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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network education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stan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such as admiring classes, online schools and online lear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twork psychology education mode and traditional psychology education mode 

lies not only in whether to use network environment 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content, methods, means, relations, which represents the 

innovativ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educators must also understand, familiarize themselves, and adapt to this new educational model,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existing or future network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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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在慕课、网校、在线学习的

远程教育发展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网络教育环境之中是必然趋势。网络心理学教育

模式与传统心理学教育模式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运用网络环境或者信息技术，更是对教育

内容、方式、手段、关系的全面革新，这代表着高校心理学教育发展的创新方向，心理教育

工作者也必须要去了解、熟悉、适应这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以此应对当前高校已有的或者未

来将有的网络心理教育环境。 

1．引言 

信息时代与网络背景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新的学习与生活空间，网络成为学生的必需品和

惯用品，也成为教育实施的平台与环境。心理健康教育若通过网络平台或者网络技术途径来

开展，能够发挥出有别于传统教学方式的多种优势，但也会在实践中遇到一定的问题。开展

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拓展了高校心理教育的实施范畴，利用更为学生接受也更符合时代发展趋

势的方法与技术去提高心理教育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是在远程教育广泛开展背景下心理

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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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诞生，就有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基于互联网环境的人类心理学行为，

最早的“互联网心理学”（Cyberpsychology或Internet psychology）概念被于20世纪80年代被

提出，Wallace（1983）的《互联网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ternet），可谓是互联网心

理学的开山之作。Wallace提出了一些关于互联网心理学的基础概念，Wallace的研究主要针对

人在面对与使用计算机所产生心理与行为观察。Sherry Turkle（1997）的《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是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心理学领域中的一部力作，阐释了已

经日益侵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屏幕与网络，是如何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的，从此虚拟环境下的

心理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Computers and Edu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等杂志中，

刊登了大量和互联网心理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本项研究基础除了互联网心理学之外，还与互

联网教育学直接相关。互联网教育一般也称远程教育或者在线教育，主要指通过网络环境与

技术来进行教习互动的模式。早期学者关注互联网教育的基本概念、学习方法以及教学模式

设计，到了21世纪远程教育被推广之后，技术手段、管理方法以及教育效果评估等被赋予了

更多的关注。其中Otto Peters的“远程教育工业化理论”、Michael Moore的“互动距离与自

主学习理论”、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的“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Antyony W. Bates的“双

向交流理论”、Holmberg的“远程教育的整体论”，Desmond Keegan的“教与学活动重新整

合等理论”，约翰·丹尼尔的“铁三角”、“五边形”模型等都是网络教育的基础学说。 

2.2  国内研究现状 

对构建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模式的研究，几乎都集中于2010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随

着高校互联网教育的日益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的网络平台建设成为研究热点。黄小梅（2011）

针对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需求，认为发展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应

当依据高校现有的资源，整合起网络心理教育和服务平台，帮助大学生建设积极健康的心理。

孙喜英（2015）认为网络已经深入到在校大学生的生活之中，心理健康引导也可以通过网络

的方式，在多元、开放、保密的模式下，积极建设学生的健康心理。俞亚萍（2016）提出基

于互联网的心理教育模式必须重视自主发展、平等交互、积极育人、系统整合等理念，需要

创新机制和方法、建设团队，依靠合力来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田硕等（2016）在对高校心

理教育困境及问题的分析下，提出符合高校素质教育的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以此提高心

理教育的有效性。吴丽玫（2017）认为互联网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搭建线上平台，更为重要

的是要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以双规并行的方式去保证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 

3.  目前我国高校网络课程建设现状分析 

3.1  高校网络课程建设的优点 

（1）教学内容呈现形式的多样性。传统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的呈现上比较单一，主要拘泥

于静态的文本、图片、PPT等讲稿，而网络课程是将教学信息以图形、图像、声音、动画、

视频等多种媒体综合运用，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便于学生主动接受，从而能收到更好的

教学效果。 

（2）网络课程的开放性、交互性。课程的开放性、交互性是网络课程最大的特点之一。课

程内容的学习具有人机交互的特性，这样的一种交互可以克服空间、时间上的限制，而且对

于被教育者年龄、身份等各方面都是没有任何约束性的。 

（3）优秀教育资源的共享性。在传统教育中，各地的教学条件、教学资源等情况千差万别，

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严重影响着当地的教育质量，制约着当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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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网络课程的一大优势就是把优秀的教育资源传播到网络可以到达的任何地区，最终提

高全国整体的教育水平。 

3.2  高校网络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1）注重内容呈现，忽视教学设计。网络教学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时空上是分离的，被

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是认知的主体，具有主动选择的特性。网络教学跟普通的教学模式一样，

也要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要想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光有呈现形式多样的教学内容是远远

不够的，关键是要使被教育者的学习活动持续下去才能达到教学的目标。因此，根据被教育

者网络学习的特点而进行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整体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2）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单一。现在部分网络课程在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上比较单一，基

本上是以静态网页和文本为主，甚至是将教学内容简单地堆砌于网络上，没有充分发挥优秀

的教育资源与网络课程教学相结合的优势。 

（3）重难点内容不突出。网络课程教学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中提升了学习者

的主体地位，但教育者在教学活动中随机应变的主导作用无法得到发挥。也就是说，教师若

不能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作出相应的调整，网络课程就不能通过教师的反复讲解和

强调学习中的重难点内容帮助学生理解记忆这些内容，这就容易导致学习者一知半解，无法

抓住学习的重点，无法理解学习的难点。 

3.3  就目前网络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对网络课程建设提出的建议 

（1）以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加强教学设计。网络课程是以现代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石、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技术手段的新型教育模式。教学设计是教学目标的预演，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具有导向性的功能，直接决定着教学过程的实施和教学效果的实现。网络课程的教学设计，

要突出网络学习的自主性，提供的教育资源要突出用于自主学习，重视学习需求分析、教学

目标分析、教学内容分析、学习效果的评价与反馈，尤其要注重基于网络的学习情境创设和

教与学的策略设计。 

（2）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要多样化。教学内容要多倾向于情境化的呈现方式。虚拟真实教

学环境等更加人性化的教学环境是网络课程的发展方向。这种虚拟真实的教学环境能够充分

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突出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所能达到的教学效果也是简单的图片、文字

堆砌所无法比拟的。另外，在交互方式上还应该更加多样化。交互方式不仅是基于文本的电

子邮件、讨论区等，还应该具备基于文本和图像的电子白板、应用进程的共享等方式。 

（3）创设适合学生学习的情境。知识的获得应该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教师的帮

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情境创设能够保证学习者实现意义

建构。当学习者的学习动机由外在内驱力转化为认知内驱力，学习者的潜能将被无限地激发。

网络课程通过多媒体技术就能够实现教学情境的创设，营造虚拟的教学情境，这将极大地促

进学习者的学习动机由外在内驱力向认知内驱力转化。 

4.  大学生心理网络课程建设的思考 

4.1  大学生心理教育网络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在慕课、网校、在线学习的远

程教育发展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网络教育环境之中是必然趋势。网络心理教育模式

与传统教育模式相比，在教学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元，在教育方式上更加灵活、亲和，在教

育手段上更加自主、便捷，在教育关系上更加保密、无负担，但在教育环境却更加复杂、多

变，需要教育工作者付出更多的精力。网络心理学教育模式与传统心理学教育模式的区别不

仅仅在于是否运用网络环境或者信息技术，更是对教育内容、方式、手段、关系的全面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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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表着高校心理学教育发展的创新方向，心理教育工作者也必须要去了解、熟悉、适应这

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以此应对当前高校已有的或者未来将有的网络心理教育环境。 

4.2  大学生心理教育网络课程建设的设计思路 

心理学网络课程建设是心理学网络教育开展的重点环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课程

建设要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设计开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设计问卷，对本校在校生进行心理学网络课程需求调查，内容包括自主学习情况、利

用网络进行学习的兴趣程度、认为网络信息对心理健康学习是否有帮助、学生自我心理评估、

希望网络心理课程教习哪些内容等。 

（2）对问卷进行整理，分析调查的各种情况，尤其对大学生的自我心理评估和对心理学课

程的需求做详细剖析，找出当前在校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以及在校生对网路心理课程的

重点需求，在此基础上开展课程设计。 

（3）设计大学生网络心理课程的基本内容和组织形式。首先要搜集、存储、整理心理学教

学资源，形成数据库；其次要对一个课程做总体设计，对每期内容讲演做一个预估，网络课

程相较于传统课程而言时长较短，要以“点”的方式围绕一个课题进行纲领式的讲解；接着

要在每个“点”之下建立资源链接，例如相关的知识点、理论著作、名师对其的讲解视频等，

方便学生自主学习；最后让学生在线进行一个测试，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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