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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网络学习是近年逐渐兴起的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 ,通过自编问卷对北京某网校中小学生网络学习

的认知态度进行系统的调查分析 ,对 290 份有效问卷分析表明 : ①中小学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度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 ,在学习氛围、网校特性和资源可利用性三个维度上满意度较高 ; ②不同年级、上网学习网络课程时间

的长短对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 ③该网校的界面设计基本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但在使用性能等方

面还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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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网络学习 ( E2learning)是指学习者通过网络进

行的自主学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 ,

加之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 ,网络学习逐

渐兴起 ,网校作为网络学习的重要载体也应运而

生。这种新的教学形式具有传统教学没有的优

势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国外对影响网络学习认识的因素进行了大量

研究。Thurmond[1 ]等人发现 ,影响大学生对网络

学习环境满意度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学生对掌握评

估学习效果方法的信心、参与小组学习的程度和

能否得到及时的反馈 ,性格对学生网络学习环境

满意度没有影响。Carey[2 ]等人比较了师生对网

络学习和传统学习的满意度 ,发现网络学习等于

甚至优于传统的面对面的学习。Wang[3 ]调查了

大学生对网络课程的选择以及自我效能感与其学

习绩效的关系。Arbaugh[4 ]研究了教师的行为对

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此外还发现不同专

业的大学生对网络教学持不同的态度[5 ] 。不同的

学习风格或行为模式对学生网络学习的绩效有不

同的效果[6 ] 。

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胡凡刚[7 ]分析了影响

网络学习质量的因素 ;另外 ,胡小勇[8 ] 、刘宇芳[9 ]

等人也对网校现状进行分析 ,指出了网络学校存

在的问题。

从现有文献来看 ,研究对象集中于大学生 ,以

中小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较少 ;侧重研究学生本身

的因素 ,忽略了网络环境因素 ,尤其是网络学校的

可用性的影响 ;国内虽有少量的研究 ,但以定性的

思辨研究为主 ,缺少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基于此 ,

本研究拟以基础教育网校学生为研究对象 ,从满

意度及网校的可用性两方面调查其对网络学习的

认知态度 ,以期获得一份较全面的调查报告 ,对今

后网络学习的完善与提高提供帮助。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302 名来自北京某网校的中小学生参与调

查 ,共获得 290 份 (男 125 人 ,女 165 人)有效数据 ,

分别来自小学 (35 人) 、初中 (173 人) 和高中 (82

人) 。参与调查的被试来自除西藏、上海、港、澳、

台外的全国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 ,71 %的学员来

自重点学校。

2. 2 　问卷编制

通过文献收集和与相关人士的访谈编制网络

学习的认知态度调查问卷。问卷分三部分 :第一

部分为基本情况调查 ;第二部分为满意度调查 ,共

57 道题 ,从对网络学习的总体看法、网络学习的

互动性、学习效果、学习效率、学习氛围、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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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控制性、资源可用性、探究性、反馈性、合作

性、学员自身的心理特质和自我效能以及网校特

性等 14 个维度探讨中小学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

度 ,经过检验 ,这部分题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2
pha 为 0. 946 3 ,有较高的可信度 ;第三部分为网校

可用性调查 ,共 19 道题 ,从信息设置、版面布局、

颜色和使用性能 4 个维度对界面设计进行了评

价 ,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为 0. 886 2 ,信度也较

高。二、三部分采用 7 点等级评分 ,1 代表完全不

符合 ,7 代表完全符合 ,部分题目反向以平衡反应

定势。问卷的最后请被试留下对网校的意见。

2. 3 　问卷的施测

本研究与北京某网校合作 ,该网校学员通过

网校内的超级链接进入本次调查的主页 ,自愿参

与调查。数据收集起止时间为 2004 年 5 月至 10

月 ,共获得有效数据 290 份。采用 SPSS 10. 0 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 1 　基本情况统计

对被试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 ,64. 8 %的被试网

龄在一年以下 ;在学习网络课程的地点上 , 74. 5 %

的被试在家 ,22. 8 %的被试在学校 ,极少数在网吧

或其他地方 ;在一周用于学习网络课程的时间上 ,

学习 1～3 个小时及 3～7 个小时的被试所占比例

最大 ,分别为 27. 2 %和 28. 6 %;在所选择学习的网

络课程上 ,学习数学和外语的人最多 ,分别占

30. 3 %和 26. 6 % ,其他科目的人数均较少。

3. 2 　网络学习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满意度调查部分基本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各个维度评分基本统计量 (分)

�x s �x s

1 总体看法 5. 46 1. 66 8 探究性 5. 22 1. 10

2 互动性 5. 15 0. 98 9 学习氛围 5. 65 1. 12

3 学习效果 5. 44 1. 07 10 反馈性 5. 06 1. 21

4 学习效率 5. 00 1. 27 11 合作性 5. 45 0. 96

5 创造性 5. 07 1. 19 12 自我效能 5. 13 1. 20

6 自主可控性 5. 36 0. 92 13 心理特质 5. 30 0. 82

7 资源可用性 5. 51 1. 03 14 网校特性 5. 63 0. 95

　　采用一般线性模型的重复测量进行方差分

析 , F(13 ,3 757) = 23. 272 , P < 0. 001 ,差异非常显

著 ,网络学员对网络学习的不同维度的认知态度

是不同的。多重比较发现 ,学习氛围、网校特性和

资源可利用性的评分明显高于其他维度。

根据网络学员的基本信息对其满意度进行比

较 ,发现不同年级的学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度差

异显著 , F (2 , 287) = 10. 987 , P < 0. 001 ,如图 1

所示 (横轴数字代表表 1 中对应的 14 个维度) 。

多重比较发现 ,小学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度明显

高于初、高中生 ,初中生其次。

图 1 　不同年级的学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度

每周学习网络课程的时间不同 ,学生对网络

学习的满意度存在差异 , F(6 ,283) = 3. 722 , P <

0. 01。每周学习 14～20 h 的学生对网络学习最为

满意 ,每周学习网络课程的时间过短 ( < 1h) 的学

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度最低。

被试的性别、上网时间、上网学习地点、是否

来自重点学校以及在网校所学课程的类别对网络

学习的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3. 3 　网站界面设计可用性调查结果

对网校的界面设计的评价如表 2 所示 :

表 2 　网站界面可用性评价结果 (分)

�x s

信息设置 5. 59 0. 96

版面布局 5. 68 1. 11

颜色搭配 5. 71 1. 19

使用性能 5. 33 1. 04

　　采用一般线性模型的重复测量对 4 个维度进

行方差分析 , F (3 ,867) = 21. 904 , P < 0. 001 ,差异

非常显著。多重比较发现 ,使用性能的评分明显

低于其他三个维度 ,在界面可用性所涉及的评价

维度中效果是最不好的。

另外 ,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基本信息在学生对

界面可用性的评价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4 　讨论

4. 1 　对网络学习的满意度

总体来看 ,被试对网络学习比较满意 ,问卷的

14 个维度平均分均在 5 分以上。

学习氛围、网校特性和资源可用性的评分较

高 ,与其他维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网络不同于

现实的环境 ,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有安全感 ,

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看法 ,所以学习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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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评价较高。在资源方面 ,网络提供了丰富的

信息 ,有助于资料的收集和知识面的扩大。在网

校特性方面 ,被试认为网校的口碑很好 ,教学质量

高 ,有较多的好老师 ,这也是网校能够发展的原

因。除此以外 ,学生对网络学习的总体看法、合作

性、学习效果的满意度也较高。这些方面的满意

都与网络本身的特性是分不开的。

被试的年级不同对网校的满意度也不同 ,随

着年级增高评价降低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改

进网校的内容和设计。另外 ,每周学习 7～14 h

的被试满意度最高 ,可见 ,合理地安排学习时间对

有效地进行网络学习是有帮助的。

4. 2 　网校可用性评价

本次调查仅与一所网校合作 ,因此可用性评

价主要基于该网校的界面可用性。结果表明 ,版

面布局、信息设置和颜色搭配三个方面评价较高。

被试对页面的设置、文字和图片的搭配、字体大

小、行距等方面都比较满意 ;被试对信息量、信息

组织形式等方面也较满意 ,认为可以方便快捷地

在页面上寻找到所需信息 ;网站所使用的颜色也

能够满足被试的要求。相对而言 ,使用性能方面

评价最低 ,主要涉及页面的转接、连接速度等问

题 ,这不仅涉及网站本身的性能 ,也受到带宽、信

息传送速率及用户电脑性能的影响 ,网校在设计

界面时应考虑以上问题 ,改善网站自身的性能 ,提

高满意度。

另外 ,由于问卷所涉及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对

学生对界面可用性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影响 ,在设

计网站时可以不再过多地考虑这些方面对界面的

影响 ,设计出普遍、通用、方便、易用的符合广大用

户需求的网站应成为今后网校界面设计的重点。

4. 3 　意见和建议

在问卷最后设置了一道开放题让被试对网校

提出意见。被试的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在反馈性方面 ,大部分网友建议缩短辅导员答题

的时间 ,并且能够回答得认真、详细、有针对性 ;在

交互性上希望能建立良好的班级合作 ,有竞争意

识 ,因为觉得“在网校学习太孤单”。

被试的建议主要集中在网站的可用性方面 ,

如在信息设置方面希望增加一些新的栏目 ,例如

小测验、益智游戏和心理辅导等。在网站性能方

面的要求也较多 ,涉及增加视频课程、有声课堂、

语音交流设备、提升网页打开的速度、页面设计更

加精致等方面。在网校内容方面 ,学员希望课程

的内容更加丰富 ,如增加多媒体的地理课等。大

部分被试认为网校虽存在一些不足 ,但作为传统

教学的补充 ,总体来说网校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5 　结论

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和讨论 ,可得出以下结论 :

(1) 　中小学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度处于中

等偏上的水平 ,在学习氛围、资源可利用性和网校

特性三个维度满意度较高。

(2) 　被试的年级、每周学习网络课程的时间

不同对网校的满意度也不同。

(3) 　该网校的界面设计基本能满足学生的

需求 ,信息设置、版面布局以及颜色搭配等方面均

得到认可 ,但在使用性能等方面还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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