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课语速对学习效率影响探究 

——以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中学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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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新疆某中学的初中生为实验对象，将学习者分为第一语言为汉语和第二语言为汉语两类，分别针对信

息技术和历史，通过倍速分析微课语速对不同类型学习者学习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微课语速在 225-235字/

分钟时，学习者学习效果最佳，学习满意度较高；（2）微课语速对认知负荷有显著影响：其中对于同一类学习者，

信息技术对应的认知负荷较高，且这一差异对于第一语言为汉语的学习者更为显著；而对于同一个的微课内容，第二

语言为汉语的学习者认知负荷较高，且这一差异对于历史更为显著。本研究相关结论对微课语速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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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middle school in Xinjiang we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Chinese as the first language and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and the times of video playing spee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anguage speed on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learner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n that, 

firstly, learning effect is the optimal and their learning satisfaction is high when the speech speed is 225 ~ 235 words per 

minute. Secondly, the speech speed of micro teaching vide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earning effect, cognitive load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For the same kind of learners, the cognitive load of learn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cro lesson is higher, and this difference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the learners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Chinese. And for 

the same micro lesson content, the learners whose second language is Chinese show higher cognitive load, and this 

difference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history micro less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sign of the speech speed of the micro teaching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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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微课作为全新的教学模式，支持碎片化学习、支

持互联网+时代的移动学习、支持课堂形式的革新和教

育理念的转变，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公平发展发

挥重要作用。学生在观看微课时往往选择倍速播放来

节约学习时间，倍速的设置不仅加快了微课授课视频

的节奏，还直接影响了微课的语速，这也引起了研究

者们对倍速播放下微课语速对学习效率影响的探讨
[1-4]

。然而，不同微课的原始录制语速是不同的，相比

于倍速，研究微课视频中的语速会更加准确直接。另

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少数民

族学生来说，汉语往往不是其第一语言，然而目前针

对微课语速对学习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并没有考虑

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基础和不同科目授课内容差异这两

个因素的影响。为改进少数民族学生微课教学的质量，

本研究以中学生为实验对象，通过实验研究，探讨了

文理不同课程微课语速对不同语言类型学生的学习效

果、认知负荷和学习满意度的影响，为课程教学质量

的提高提供了有效建议。 

＊基金资助： 2021 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

于移动学习的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实践体系的构建”

（21BZ018），2021 年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项目“基于

移动学习的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体系研究”（ JSJY2021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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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课语速与学习效率的相关研究 

按教育学要求，课堂教学的标准语速应为

200-250 字每分钟（word per minute, wpm）
[2]
。微课

短小精悍的特点使其对应的最佳语速与传统课堂语速

相比需要作出变化。例如庄丽君发现学习者更偏爱富

有激情、语速较快的微课视频
[5]
。马安然等人的实验

表明地理学科的教学内容，其对应的微课视频选择 1

倍速播放时可以获得最优的学习效率，对应的语速为

214 wpm
[1]
。崔娟通过实验发现对于“人体解剖学”授

课内容，微课视频对应的最优的语速应控制在 150 wpm

左右
[2]
。冯小燕等人选用医学学科教学内容的微课视

频，实验结果显示视频采用 1.25 倍速播放较为理想，

其对应的语速约为 212 wpm
[3]
。Björn 等人则将“心血

管循环系统”作为学习材料，发现语速慢的学习小组

呈现较高的认知负荷
[4]
。以上针对微课语速的研究都

选用理工科课程的教学内容，而相比于理工科，文史

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存在较大不同，所以需要进一步对

比分析文理科微课语速对学习效率的影响。

另外，对于汉语不是其第一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

“双语教育”是我国政府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促

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同时促进少数民族学生适应现

代生活、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举措
[6]
。2020 年新冠疫

情爆发，为了调研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在线教育实施效

果，苏常青等人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疫情期间，网络

覆盖和学习终端基本可以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网课

学习的需要，实现了“民族不掉线”和“边疆云在线”
[7]
。这直接反映了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持的力

度和实施“扶贫攻坚”各项政策的显著成效。进一步

对比研究文理不同课程微课语速对学生特别是第一语

言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影响，为进一步提高

少数民族学生线上教学效果提供了保障。 

3  实验设计 

3.1  实验变量 

实验的自变量为课程、语言类型和语速。课程包

含以历史为代表的文科课程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理

科课程。语言类型分为第一语言为汉语（后续标记为

“1 类语言”）和第一语言非汉语（后续标记为“2 类

语言”）。语速为视频播放速度改变语速，后续为方便

描述，用倍速代替语速。实验的因变量为学习效果、

认知负荷和学习满意度。 

3.2  实验对象 

本实验招募了新疆某地一所公办中学八年级 145

名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根据前测淘汰先验知识过高和

先验知识过低者 11 名。最后共计 134 名被试（男 66

人，女 68 人）参与实验。1 类语言 79 人，2 类语言

55 人。1 类语言每组平均 20 人，2 类语言每组平均 14

人。所有被试者来自同一所学校，在校教师都使用汉

语授课。其中 2 类语言学习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学生，其本民族的语言为第一语言，汉语为第二语言，

但不存在语言上的交流障碍。学生根据课程、视频播

放倍速及语言类型等因素将被试者随机分配到各个组

参与实验。 

3.3  实验工具与材料 

（1）视频材料

为满足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兴趣，本实验选

择了第二届全国师范生微课大赛中的特等奖作品作为

视频材料
[8]
。其中历史对应的课程为《汉字百变秀—

—甲骨文》，共 1340 字，时长 5 分钟 44 秒，1 倍速对

应的语速约为 233 wpm。信息技术对应的课程为《语

音识别》，共 1228 字，时长 5 分钟 23秒，1 倍速对应

的语速约为 228 wpm。两个课程都为动画类型的视频，

均配有字幕，教学内容均为陈述性知识。共有实验视

频材料 8 份（2 个课程4种倍速播放模式）。 

（2）前测问卷

前测问卷包括基本信息、习惯态度、先验知识的

检测。习惯态度是调查被试在以往微课学习中是否适

应微课的原始语速，是否会选择调节倍速来改变微课

语速，调节语速的原因，对微课教学、信息技术、历

史课程的学习态度等。先验知识检测被试对信息技术

和历史知识的掌握情况。 

（3）后测问卷

后测问卷包括学习效果测试、认知负荷量表、学

习满意度量表。学习效果测试由保持测试和迁移测试

两部分组成，共有 21 道题，包括 10 道选择题，5 道

判断题，5 道填空题，1 道简答题。认知负荷量表采用

Paas 等人编制的 9 点认知负荷自评量表，包括心理努

力和任务难度两方面的自我评价。学习满意度量表是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9]
，结合本实验特点编制的。 

（4）实验过程

实验在安静、光线良好的实验室中进行，历时 30

分钟。首先，告知被试者实验内容与注意事项，被试

完成信息技术课程前测。然后，被试观看信息技术课

程视频，观看结束后完成信息技术课程后测。休息 10

分钟后，完成历史课程前测，随后，观看历史课程视

频，观看结束后完成历史课程后测。 

4  结果分析 

4.1  语速对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影响 

不同实验组的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各组保持、

迁移成绩趋势相同，测试成绩从高到低为 1.0 倍

速>0.75 倍速>1.25 倍速>1.5 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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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习效果统计数据（M±SD） 

语言 

类型 

课程 信息技术 历史 

倍速 0.75倍速 1.0倍速 1.25倍速 1.5倍速 0.75倍速 1.0倍速 1.25倍速 1.5倍速 

1类 

语言 

前测成绩 
12.90±2.4

98 

12.66±2.60

9 

12.97±2.1

29 

12.62±2.4

26 

12.31±1.3

91 

12.38±1.2

08 

12.21±1.0

48 

12.21±1.

656 

保持成绩 
15.11±2.0

14 

16.85±2.20

9 

13.87±2.1

33 

12.37±2.6

64 

14.37±2.0

29 

16.69±2.3

73 

14.19±2.4

82 

12.97±2.

246 

迁移成绩 
10.52±1.8

45 

11.76±2.30

0 

9.92±2.48

7 

8.74±2.07

7 

10.03±2.0

67 

11.96±2.2

82 

10.13±2.1

08 

8.81±1.5

79 

认知负荷 
9.54±2.20

9 

10.25±1.89

8 

11.58±2.6

84 

12.02±3.1

90 

9.13±2.23

4 

9.29±2.28

7 

10.31±2.8

87 

12.44±2.

852 

学习满意

度 

16.06±1.7

98 

18.68±1.62

9 

16.58±1.9

54 

14.38±2.4

83 

15.60±2.4

68 

17.42±1.7

86 

16.29±2.2

26 

14.83±1.

689 

2类 

语言 

前测成绩 
12.76±2.2

15 

12.76±2.50

5 

13.10±2.8

37 

12.96±1.7

89 

12.85±2.4

69 

12.62±1.5

32 

12.67±2.6

21 

12.74±2.

596 

保持成绩 
15.00±2.6

02 

16.79±1.76

2 

14.31±2.5

29 

12.07±3.1

78 

14.15±2.0

07 

16.35±2.4

55 

14.25±2.4

68 

12.40±2.

542 

迁移成绩 
10.30±1.7

67 

11.60±2.17

0 

9.65±1.45

3 

8.72±2.55

3 

10.20±2.6

26 

11.75±2.6

27 

10.25±1.4

19 

8.75±1.9

47 

认知负荷 
10.43±2.0

65 

11.07±1.81

7 

12.15±2.3

04 

12.64±2.5

60 

10.10±2.7

32 

10.40±2.6

83 

11.65±2.3

68 

13.00±2.

555 

学习满意

度 

16.07±1.7

30 

18.43±1.74

2 

16.77±2.4

55 

14.79±2.4

86 

15.95±2.1

88 

17.50±1.7

32 

16.65±2.2

31 

14.75±2.

049 

当学习者为 1 类语言时，对于保持成绩，课程主

效应均不显著（F=3.245，p>0.050），倍速主效应显著

（ F=56.582， p<0.050），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F=1.461，p>0.050）；对于迁移测试成绩，课程主效

应均不显著（F=4.270，p>0.050），倍速主效应显著

（ F=28.773， p<0.050），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F=5.231，p>0.050）。 

当学习者为 2 类语言时，对于保持成绩，课程主

效应均不显著（F=2.408，p>0.050），倍速主效应显著

（ F=32.906， p<0.050），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F=1.666，p>0.050）；对于迁移测试成绩，课程主效

应均不显著（F=2.126，p>0.050），倍速主效应显著

（ F=36.556， p<0.050），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F=1.103，p>0.050）。 

据此可以发现，视频倍速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不受

课程科目的左右。倍速对保持成绩有显著性影响

（F=56.582，p<0.050），倍速对迁移成绩有显著性影

响（F=28.773，p<0.050）。 

4.2  语速对学习者认知负荷的影响 

将认知负荷量表进行正向赋分后，利用方差分析

检验认知负荷做差异分析处理。不同实验组的认知负

荷均值如表 1 所示，认知负荷随着播放速度的变快而

增大。认知负荷均值排序从高到低为 1.5 倍速>1.25 

倍速>1 倍速>0.75 倍速。视频以 1 倍速、0.75 倍速播

放视频时，对应语速为 170-235 wpm 左右时，学习者

认知负荷都较小。具体分析如下： 

当学习者为 1 类语言时，对于认知负荷，科目主

效应均显著（F=5.494，p<0.050）。课程科目为信息技

术时的认知负荷高于课程科目为历史时的认知负荷。

说明当学习者观看信息技术的课程时需要更多认知努

力。倍速主效应显著（F=30.310，p<0.050）。多重比

较发现，0.75 倍速与 1 倍速认知负荷无显著性差异

（p>0.050）。当学习者为 2 类语言时，对于认知负荷，

科目主效应均显著（F=1.963，p<0.050）。课程科目为

信息技术时的认知负荷高于课程科目为历史时的认知

负荷。倍速主效应显著（F=15.072，p<0.050）。多重

比较发现，0.75 倍速与 1倍速认知负荷无显著性差异

（p>0.050）。也就是说，对于同一类学习者来说，不

同科目认知负荷存在差异，信息技术课程的认知负荷

较高，且对于 1 类语言的学习者来说，这种课程之间

的认知负荷差异更为显著。 

当课程科目为信息技术时，对于认知负荷，语言

类型主效应均显著（F=5.140，p<0.050）。学习者为 2

类语言时的认知负荷显著高于 1 类语言学习者的认知

负荷。说明对于信息技术，2 类语言的学习者观看视

频时认知负荷更高。当课程科目为历史时，对于认知

负荷，语言类型主效应均显著（F=8.004，p<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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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习者为 2 类语言时的认知负荷显著高于 1 类语言

学习者的认知负荷。2 类语言的学习者观看视频时也

呈现较高的认知负荷。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视频内

容来说，学习者为 2 类语言时认知负荷更高。 

4．3  语速对学习者学习满意度的影响 

当学习者为 1 类语言时，学习满意度均值从高到

低的排序为 1 倍速>1.25 倍速>0.75 倍速>1.5 倍速。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学习满意度，课程主效应均

不显著（ F=2.061， p>0.050），倍速主效应显著

（F=44.930，p<0.050）。当学习者为 2 类语言时，学

习满意度均值从高到底排序为 1倍速>1.25倍速>0.75

倍速>1.5 倍速。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学习满意度，

课程主效应均不显著（F=2.167，p>0.050）。倍速主效

应显著（F=26.377，p<0.050）。总的来说，设置语速

为 225-235 wpm 左右时，学习者满意度较高。 

5  讨论 

5.1  中学生微课最优语速分析 

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微课语速对学习效果、认

知负荷、学习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本实验测试的微课

视频对应的最优播放语速为 225-235wpm，其对应的保

持测试成绩和迁移测试成绩最高，该语速范围有助于

学习者进行认知加工，降低认知负荷，获得更高的学

习满意度。与冯小燕等人推荐的语速 215wpm 相比，本

实验得到的最优语速稍微偏快
[3]
。这是由于选择的不

同课程讲授知识导致的。崔娟选用的是医学领域的微

课，医学类微课的语速要相对慢一些才能达到较好的

学习效率
[2]
。在微课设计与制作时，洪慧娟等学者建

议微课授课语速应该要比课堂授课略快
[10]

。本实验综

合实验结果得出微课语速应对应于课堂语速范围的中

间段，可参考 225-235wpm 的范围。另外，微课语速对

于不同语言类型的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影响并未呈现显

著差别。这直接反映了国家“双语教学”以及“扶贫

攻坚”各项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

线上学习效率可得到保证。 

5.2  语言类型和课程内容对学习者认知负荷

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微课语速对学习者的认知负荷有

显著影响。随着微课语速变快，学习者的认知负荷也

逐渐增长，0.75 倍速对应最低认知负荷，1.5 倍速对

应最高认知负荷。其中，有两点结论需要注意： 

（1）对于同一类学习者，与历史课程相比，信息

技术课程对应的认知负荷较高，且对于 1 类语言学习

者来说课程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 

（2）对于同一个微课学习内容，与 1类语言学习

者相比，2 类语言的学习者呈现较高的认知负荷，且

这种差异对于历史更为明显。 

首先，微课内容的生词率会影响视听理解、难易

度的感知
[11]

。从学生的访谈中，笔者发现本次实验选

用的信息技术课程中有包含较多学习者未接触过的声

学、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名词，例如“声学模型”、“音

素”和“梅尔频率倒谱系数”等。此时由于学习者大

脑中具有与学习材料相关联的图式较少，因而信息技

术课程对应的认知负荷较高。而对于 2 类语言的少数

民族学生在接收到汉语的语音信息后，大脑处理信息

难度要大于 1 类语言的学习者，所以对于同一个微课

内容，少数民族学习者认知负荷都高于汉族学习者。

其次，历史课程包含的文字较多，但新词汇量很少，

所以对于 1 类语言学习者难度较低，但较多的文字信

息对于 2 类语言的学习者却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使

得 2 类语言学习者在学习历史和信息技术时表现出的

认知负荷差异较小。所以，虽然学习信息技术课程时，

两类学生都表现出较高的认知负荷，但是对于同一类

学习者，这种课程之间认知负荷的差异对于 1 类语言

的学习者更为显著。也正是因为历史课程包含的较多

文字信息，使得 2 类语言的学习者在学习历史课程时

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因此，对于同一个微课内容，两

类学生的认知负荷差异对于历史课程更加显著。 

从表 1 可以看出，当微课倍速 1.5 时，对于同一

类学习者，历史课程的认知负荷反而超过了信息技术

课程，产生原因可能是历史课程中学习材料的呈现多

为文字信息，随着语速的加快，学习者在单位时间需

要处理的文字信息量远大于信息技术课程，根据

Mayer 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12]

、Baddeley 关于工作

记忆的相关理论
[13]

以及 Sweller 提出的认知负荷理论
[14]

，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随着信息量的增多，工

作记忆负荷超载。 

5.3  从学习满意度分析学习者对微课语速的

偏好 

微课语速对学习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课程类型

对不同语速下的微课学习满意度无显著影响。不过研

究发现学习效果从高到低的排序与学习满意度是不同

的。对比可以发现，虽然对于学习效果来说，0.75 倍

速要好于 1.25 倍速，但是学习满意度却恰恰相反，

1.25 倍速的学习满意度比 0.75 倍速的微课更高，这

是因为学习者偏爱加速播放的视频设置
[1]
。本次研究

实验前测数据也验证了这个结论，数据显示 75%的学

习者都偏爱加速的微课语速。因此学习满意度不仅要

考虑到学习目的和学习效果，还要考虑学习者对语速

的偏爱。不过微课语速对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学

习满意度的影响无显著差别。不难看出，随着我国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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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有力推进和

实施，少数民族学生在线教育的学习效率得到了保证

和提高。这有助于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有效开展以及

线上教育资源的利用。 

6  结束语 

基于上述实验结果，为提高微课教学质量，本研

究针对中学生特别是第一语言非汉语的少数民族中学

生的微课语速选择提出了以下建议： 

（1）陈述性微课语速设置的建议：建议微课视频

语速控制在 225-235wpm 左右。不建议一个微课中包含

太多新名词和新概念，讲解新名词或新概念时也可适

当放慢语速。不建议学生在观看文本信息量较大的微

课时设置较快的语速。 

（2）面向第二语言为汉语的学习者的微课内容的

建议：对于大多数微课内容无需刻意降低语速也可以

保证与汉族学生同样的学习效果。但考虑到学习者的

认知负荷，面向少数民族中学生的微课内容可适当减

少文本信息量以降低认知负荷，从而促进和提高学习

效果。 

本文主要研究了微课语速对微课教学效率的影

响，对于微课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实践意义。基于本

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将来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微课语速

对于高等教育不同科目以及不同语言类型学生微课教

学效率的影响，进一步提高在线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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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网络空间安全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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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网络空间安全高层次人才需求量大、人才质量要求高的现状，从研究生基本能力素质结构理论出发，

结合网络空间安全人才的特殊性，提出一种综合了基准性素质和鉴别性素质的综合素质模型，并在此模型上给出培养方

法。研究可为网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借鉴和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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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rge demand for high-level talents in cyberspace security and high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quality,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the basic ability and quality structure of graduate students, 

combined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cyberspace security tal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hat combines benchmark 

quality and discriminating quality. Comprehensive quality model, and give training methods on this model.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or the training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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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网络空间的兴起发展，极

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繁荣进步，也催生了新一轮军事变

革，网络空间成为了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

主权空间。习近平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

安全。”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网络空间安全领域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一部分，军事领

域的网络空间安全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研究

生教育是我军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是我军人

才方阵的基本组成和重要未来。因此，发挥院校人才

培养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积极明晰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条件下对网络空间安全研究生能力素质，有针对性的

展开培养，是推进人才培养精准对接部队需求的重要

举措。 

2  网络空间安全研究生能力素质分析 

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内容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维度

宽，网安人才不仅需要掌握网络空间安全学科的基础

知识，还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认同感。需要

同时具备计算机、通信、电子、数学、管理等交叉学

科的知识，以及自然科学和经济、法律、教育等人文

社科知识；同时，要具有科学思维、计算思维、逆向

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全球化思维
[1]
，特别是

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内的网络工程、系统工程和网

络安全管理的实际应用问题，以及遵守行业规范，坚

守职业道德等。在网络攻防领域内，计算机网络的概

念和方法，操作系统安全机制的细节等问题，对于创

新能力
[2]
和实践能力

[3]
的要求很高。这就要求网络空间

安全研究生的素质培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科研能力的

培养，更应该着眼于综合素质的培树。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海军工程大学“学科建设提质计划，
XK2021005”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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