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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业成就和教学存在是技术支持的学习的重要考察因素,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指
导教师创新教法,合理指导学生学习,从而帮助其提高学业成就。本研究通过调查西安地区高校大学生,
通过问卷调查法来获取大学生线上学习中的教学存在和学业成就等相关数据,得出结论并提出了相关
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教学存在与学业成就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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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eaching existence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studying with technical
support.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helpful to guide instructors to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reasonably guide students' learning, so as to help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Xi 'an, and obtained the relevant data such as teaching presence and learning outcom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echnology-mediated learn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ing presence and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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