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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的新形式：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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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疫情期间，为响应清华大学提出的“延期开学、如期开课”的号召，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推出了“清

华终身学习云课堂”，以云课堂的形式开展在线教学实践。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梳理了云课堂的发展历程与特

点，接着设计了包含三个模块（即前端、中台、后端）和一个平台（即清华终身学习平台）的清华终身学习云

课堂。随后，文章介绍了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应用情况，分析了其满意度和应用效果，总结了其特点和实践

经验，并反思了其不足。最后，文章提出了未来云课堂教学系统“一个中心、三个着力点”的构建思路。作为

继续教育的一种新形式，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设计与实践可为高校继续教育在线教学的组织运行与未来发展

提供参考，并有助于推动继续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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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给在线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教育领域面临一次信息化建设的

“大考”。在这场“大考”中，如何打造继续教育领域在线教育的新形态，成为了继续教育工作

者面临的一大挑战。在线教育是一种通过数字化媒介手段开展教学活动的教育形式，它以计算

机为工具、互联网为支撑，两者缺一不可[1]。而“云课堂”作为在线教学的一种新形态，在实践

中逐渐得以广泛应用。“云课堂”是指通过云计算和直播技术服务的方式，向学习者进行网络同

步或异步教学，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互联网+教育”的一种具象呈现形式。疫情期间，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围绕“云课堂”，深挖其本质特征，积极探索云课堂组织管理体系和教学

体系创新，设计了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应用，不仅促进了学院的数字化

转型，而且推动了在线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深度融合。 

一 云课堂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1 云课堂的发展历程 

梳理相关文献，本研究认为云课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①最初以异步学习的网络

在线课程为主[2]，学习者在线学习提前录制好的课程与资源。②第二阶段主要是同步学习的网络

直播，如依托雨课堂、钉钉、腾讯会议、ZOOM 等工具或平台开展直播教学。③随着“互联网+

教育”时代的变革，云课堂更加侧重智能化，通过对学习数据的采集、分析，反馈于教学，使

教学逐步走向数据化、智能化。 

2 云课堂的特点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教育”的不断深化和直播技术的日渐成熟，云课堂在不同阶段呈

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表现如下： 

（1）云课堂侧重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移动学习 

潘丹[3]认为，云课堂是一种融现代技术手段实现高效教学的新型组织形式，是数字化课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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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体现；钟懿等[4]将云课堂界定为依托网络平台、应用软件、云存储等网络信息通信技术，借

助打包上“云端”的微课程、微作品和微资源，依靠在云平台上进行云连接、云操作和云整合

等手段的云应用，实现以个性化为核心的随时、随地、随需学习。 

（2）云课堂注重开放性和即时性 

孙建文等[5]认为云课堂是在教育云和教育大数据背景下，利用云理念和云技术打造的一种在

线开放课堂；程寿绵[6]将“云课堂”定义为基于互联网，采用云计算技术，融入信息化教学手段

的创新课堂，是基于移动互联环境满足教师和学生课堂教学互动与即时反馈需求的移动教学课

堂；而王鶄等[7]认为“云课堂”是一种面向教育和培训行业的互联网教学服务，它结合了大数据

和云计算技术，实现了实时在线交流互动和教学。 

（3）云课堂强调智能化 

叶鹏松[8]认为，云课堂是“教育对‘互联网+’时代变革的应然反应”，是技术、资源、课

程、时空和学习活动的深度融合，有利于营造多元化、个性化、泛在化、智能化的学习场域。

例如，云课堂可以通过人脸识别与分析技术，时刻监控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并个性化地予以提

醒、督促。这种智能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将教师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从而让教师有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学习者因材施教，是未来教学的一种发展趋势。 

二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设计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海量数据存储和超级计算能力，云课堂实现了线下、线上的同步教学，

不仅突破了传统物理课堂的时空限制，而且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师生互动更加便捷，教与学更

加智能化，并且学习者的学习数据被自动记录、存储于云端，支持学习者在平台上进行终身学

习，因此云课堂可为继续教育的开展提供有力支持。此外，张旭等[9]在《数据中台架构：企业数

据化最佳实践》一书中提出，数据中台是数据化建设的基础和引擎，从数据资源层、数据资产

层、数据应用层到业务价值，数据就像一条完整的供应链，贯穿于各个环节。可见，中台在系

统设计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设计了包含三个模块（即前端、中台、

后端）和一个平台（即清华终身学习平台）的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其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架构 

1 前端：教学体系 

清华终身云课堂的教学体系是由教师、学习者、助教三种角色共同组成的“以学习者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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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学习共同体，强调“让学习真正发生”。其中，教师的角色是知识讲授者、资源提供者、

学习指导者和促进者；学习者是学习、探究的主体，要以学习者为中心；助教为学习者的整个

学习过程提供导学、助学、督学、促学的学习支持服务。结合教师、学习者、助教三种角色在

教与学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本研究设计了包含课前预学、课中学习、课后延学三个环节的清华

终身学习云课堂教学体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教学体系 

①课前预学。在课前预学环节，助教向学习者推送教学资源并发布学习任务，学习者通过

加入学习社群、参与小组讨论、在线预习、课前测试等方式反馈学习需求和学习痛点。后台的

智能化数据分析可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习者，完善教学方案，并有针对性地提供课前学习资

源，以保障教学成效。 

②课中学习。在课中学习环节，借助云平台开放实时互动教学，融入弹幕、投票、答题、

提问、投稿、分组讨论等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的互动，学习者可以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

激励与反馈，并且学习者的参与感和互动积极性也会得以提升。在此过程中，助教作为组织学

习与纪律的维持者角色参与其中。 

③课后延学。课后延学环节以内化迁移、工学结合、应用创新为主，融入“团队学习”、“行

动学习”等方法开展各类云共享、云共创、云共智等社会化学习活动。在助教的组织引导下，

学习者基于个性化主题，进行合作探究和交流分享，且整个过程由教师跟进指导和点评反馈，

最终完成知识和社会人际网络的双重建构。 

2 中台：赋能模块 

中台模块主要包括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其中，数据中台负责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学习数

据的挖掘、计算和分析，通过大数据的集成与分析，了解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学习行为，以向

学习者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并便于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从而让学习者取得更好的

学习效果。和数据中台不同，业务中台主要负责学习项目的研发策划、方案复用、迭代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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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端：支持服务 

后端主要提供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运行所需的资源服务、技术服务和运营服务：①建有学

习资源库，可向师生提供音视频资源、试题资源、教学案例、教学素材等；②配有专门的技术

服务和运营服务，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提供优质服务和支持保障。 

4 清华终身学习平台 

“清华终身学习平台”作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信息化平台的一部分，为清华终身学习

云课堂提供运行的平台基础，所有的教学行为和管理行为都在平台上发生，相关学习数据和信

息沉淀到平台，由数据中台加工分析后，为整个系统提供数据支持服务，最终实现管理与数据、

教学与数据的融合。与此同时，资源、技术、运营等服务贯穿始终，为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

学习提供必备的课程资源、工具与技术支持、网络安全保障等。 

三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应用分析 

1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应用情况 

2020 年 2 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下文简称“学院”）快速响应学校提出的“延期开学、

如期开课”的要求，推出“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截止到 2020 年 8 月，学院在近半年的时间

里通过清华终身学习开展在线教学 1000 多门次，共近 6000 个学时，参与学习者人数超百万人

次。为保障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顺利实施，学院主要开展了三方面工作：①在教学平台建设

方面，将学堂云 3.0 平台迭代优化至学堂云 4.0 SPOC 平台——这是一个嵌套雨课堂智慧教学工

具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学习平台；②组织开展教职工雨课堂应用技能培训、线上学习项目设计

训练营等学习项目，为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组织实施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保障；③梳理、

建设了一批包含微课、专题课程的在线课程资源，共计 300 余门、近 800 学时，主要用于清华

终身学习云课堂的先修课学习和课后延续性学习、扩展性学习等，为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系

统运行提供了课程资源保障。 

2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满意度和教学效果分析 

自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推行以来，为了准确把握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情况、了解学习者对在

线学习的接受度及其学习效果，以持续提升在线教学的质量，学院于 2020 年 4 月组织开展了问

卷调查。问卷通过清华终身学习在线平台、学员班级微信群等渠道面向参与清华终身学习云课

堂的学员发布，共回收有效问卷 5821 份。调查对象来自全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和海外地区，学

员年龄以 30～40 岁、41～50 岁为主（分别占 35.96%、38.92%），另有 12.25%为 30 岁以下的学

员、12.87%为 50 岁以上的学员。本研究采用 SPSS 22.0 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①满意度分析。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员对于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满意度较高：89.5%的

学员认可“云课堂”的教学形式，表示愿意参加在线学习；10.5%的学员表示不太愿意甚至完全

拒绝参加在线学习——这些不愿意参加的学员，年龄大多为 40 岁以上。而针对在线学习时长的

调查结果显示，学员对于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接受度有所上升：疫情期间，每周在线学习时

间超过 6 小时的学员占比 31.11%，学习 3～6 个小时的学员占比 33.62%——与疫情之前相比，

学习时间在 3 小时以内的学员占比降低了近 12%，而学习 3～6 小时、6 小时及以上的学员占比

分别增长了 4.3%、8.23%，说明学员已逐渐习惯了在线学习的形式。 

②教学效果分析。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和线下面授相比，7.15%的学员认为清华终身学习云

课堂的教学效果有明显提升，17.45%认为略与提升，41.14%认为基本不变，原因主要在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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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可以反复观看、授课形式更加灵活、学习时间弹性自由；25.22%的学员认为略有下降，仅

有 9.04%的学员认为明显下降。 

四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反思 

1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特点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一直以来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为了给学习者提供更加良好的学

习体验、让学习者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学院推出的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

①技术性和人文性在云课堂中得到更好地融合。在语音识别、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持下，云课堂

于“无声无形”之中为不同时空下的师生交流提供了更好的临场感，实现了教与学的全面交互。

②更具智能性。云课堂通过数据采集与大数据分析，可自动向学习者智能推送学习内容和资料，

有助于实现个性化学习和精准测评。③更具开放性和便捷性。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任意终

端进行在线课程资源的储存与共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泛在学习。 

2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实践经验 

通过半年多来的实践，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主要积累了以下经验：①云课堂不是单纯的网

络直播教学，而是基于全面数字化转型的一套“组合拳”，即以技术为支点驱动业务、管理和商

业模式的深度变革，围绕学习价值链系统规划和设计云课堂的数据、资源、平台、服务等，全

力打造云课堂的管理和教学新生态。②将交互全面融入云课堂教学体系，围绕“以学习者为中

心”，在课前预学、课中学习、课后延学三个阶段将教师、学习者、助教三类角色进行有机融合，

打造一个密切交互协作的学习共同体。 

3 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不足 

在实践过程中，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也存在一些不足：①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AR/VR

技术等在云课堂的应用仍有很大的空间。②教学信息化支撑力度不足。云课堂对学习者在学习

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数据所进行的收集、处理、分析、应用等尚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清晰的学习

数据顶层规划和有效数据的积累，无法为学习者提供精准、实时、智能的学习服务，导致云课

堂智能化程度还不够，如还无法做到针对每位学习者的学习水平和学习特点因材施教。③在线

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相较于线下面授，云课堂在线学习支持服务从单一走向多元，虽

不局限于传统的班务管理、教务管理和后勤服务，但其管理更复杂、服务要求更高，需要有专

业的在线学习支持服务人员提供服务，而目前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五 未来云课堂教学系统的构建思路 

疫情期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推出“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拉开了学院数字化转型的

序幕。云课堂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形式，对于突出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有重要意义。为打造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且集教学支持、学习支持、服务支

持于一体的教学系统，学院基于对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实践的反思和“数字化转型”的要求，

提出了未来云课堂教学系统“一个中心、三个着力点”的构建思路。 

1 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是指“以学习者为中心”，可作为云课堂教学系统构建的核心价值取向。教育

是培养人的活动，任何时候教育都不能脱离这个本质。“以学习者为中心”，意味着要充分尊重



Vol.31 No.1 2021                                                                         

88 

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发挥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资源、技术、平台要服务于学习者

的学习，提高学习者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社群化学习的能力，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 

2 三个着力点 

①应着力加强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如前文所述，在实践过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AR/VR 技术等在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应用仍有很大的空间。而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可

为学习者提供更便捷、更友好的学习体验和更多的学习选择。未来，云课堂可应用 AI 技术，

实现人工智能教师与人类教师的协作；可采集数据和描绘学习者特征，协助教师开展个性化教

学和辅导；可基于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情感计算等多种技术，

让人工智能扮演智能导师、学习伙伴等角色[10]，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状态分析、精准化测评与个

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等[11]。可以说，技术的创新应用是云课堂不断发展、演进的动力源泉。 

②应着力加强学习支持服务[12]。如前文所述，在实践过程中，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的教学

信息化支撑力度不足，且在线学习支持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因此，构建完善的在线学习支持

服务体系，建设一支专业的在线教学师资队伍，以保障在线教学的顺利开展，是云课堂教学系

统构建的重中之重。具体来说，学习支持服务不仅包括学习资源服务、平台和教学管理服务、

技术支持服务、社群和班级团队管理服务，还包括对学习者心理和情感等方面的支持服务等。

例如，可通过创建学习社群、打造在线学习共同体，提高学习者的归属感；可组织各类研讨交

流活动，引导和促进学习者知识的转化与分享。通过学习支持服务持续关注和全面支持学习者

的学习，将有利于丰富云课堂的学习体验，并有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满意度。 

③应着力加强教与学的交互。交互是知识建构、意义协商的前提条件，是学习发生的关键

因素。交互分为学习者与教师的交互、学习者与学习者的交互、学习者自我交互三类[13]。学习

者可利用“云课堂”学习平台加强自我交互（如阅读预学材料、使用学习指南、进行在线学习、

完成学习任务等），也可加强师生交互（如展示与点评、分享与反馈等）。而学习者与学习者之

间的交互有赖于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可通过专题小组或学习社群的形式，开展主题研讨交流、

协作探究、分享展示、同伴互评等。 

突发的疫情为在线教育的创新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但教育的根本性问题依然没变，

即如何借助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质量，从而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疫情期间，清华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推出“清华终身学习云课堂”，以云课堂的形式开展在线教学实践，促进了在

线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深度融合，并通过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双管齐下，推动了学院的数字化转

型：在教学体系上，突出强调智能化和教学交互，将“人—机”协作融入云课堂的全过程，用

智能技术和大数据赋能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管理体系上，通过资源、管理和服务的全面数

字化，为云课堂的组织实施提供支持和保障，倾力打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在线教育新业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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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Form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Tsinghua Lifelong Learning Clou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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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epidemic,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delaying the start of school and starting classes as scheduled” 

put forwar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launched the 

“Tsinghua Lifelong Learning Cloud Classroom” to carry out online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form of a cloud class. Under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firstly sorted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loud classroom, and then 

designed the Tsinghua Lifelong Learning Cloud Classroom which included three modules (front-end, middle-platform 

and back-end) and one platform (Tsinghua Lifelong Learning Platform). Then,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Tsinghua Lifelong Learning Cloud Classroom, analyzed its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application effect, 

summarize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reflected on its shortcomings. Finally, 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one center, three focal points” in the future cloud classroom teaching system was put forward. As a new form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Tsinghua Lifelong Learning Cloud Classroom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rganization, oper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online teaching of univers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help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Keywords: online teach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cloud classroo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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