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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POC 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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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和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被视为在线教育的新趋势。 针对传

统教育中创新能力培养面临的挑战，该文建构了基于 SPOC 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融入“基于 SPOC 的混合学习，‘学训用’

一体的创新能力培养路径，注重教师的引领作用，加强在线学习社群深度互动营造创新氛围，优化及时评价反馈机制策略”。

该模式在某国内 500 强公司的员工创新能力培养中得到应用，并对其效果开展准实验研究，发现融合基于 SPOC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的企业 MOOC，能提高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激发员工的创造性思维，形成问题解决的创造性策略。 该模式和策

略的构建，能为混合学习环境下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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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提

出，要“注重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培

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 [1]传统人才培养中

在创新能力方面存在以下挑战： 当前教育在创新实

践过程中存在师生分离问题， 学习者遇到问题无法

得到及时指导；学校教育人才培养中采用的“班级批

量生产”和“满堂灌”的课堂教学方式，侧重于知识教

授与技能训练， 在因材施教和学习者个性化发展方

面存在不足……MOOC 和 SPOC 被视为在线教育的

新趋势。
因此，如何基于 SPOC 有效促进学习者创新能力

培养，符合《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的政策导向和

社会发展需求。本研究针对企业员工创新能力培养面

临的问题， 构建基于 SPOC 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并

对其效果开展实证研究。

二、文献述评

（一）MOOC 和 SPOC 促进员工创新能力的研究

现状

SPOC, 即 小 规 模 专 有 在 线 课 程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Fox 教授最

早提出，“small”（相较于 MOOC 的“massive”）强调学生

规模一般在几十人到几百人， 而 “private”（相较于

MOOC 的“open”）强调对参与学习者设置准入条件 [2]。
因此，SPOC 发源自 MOOC，是“基于混合学习理论”把

MOOC 本地化的一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教学

模式。 同时，SPOC 充分发挥 MOOC 的优势，即在教学

过程中将授课视频、即时练习、互动论坛活动和考试

测验等要素相互交织融合（胡钦太，林晓凡, 2014）[3]，
以提升学习效果。 学界对“创新能力”已有多种定义，
艾曼贝尔（1983）[4]认为创造力由领域技能、创造技能

与工作动机三者构成。 钟秉林等（2009）[5]认为创新型

46



2015 年第 10 期（总第 270 期）

人才应当具备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新能

力并能够产出创新成果。 本研究界定的创新能力包含

创新学习与革新能力、 批判性思考与问题解决能力、
创造性交流与协作能力等三方面的能力。

国内外同类研究主要是集中于高校教学应用领

域，2015 年开始有研究者探讨 MOOC 在企业中开展的

SPOC 培训运营模式。在高校教学应用方面，（1）针对前

文提到的在线教育师生分离的问题，康叶钦（2014）[6]在

剖析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等 SPOC 混合式教学实验后， 提出 SPOC 在高校教学

中能发挥 MOOC 的优势，弥补 MOOC 在学生学习监控

方面的不足。 Root（2014）[7]提出 MOOC 组建群组的论

坛讨论，利于提高学习者对课程内容的内化与整合，增

强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使学生“线上讨论”更激烈，产生

更高的效率和效果。 清华大学从 2014 年开始依托 “学

堂在线”平台和线上课程，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SPOC 混合教学，并专门安排教室场地，采用以便于教

师解决学习者在线学习遇到的问题， 以及便于学生分

组和自由讨论[8]。 2015 年 5 月 7 日，清华大学正式启动

中国首个混合式教育硕士学位项目，预计招生 50 人左

右，在 2016 年开始该项目的研究生培育。（2）在人才培

养的个性化和因材施教方面，胡钦太和林晓凡（2015）[9]

构建了面向服务的 MOOC 教学模型, 为学习者提供有

效的个性化学习服务， 实现服务创新。 同时，Kulkarni
等（2013）[10]运用实验研究法，验证了在线课程采用混

合式的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有利于提高在线课程成

绩和增强自我效能感。 （3） 企业从 2013 年开始重视

MOOC 在企业混合式培训中的应用。 吴峰（2015）[11]通

过 调 研 我 国 两 个 代 表 性 企 业 MOOC 后 指 出， 企 业

MOOC 在 目 前 的 运 营 模 式 是 SPOC, 并 强 调 企 业

MOOC 相 对 高 校 MOOC 更 注 重 知 识 创 造 。 廖 肇 弘

（2013）[12]发现，Yahoo 雅虎公司、SAP 公司和华为公司

的企业 MOOC 平台等已开始混合式教学， 资助和鼓

励员工通过学习 MOOC 课程取得学习证书。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研究从内容视角看，国内针

对 SPOC 仍侧重于 SPOC 特征、 内涵和教学方式等研

究， 尚缺乏专门针对 SPOC 混合式学习环境下促进学

习者创新能力的研究。在研究路径层面，缺少对所构建

的策略和模式作用于创新能力培养进行实证分析和研

究。 同时， 当前高校和企业应用中的 SPOC 混合式教

学，仍然是基于行为主义理论，对混合式教学理解不深

入， 侧重于知识传播与复制， 在知识的创新与能力培

养、及时指导创新实践、因材施教方面仍存在不足。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详见表 1），本研究以混合

学习理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终身学习等理论为指

导，构建基于 SPOC 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见图 1），以

提高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和创新能力。 并从研究路径上

对基于 SPOC 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效果进行实证研

究，验证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表 1 当前 SPOC 混合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三、SPOC 环境下学习者创新

能力培养的策略构建

（一）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翻转课堂”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

传统教育的课前和课后存在师生分离状况，学习

者遇到问题无法及时指导。 本研究提出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翻转课堂”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不断

提高课堂教学效能，解决学习者得不到及时支援和指

导的问题。 学习者在课前结合 MOOC 平台先完成自

主学习，在面授教育中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疑难问题研

讨、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有助于教师和学习

者积聚精力解决创新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教师可以帮

助学习者从多视角认识和分析问题，促使学习者结合

主动和自主学习解决问题，掌握协助与探究学习的方

法，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教师和培训

师要从理论的高度认识 SPOC 教育和培训带来的创

新作用，投入更多的精力应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

SPOC 混合式教学在创新

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采取的解决策略

学习者在创新实践过程中遇

到问题时无法得到及时支援

和解决，影响所学知识技能在

工作实践中的迁移运用

①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小

规模专有在线课程”SPOC 教 学

模式，培养创新能力

②构建融“学训用”于一体的创新

能力培养路径

当前主要是基于行为主义学

习理论， 侧重知识传播与复

制，在知识的创新与共享方面

存在不足

③发挥教师、助教及学习社群领

袖在不同层面的引领作用，以联

通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运用新

技术与社交媒体进行知识创新

与共享，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

所采用的在线学习存在师生分

离的现象， 缺乏师生面对面交

流与情感互动， 学习者感受不

到活跃的学习气氛和真实有效

的互动，从而产生学习孤独感

④组建在线学习社群，促进学生

“线上讨论”， 产生更高的效率和

效果，营造创新实践氛围

“创新能力培养”和“情感、态

度塑造”难以通过单纯的在线

或面对面知识传授过程实现

⑤优化 MOOC 的评价与激励机

制，引导员工创新能力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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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教学方式，注重课程的设计和活动设计。 通过各

类线上活动（如自主学习、同伴互评、在线实时或异步

讨论等）和线下活动（如室内展示汇报、户外问题实地

调研、任务现场实践等）的相互补充和促进，积极引导

学习者进行创新能力培养。
（二）构建融“学训用”于一体的创新能力培养路径

传统的课堂教学要求学习者亲临培训现场，学习

者在培训中获得知识和技能，但实践过程中往往需要

学习者将所学知识结合情境迁移立即应用。 因此，本

研究从学习情境入手，结合 SPOC 制作过程，创建一

个融“学训用”于一体的系统化创新能力培养与实践

体系。 （1）“学”。 采用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形式，
致力于创新能力培养。 学习时间和地点的自主选择

权，使学习者在网络学习中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和发散

思维，以便在面授培训中发生思想碰撞，产生更多新

看法。 （2）“训”。 采用情境化的 SPOC 培养创新应用能

力。 讲师团队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寓于有意义的问题

情境中，学习者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有助于创新

应用能力的培养。 （3）“用”。 通过 SPOC 跟进和反馈学

习者的创新实践过程。 在工作中，基于 SPOC 讲师或

专家及时给予专业点评和指导，跟进学习和训练的效

果， 这种学习模式更加符合成人学习的特点及需求，
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立竿见影的学习效

果有助于保持学习者的持续学习兴趣，避免了传统培

训的冗长性与说教性。
（三）强调教师团队的引导作用，促进创新能力培

养

传统的标准化教育侧重于知识传播与复制，在知

识 的 创 新 与 共 享 方 面 存 在 不 足。 本 研 究 采 用 基 于

SPOC 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着重强调教师

的引导作用，倡导知识的创新和生成，促进学习者创

新能力的培养。 教师团队提前把视频材料发放到在线

平台上作为学习任务布置给学习者，学习者边学习边

实践，形成自己的观点和问题，在面授课上提问或者

私下请教教师，与教师一起探讨任务上或者实践中遇

到的问题。 教师可以根据学习者的课堂表现，了解其

知识的掌握程度，并根据这些情况以及学习者的学习

需求等调整学习进度、节奏和评分系统。 这种方式减

少了教师从事重复性活动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集中精

力从事具有较高价值的活动， 例如和学习者共同探

讨、 深入研究那些材料或者更好的问题解决办法等。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引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重点

是如何启发、开拓和训练学习者的创新能力。 课前，教

师是课程的设计者和资源共享者，根据学生需求及时

设计、整合并提供各种资源，发放到平台上共享，以帮

助学习者顺利完成课前的学习。 课堂面对面和课后学

习中，教师从主讲者转变为指导者和促进者，随时为

学习者提供指导，并组织学习者的分组讨论，和学习

者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

图 1 基于 SPOC 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图

（四）通过组建在线协作社群加强互动交流，营造

创新氛围

学习者在线学习过程中存在师生分离情况下互

动不足的弊端，他们可能因此感受不到活跃的学习气

氛，可能无法实现真实有效的互动，难以满足学习者

交流与协作的需求。 在互联网时代，学习者创新能力

的培养应该强调交互的密度和深度，通过设计多元的

交互体验方式，营造学习者的积极交流与协作的创新

氛围。 本研究提出 SPOC 交互体验的设计策略如下：
结合学习者的讨论习惯、意愿及其异质性，组建网络

学习社群。 同伴间可以在论坛上就创新实践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 同时，通过提问答疑、闯关竞

赛、评价反思等活动，让学习者在创新实践中及时沟

通、高效合作，提高其创造性交流与协作能力。 而教师

团队通过论坛讨论及时了解学习者在创新实践中遇

到的普遍性问题，并在 SPOC 课程主页以文字或视频

的方式予以回应[13]。 通过充分发挥 SPOC 环境下在线

学习社群和教师跟踪指导的优势，给学习者提供及时

的批判和反馈， 可以避免独自学习遇到阻碍而停滞，
保证学习者持续创新学习。

（五）通过优化评价与反馈机制，追踪引导创新能

力培养过程

1. 以形成性评价为主，追踪创新能力培养过程

在传统的一对多课程教学中， 评价与知识技能培

训不同步进行，一般以最终考核作为评价方式，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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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遇到问题无法及时解决，降低了学习积极性。
SPOC 结合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以及评价总体的

多样化，包括教师团队的反馈、同伴互评和机器评价，
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进行跟踪与反馈。 学习者完成平

台上的交互式练习，通过 SPOC 的自动评分功能，能获

得即时的评分。 教师团队就学习者在讨论区等提出的

问题及小测试中反映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 帮助学习

者进行创造性思考和实践。课程结束后，教师团队对整

个过程进行综合性评估，对考核优秀者颁发结业证书。
2. 基于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评估创新能力培养

情况

引入学习分析技术， 开发配套培训过程跟踪系

统，全面跟踪和掌握学习者的特点、学习行为、学习过

程[14]。 通过学习分析技术，对学习者实践过程中的问

题、作业测验及交流互动进行分析，进而可视化呈现

评价结果， 随时掌握和预测学习者学习的最新动态，
并及时调整 SPOC 在线课程，为学习者定制个性化学

习建议、作业及测验，提高学习者学习效率和质量。 基

于大数据分析技术，还可以收集数据和评估学习者对

学习过程的满意程度和建议，更好地促进 SPOC 环境

下学习者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研究案例与实证分析

本研究就某国内 500 强公司运用基于 SPOC 混

合教学模式开展员工创新能力培养进行分析。 为探究

SPOC 环境下企业员工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的 应 用 效

果，本研究从学习成绩和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开展了

准实验研究。 提出的研究假设为：运用基于 SPOC 创

新能力培养模式和策略的员工，比没有运用该模式和

策略的员工取得较好的学习绩效，并有更高的创新自

我效能感。
（一）课程情况

本次采用的 MOOC 课程是 “客户沟通技巧”，植

根经典咨询销售理论，梳理出一套拜访客户的标准流

程。 本研究设计的 SPOC 模式和策略为员工提供了实

践依据，促使他们在实际应用中想出创造性的问题解

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新问题。 而且，本研究

改编的创新自我效能感问卷能针对性 地 评 价 SPOC
环境下企业员工的创新能力。 参加学习的员工共有

92 人，其中实验组和控制组各 46 人。
（二）实验流程

本研究对控制组没有运用基于 SPOC 的创新能

力培养模式和策略，讲师将上课课件、情境案例、作业

素 材 等 数 字 化 资 源 上 传 到 企 业 MOOC 在 线 课 程 平

台。 学完内容后，员工将被分配到不同学习小组中，协

作完成小组课程作业， 员工可以依托 MOOC 平台或

面对面开展教学活动。
而在教学设计中， 本研究为实验组设计了更多

SPOC 混合学习环境下的教学活动，利用企业 MOOC 平

台，讲师构建一个课程在线学习共同体，并将在线学习

互动活动与面对面的课堂活动结合起来。 每次上课前，
将与课堂活动相关的阅读材料上传至 MOOC 平台，并

根据课堂活动的需要对员工进行分组，组织在线讨论和

小组协作学习。 课后，员工需按要求把作业上传到讲师

设定的讨论区中，员工之间相互评价。 讲师在 MOOC 平

台中组织在线学习活动（如同伴互评、在线作品展示与

投票选优等），从而激发员工协作学习的热情。
课程结束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均采用员工能否解

决新的工作问题作为创新能力测试题，设计了“如何

更好地与客户沟通协作”情境，以测试员工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来创新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最终汇

报成绩。
（三）测量工具

1. 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是指员工在 SPOC 混合学习过程中所

有成绩的总和，包含平时成绩、作业成绩和最终汇报

成绩。 课程期间，作业设置员工互评，由系统自动分发

作业。 课程结束后，员工针对实际问题情景进行汇报，
所得成绩为最终汇报成绩，并且完成学习反馈，为平

台及课程提出宝贵意见。 课程总学分达到 80 分以上

者将获得由该企业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
2. 创新自我效能感的问卷

创新自我效能感反映员工个体如何看待自己创造

创新产品的能力。 为评价员工在 SPOC 混合学习过程

中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本研究采用 Hung 等（2008）[15]设

计的创新自我效能感问卷， 包含产品创造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in the Produced Product）、创造性思考方

法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in Creative Thinking and
Strategy)以及回应同行反馈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in the Individual’s Reactions upon Receiving Significant
Feedback）等三个维度，分别对应本研究提出的创新学

习与革新能力、批判性思考与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交

流与协作能力等三方面的能力。 为了更符合 SPOC 环

境的培训方式， 本研究在该问卷基础上修订了创新自

我效能感问卷， 以更科学地测量员工在 SPOC 混合学

习活动中的创新自我效能感。 问卷不仅测量企业员工

的产品创造自我效能感， 还测量员工对于形成创新观

点和策略的信心。 采用了李克特 5 级量表的形式：5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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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 维度 目的 问题样例

创新学习

与革新能力

产品创造

自我效能感

了解 学 习 者 对 他 们 所 创

造的产品的看法

当与他人比较时，我相信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特别的。

我觉得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普通，没什么特别。 （反向）

批判性思考

与问题解决能力

创造性思考方法

自我效能感

了解 学 习 者 对 创 造 性 思

考方法的看法

接到任务时，我相信自己能想出创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

接到任务时，我觉得自己不能想出创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 （反向）

创造性交流

与协作能力

回应同行反馈

自我效能感

了解 学 习 者 对 同 行 潜 在

的负面反馈的反应

即使同行不欣赏我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也坚持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的同伴批评我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将放弃自己的想法。 （反向）

表 2 创新自我效能感问卷的目的和样题

表“非常同意”和 1 代表“非常不同意”。 每一个维度所

有问题分数的平均值代表了员工在这个维度上的自我

效能感。员工在 SPOC 开课前和开课后填写该问卷。表

2 呈现了本研究问卷的维度、测量目的和问题样例。
（四）结果分析

1. 模式和策略对员工学习成绩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实验组和控制

组学习成绩的差异。 结果显示，实验组员工想出更多

问题解决方法的元素，包括情境分析、行动以及事件

结果等。 数据分析发现 T 值为 3.39，P 值为 0.02，小于

0.05，说明实验组的学习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这表

示两组员工用不同方式建构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实

验组员工试图产生更多的想法去解决问题。
2. 策略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分析员工在 SPOC 混合学习环境下解

决问题时的自我效能感来揭示创新能力培养策略的影

响 。 在 实 验 中 ， 本 研 究 采 用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s 缩写， 用于检测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样本平均

数的差异显著性） 来分析提出的策略对员工创新自我

效能感的作用， 两个变量分别是有无提供创新培养策

略和不同的测量时间 （即前测和后测）。 经过 ANOVA
分析， 产品创造自我效能感的测量结果是 F (1，51)为
1.31，p 为 0.29， 回应同行反馈自我效能感的结果是 F
(1，51)为 1.91，p 为 0.18，说明两组的结果不受组间和测

量时间的影响。 然而，创造性思考方法自我效能感的测

量结果是 F(1， 51)为 5.87，p 为 0.02，小于 0.05，从中可

以看出实验组的创造性思考方法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

控制组。 也就是说，创新能力培养策略会激发员工寻找

创新方法解决问题，进而影响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进一步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来深入了解

实验组和控制组员工在 MOOC 学习中问题解决活动

前后的变化。 在开展问题解决活动前，根据创造性思

考 方 法 自 我 效 能 感 维 度 的 ANOVA 分 析 结 果 （t 为

0.77，p=0.44），可知两个小组具有同等起始水平。活动

结束后，实验组创造性思考方法自我效能感维度的平

均值为 8.88，标准差为 0.71，与控制组的平均值 9.81，

标准差 0.74 相比， 实验组的创造性思考方法自我效

能感得到显著提高。 由此说明，基于问题解决的创新

能力培养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

感，同时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与控制组相比，
实验组不仅在问题解决方法方面做得更好，同时在创

造性思考方法方面也略胜一筹。

五、讨 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发现， 融合企业员工创新能力培

养模式和策略的 SPOC 能够提高员工的创造性思考与

方法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提高其创新能力。文献分析发

现， 本研究的发现与先前研究的结论在某些方面具有

一致性。 Tierney 和 Farmer（2002）[16]以及 Choi（2004）[17]

指出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创新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 Liu
等（2011）[18]发现，当给学习者提供方法脚手架元素的

例子的提示，比起没有获得脚手架提示的学习者，能够

发现更多问题的解决方法。 顾远东和彭纪生（2011）[19]

提出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的创新行为呈正相关，正

向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能加强员工的行为动机， 促使产

生创新构想。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员工由于被提供了

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从而获得了与问题解决方法相关

的知识以及解决策略，相比控制组员工，他们更能理解

问题解决方法的限制性，想出更多问题解决方法，创新

自我效能感也更强，同时创新能力获得提高。
分析结果显示，使用本研究的策略的员工，其创

造性思考方法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未使用的员工，而

其他两个维度的作用却不明显。 这说明目前相对于创

新学习与革新能力和创造性交流与协作能力，企业更

注重员工的批判性思考与问题解决能力。 本研究认为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从国内文化环境来看，无论学

校还是企业都注重对创新思维的培养，缺乏产品创造

和创造性交流与协作能力的培养；其次，企业较注重

绩效，而对员工创新学习与革新以及交流和协作过程

缺乏足够的耐心。 策略和方法的创新固然重要，但企

业还应重视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培养员工的创新能力，
并激发员工积极讨论互动， 营造企业良好的创新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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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学训用”一体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需要多轮的循

环和提升。 因此本研究提出，要进一步提升国内企业

员工的创新能力，未来应更重视创新学习能力和创造

性交流与协作能力的培养。

六、总 结

综上所述， 本研究通过准实验研究验证了基于

SPOC 混合学习环境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和策略：①
基于 SPOC 的混合学习，②“学训用”一体的创新能力

培养路径，③注重教师的引领作用，④加强在线学习

社群深度互动营造创新氛围，⑤优化及时评价反馈机

制。 结果证明，该模式和策略体系能够帮助员工提高

创造性活动的质量，且在员工创新学习与实践的早期

阶段，这些策略增强了他们的创新自我效能感，使他

们能够想出创新的问题解决方法。本研究采用实验研

究证明，该模式和策略通过创新企业员工问题解决方

法，从而影响他们的创新能力。本研究还根据 Hung 等

(2008)的创新自我效能感量表，设计了专门针对 SPOC
混合学习环境下的创新自我效能感量表，保证实验数

据更具科学性，有利于未来研究的深入开展。 但是本

研究的调查范围比较小，缺乏大规模的样本为将来的

研究提供足够的依据。 同时，本研究的主体对象仅限

于成人员工，未来研究还需探索创新能力培养策略对

不同年龄阶段学习者的创新过程的影响，使之更有应

用推广价值。 总之，研究员工群体的创造性活动是非

常有价值的。 通过深入研究获得的信息，可以帮助他

们更详细地理解创新能力培养策略，同时有利于管理

者设计创造性活动来提高员工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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