡇ㺘

ᆖҐ䍴Ⓚࡇ㺘

ᆖҐ㘵ᰕᘇ

MOOC ᮠᦞ

ᆖҐ㘵ḷㆮ

䘰䈮ᆖҐ㘵㹼Ѫ䳶

䶎䘰䈮ᆖҐ㘵㹼Ѫ䳶

ᆖҐ㘵ࡇ㺘
ᮠᦞ㕆⸱

㕪ⴱ٬༴⨶
ᔲᑨ٬༴⨶
㍒ᕅ㕆⸱༴⨶

н਼㊫රᆖҐ㘵㗔փ

լᓖ䇑㇇о㚊㊫

DTW 䐟ᖴլᓖ䇑㇇ 䘰䈮ᆖҐ㘵㹼Ѫ㕆⸱ᒿࡇ

สҾլᓖⲴ䉡㚊㊫

㹼Ѫ⁑ᔿо⢩ᖱ∄ሩ

䶎䘰䈮ᆖҐ㘵㹼Ѫ㕆⸱ᒿࡇ

1 5

7

2 8

3

4
6 9

图 1    研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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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路径节点的索引依据，保证每个资源的操作行

为都具有独立的编码。例如，学习路径编码为 [1，
17，20，9，11，21]，“1”表示加载 A视频，“17”表

示暂停 A视频，“9”表示加载 B视频，“11”表

示关闭 B视频。

2.学习路径相似度计算。群体特征挖掘的主

要难点在于如何基于学习路径差异，从群体中发现

相似的个体。因此，如何计算不同学习者路径之间

的相似度成为首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由于学习者

路径呈现离散化、时域难以对齐等问题，无法直接

计算学习路径的空间距离，因此本研究使用动态时

间规划算法计算学习路径之间的相似度。计算方

法见公式（1）。动态时间规划算法的目标是通过离

散序列数据点距离计算方法，按次序求解两个序列

的点间距离，计算构建点距离矩阵，并在矩阵中找

到经过的元素值和最小路径，使得最终累积距离最

小。累积距离就是两条学习路径的相似度。

DTW (X,Y) =min
!

d!(X,Y) ˄�˅

3.基于路径相似度的聚类计算。学习路径由

学习资源串联而成，随学习进程逐步呈现有向无环

图的特征。本研究使用基于图论的谱聚类方法获

取不同类别的学习者群体。与 K-Means等算法相

比，谱聚类方法对数据分布的适应性更强，计算量

较小，也易于实现。同时，为了衡量聚类效果与可

信度，本研究选取方差比标准作为聚类效果的度量

衡，该标准通过计算聚类簇的组内聚合度和组间分

散度之间的比值，衡量聚类簇之间的距离与差异，

从而得到不同聚类群体，计算方法见公式（2）。

S =
Tr (Bk)
Tr (Wk)

! N " k
k"1

˄�˅

Tr (Bk) Tr (Wk)
其中，k代表聚类类别数，N代表数据数目，

代表组间协方差， 代表组内协方差。

该分值越大，说明聚类效果越好。

4.基于图拓扑参数的学习路径差异比较。为

进一步解释聚类结果的教育意义，基于学习路径的

图特征，研究选取五个图的拓扑参数指标，比较学

习路径差异：1）平均路径长度，指学习路径总长度

的平均值；2）平均边长度，指学习路径中连接任意

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平均值；3）平均聚集系数，

指评估学习路径中节点的聚集程度；4）平均边长度

/平均聚集系数，指平均边长度与平均聚集系数的

比值，评估学习路径是否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特征；

5）特征向量中心度，用于评估学习路径中节点的重

要程度。

5.基于步长矩阵的行为模式差异比较。行为

模式用于发现学习者操作之间的相关性与关联关

系，区别于聚合统计后的概率计算。本研究选取步

长矩阵作为学习者行为模式发现的工具，通过计算

独立路径点的行为发生概率，在细粒度层面预测学

习者的具体操作，从而得出学习者行为转换规律，

并结合数据可视化方法，直观地发现行为模式及

差异。 

四、研究结果
 

（一）学习路径相似度与聚类结果

研究问题一聚焦鉴别不同类型的退课学习者。

如上文所述，行为序列的距离度量方式会影响学习

路径相似度结果，聚类簇数量是影响最终聚类效果

的重要参数。因此，在相似度计算时，本研究选取

三个常用的距离计算方式，包括欧氏距离、汉明距

离、L1距离；在谱聚类计算中，选择 2、3、4三个聚

类簇数量作为聚类算法的超参数候选集合，进行综

合计算和对比实验。

数据清洗、编码、相似度计算和聚类计算均使

用 Python数据处理脚本，对比实验结果见表一。

可以看出，在汉明距离和两个聚类簇的参数下，聚

类的方差比分数最高（1 032.52），说明在此参数下

聚类效果最好。经过进一步分割计算，本研究发现

退课学习者群体中存在两个聚类群体，分别有 1 101
人和 199人。
  

表一    不同超参数的聚类度量结果

方差比分数
聚类参数

2 3 4

距离

参数

欧氏距离 185.38 300.27 365.45

汉明距离 1 032.52 888.22 1 030.21

L1距离 185.38 300.27 327.95
  

（二）学习路径群体特征差异比较

研究问题二聚焦于在鉴别不同类型学习者群

体后，从教育意义层面比较学习者的群体差异。综

合考虑未退课学习者与两类退课学习者，本研究利

用图拓扑参数与行为步长矩阵，分别比较探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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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图特征差异和学习行为模式差异。 

1. 基于图拓扑参数的学习路径差异比较

1）学习路径投入度。学习者平均学习路径长

度指学习者行为操作长度的平均值，一定程度上表

示学习者与学习资源之间交互的次数，更能反映学

习者在线学习的投入程度。结合表中数据可以发

现，三类学习者的平均学习路径长度分别是 21.41、
172.37和 293.14。与退课学习者相比，未退课学习

者的平均学习路径长度显著长于退课学习者，说明

未退课学习者投入时间更多，与学习资源的交互频

次更长。退课学习者中，类别 1退课学习者的平均

学习路径长度最短，类别 2退课学习者的平均学习

路径长度明显长于类别 1退课学习者。由此可见，

退课学习者的学习路径差异仍较大。

2）学习路径稳定度。平均边长度一般用来评

估网络中两节点之间的距离，能够体现网络节点的

联通性。例如，六度分隔理论体现了人际社会的

“弱纽带”性质。本研究的三类学习者的平均边

长度分别为 2.379、2.184和 6.454。可见，两类退课

学习者的边长度都短于未退课学习者。学习路径

节点由学习资源构成，连接边由操作行为构成，平

均边长度代表学习者在不同学习资源之间转换时

所执行的操作次数。与未退课学习者相比，退课学

习者在不同学习资源之间的切换频率更高，单一资

源使用的持续时间较短。值得一提的是，结合平均

学习路径长度，本研究推断类别 1退课学习者资源

使用数量低于未退课学习者与类别 2退课学

习者。

3）学习路径聚集度。平均聚类系数用于描述

网络中顶点之间结集成团程度，发现图结构中的小

集团。本研究中，三类学习者的平均聚集系数为

0.545、0.622和 0.284。由此可见，类别 2退课学习

者的学习路径聚集系数较高，未退课学习者的学习

路径聚集系数最低。结合前两个图的拓扑参数，本

研究发现，类别 1退课学习者由于投入的时间较少，

利用资源较少，势必会出现高聚集性，而类别 2退

课学习者虽然投入的时间较多，但只利用局部有限

的课程学习资源，缺少与其它可用资源交互，导致

学习路径呈现较高聚集性。

4）学习路径均衡度。平均聚类系数与平均边

长度通常被同时考虑，用来判断网络是否具有小世

界网络特征。小世界网络最早由沃茨和斯特罗加

茨在 1998年提出，通常意指网络中包含节点集团

和近距离网络，同时子网络中大部分节点之间都具

有连接，因此，小世界具有高平均聚类系数和低平

均边长度的特征（Watts & Strogatz，1998）。三类学

习者平均聚类系数与平均边长度的比值分别是

4.365、3.511和 22.725（见表二）。结合小世界网络

的属性，相较于未退课学习者，类别 2退课学习者

的学习路径更具小世界网络特征。结合前三个图

的拓扑参数结果，本研究从两方面理解此现象：一

方面，类别 2退课的学习路径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

此类学习者可能面临“信息迷航”，学习内容与活

动形式较为局限，难以找到可进一步利用的课程学

习资源，由此导致退课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此类

学习者的自主学习目的可能更强，在深入学习所需

资源后难以达到目的，便退出了课程。

5）学习路径重要度。特征向量中心度通过迭

代计算某一节点与相邻节点的中心性分数，从而体

现此学习路径节点的重要程度。特征向量中心度

为非负值，数值越大代表节点的重要程度越高。结

合图 2可知，三类学习路径节点特征向量值分布

在 0.1与 0.27之间，与未退课学习者相比，退课学

习者的特征值上限较高，未退课学习者的特征节点

数量多于类别 2退课学习者，且远多于类别 1退课

学习者；与未退课学习者相比，类别 2退课学习者

 

表二    不同类型学习者学习路径图拓扑参数

参数值

图拓扑参数

平均学习路径长度 平均边长度 平均聚类系数
平均聚类系数/

平均边长度

学习者类型

退课_类别 1 21.41 2.379 0.545 4.365

退课_类别 2 172.37 2.184 0.622 3.511

未退课 293.14 6.454 0.284 2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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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特征向量值分布较平均，未退课学习者的高特

征向量值分布较集中，处于 0.15与 0.18之间，说明

大部分学习资源在后两种学习者学习过程中具有

较高的重要性。但由于类别 2退课学习者与未退

课学习者的特征值分布出现了两级分化的特征，部

分资源的特征值接近于 0，说明存在部分重要性较

低的学习资源。 

2. 基于步长矩阵的行为模式差异比较

行为步长矩阵（behavior steps matrix）用于计算

每步中出现不同学习行为的概率，借此解释学习者

每步操作中倾向于使用的资源。鉴于每类学习者

的平均学习路径长度存在差异，本研究利用可视化

方法呈现行为步长矩阵，用颜色深浅代表行为发生

概率的高低，由此发现三种学习者行为模式（见图 3）。
1）类别 1退课学习者注重课程体验。在完成

约 50步操作行为后，大部分这类退课学习者就结

束了课程学习，且学习过程以加载视频、播放视频、

暂停视频等行为操作为主。类别 1退课学习者的

平均学习路径长度最短，接触的学习资源也较少，

侧重于课程内容体验。例如，在观看课程视频介绍

或少部分课程视频后，“体验型”学习者可能发现

课程内容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或未产生继续学习的

兴趣，就转学其它在线课程。大部分退课学习者属

于此类型（占 85%）。

2）三类学习者存在相似的行为操作模式。他

们都侧重视频操作交互行为，这与在线课程设计本

身有极强的相关性，因为当前在线课程多以视频为

主。同时，讨论区的发帖、回帖、回答学习问题、

检查学习问题正误等操作也出现在学习者学习路

径中，但占比较少。而在视频交互操作行为中，类

别 1退课学习者较多采用“加载视频—播放视

频—暂停视频”的行为模式，类别 2退课学习者与

未退课学习者较多采用“加载视频—播放视频—

暂停视频—回答问题—检查问题答案正误—播放

视频”等连续学习的行为模式。

3）类别 2退课学习者的学习路径缺少社会性

学习行为。虽然类别 2退课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模

式具有较连续性的特征，但最终还是未完成课程内

容的学习（见图 3）。未退课学习者参与发帖、回帖

等社交行为操作较多，类别 2退课学习者的行为操

作多发生于视频交互操作、课程问题回答等可独

立完成的学习情景中，属于“孤立型”学习者。由

此可见，此类学习者一方面缺少主动求助、分享等

行为，另一方面因为较少参与课程讨论，因此获得

同伴或助教的支持也会减少。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引入“学习路径相似度”概念，本研究基

于在线课程学习者的行为数据、利用时间动态规

划算法和谱聚类算法，发现退课学习群体存在“体

验型”与“孤立型”两类学习者。为解释聚类结

果的教育意义，本研究综合考虑上述两类退课学习

群体和未退课学习者，从学习路径平均长度、稳定

度、聚集度、均衡度和重要度五方面比较，发现退

课学习者的学习投入较低，聚集性较高，且存在内

部差异，“孤立型”学习者的学习路径更具小世界

网络特征。整体来看，退课学习者在利用资源和学

习主动性方面与未退课学习者存在较大差异。借

助行为步长矩阵，本研究发现三类学习者存在类似

的视频交互行为，“体验型”学习者存在课程甄选

行为，“孤立型”学习者缺少社会性交互学习行为。 

（一）基于学习路径相似度计算，为理解学习失

败提供新视角

与传统学习失败研究方法不同，本研究依照从

下向上的思路，利用学习过程数据记录，挖掘分析

退课行为的群体特征与模式，为理解学习失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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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类学习者学习路径特征向量中心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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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视角。具言之，传统研究方法大多采用自

我报告或社会调查的方法，是从上向下的设计思路，

少部分行为分析研究利用计数的方式，统计学习过

程中的行为转换关系，未能有效利用过程性的行为

信息。本研究使用动态时间规划算法和谱聚类算

法，不仅考虑学习行为出现的频次和转换概率，同

时利用行为点层面的序列演变信息，计算学习者行

为序列的空间距离关系，构建学习路径相似度矩阵，

并基于子图切分的谱聚类算法，识别不同的学习者

群体。整体来看，本研究所用方法，考虑了学习者

交互过程的整体信息，提升了数据利用效率；还利

用了学习路径的图特征，为解释算法的教育意义打

下了基础。 

（二）辩证理解学习者退课，优化课程建设结构

“体验型”学习者的高占比是导致所谓“高

辍学率”的重要原因。在线课程建设的初心是打

破优质教育资源的壁垒，为学习者提供包容开放的

在线学习环境。退课行为虽然降低了资源的利用

率，却是学习者根据自身学习需求积极选择的结果。

因此，合理利用“体验型”学习者的行为模式，建

立基于学习者静态属性、学习者行为交互数据、课

程属性标签以及课程内容标签等多维度过程数据

的个性化推荐机制，可为后续课程建设提供改进优

化的思路。相应的对策包括：

一是定位潜在学习者。发现课程的潜在受众，

是节省双方时间成本的有效方式。“体验型”学

习者的行为交互序列长度较短，课程选择短暂，难

以有效探知课程本身的学习内容。因此，本研究建

议在历史行为数据的基础上，通过课程标签、内容

标签等形式，建立学习者与课程之间的匹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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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类学习者行为步长矩阵 

刘桐，顾小清. 以学习分析技术理解学习失败——基于在线课程退课行为的视角 OER. 2022，28（3）

· 99 ·



向学习者解释推荐的理由与依据，为学习者推荐相

关的介绍性资源，从而挖掘潜在的课程学习者。

二是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避免信息迷航。当

前部分在线课程成绩与学习者修业学分挂钩，学习

者在非主动选择的情况下，如果难以获取有效的学

习支持，学习体验下降，就会出现“孤立型”学习

者。因此，结合此类学习者学习路径小世界网络的

特征，及早发现信息迷航行为，为学习者及时提供

个性化学习解答与帮助，将有助于学习者尽早摆脱

疑问，引导学习者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三）创新形式，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

结合研究所发现的共性行为模式可以发现，当

前学习者的课程学习以观看视频为主，穿插问题回

答、课程讨论等传统在线学习形式，且不同类别学

习者的行为交互持续度不高。为追寻这一现象的

原因，本研究进一步统计学习者人口信息，发现大

部分学习者处于 26~30岁间，且以本科生和研究生

为主。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在网络环境中成长的

“数字原住民”，这些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更明确，

对学习资源的质量要求更高，且更喜欢主动选择信

息。因此，单纯的视频学习容易带来学习过程的单

调性，难以吸引学习者持续的深度参与。

因此，创新课程形式，是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

突破学习瓶颈的可行路径。首先，课程资源的质量

是基础，本研究建议在提升视频资源清晰度的基础

上，不断改进课程活动的组织排列方式、学习评价

方式，增强学习资源的可用性与易用性。其次，教

师可增设在线学习的反馈渠道，加强与学习者的交

流，例如，可利用视频弹幕的方法，鼓励学习者学习

过程中随时发言，降低学习反馈的门槛与成本，用

创新的交流方式，为后续教学活动提供异步反馈。 

（四）提供支持，建立同伴沟通渠道

综合来看，“孤立型”学习者是潜在的课程完

成者。此类学习者的学习投入较高，但缺少社交性

学习互动，获得的学习支持较少。有学者认为缺少

社会性支持是大部分退课学习者的主要原因（Onah
et al.，2014）。因此，随着课程学习的推进，为学习

者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支持，是提升课程完结率的重

要手段。主要对策如下：

其一，建立有效的人机交互方式。例如，可利

用智能对话机器人，为学习者提供适应性的情感支

持，避免负面学业情绪对学习过程的消极影响，同

时可作为资源推荐的窗口，为学习者提供适应性的

学习资源支持；其二，建立通畅的学习沟通渠道，促

进学习者与讲授者、学习同伴互动，合力建设学习

分享空间，并与学业评价相挂钩，推动学习者主动

开展学习交流，提升同伴交流频率，增加学习互动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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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Learning Failure with Learning Analytics: A

Perspective of Online Course Dropout Behavior

LIU Tong & GU Xiaoq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learning failure is a research hotspot in educ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relies more on self-report and social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which have problems such as
strong subjectivity and are challenging to apply to online learning situa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is
study uses fine-grained learning behavior data,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path similarity", and
uses  time-domain  modeling  to  find  out  different  types  of  dropout  learners;  Moreover, combining  the
learning data from whom did not dropout, according to the graph topology parameters of the learning
path and the probability of behavior occurrence,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learners  at  the  level  of  learning  meaning,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process  of
learning failure,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why learning occur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Among
the learners  who dropped out  of  the  course,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learners: "experiential  type" and
"isolated type"; 2)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graph topology parameters showe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learner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engagement, learning  resource  switching  frequency,
aggregation degree of learning path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world networks an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resources; 3) The  results  of  behavior  occurrence  probability  show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learners  have  common  video  interaction  behaviors, and  "experiential"  learners  have  course  selection
behaviors.  "isolated"  learners  lack  patterns  such  as  social  interaction  behaviors.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analysis  methods,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dropout, innovative curriculum forms, and social learning support.

Key word: learning analysis；learning failure；dropout behavior；learning path；learner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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