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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this paper carefully analyse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lassroom teaching satisfaction based on 

network platform,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classroom satisfaction, and further analyses the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classroom learner satisfa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flip classroom model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ourse. Through the analysi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network platform 

flip classroom model can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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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文根据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认真分析教学目标，在利用网络平台翻转课堂教

学满意度影响基础上，创建了翻转课堂满意度模型，重点分析了网络平台翻转课堂模式在人

力资源管理课程中的教学应用效果，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网络平台翻转课堂模式可以加强学

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1．引言 

利用互联网平台，将课堂互动从传统教学模式发展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传授知识线

上内化的教学方式已不断兴起，这种方式被称为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本人长期从

事《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教材缺少实践性，对目前高校学生理论知

识传授的同时，应结合线上拓展实践环节内化理论知识，对实务培训与操作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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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论 

翻转课堂是一种新的课堂革命，这种学习方式的满意度衡量需要包括学生在线学习情况

（感知质量，包括易用性、有效性、有用性），还要求考核到课堂教学设计的因素，包括教

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包括教学环境、教学目标、教学设计）和教学效果（包括质和量的

收获）。本研究模型将感知质量、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作为自变量，教学满意度为因变量，

教学效果作为中介变量。 

2.1概念模型 

综合上述分析，研究模型和相应的假设可以用图 1 所描述。 

 

2.2 感知质量与教学满意度的关系 

网络平台课程建设在学生线上感知质量会对教学满意度产生一定影响，感知质量包括对

线上翻转课堂的微课预习、交互互动、课内互动等；其次，学习者在线上的使用感受。基于

文献分析，感知质量被分为易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三个角度去评测网络课堂平台教学满意

度。H1 网络平台翻转课堂感知质量正向影响教学效果。H2：网络平台翻转课堂感知质量正

向影响教学满意度。 

2.3 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与满意度的关系 

翻转课堂的教学过程包括教师课前提供给学生的预习内容、课堂使用网络平台交叉练习、

课后反馈、辅导答疑、微课视频、小组讨论等。翟雪松等研究发现相比于传统课堂教学，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教师信息化水平和综合能力要去更高。H3 ：网络平台翻转课堂教学过程

正向影响教学效果。H4 ：网络平台翻转课堂教学过程正向影响教学满意度。 

2.4 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与满意度的关系 

李晓文在论文中表示，学生在翻转课堂的满意度影响因子，是学生在课堂教学和线上质

量感知，受到课堂设计、交互互动、网络平台学习微课、学习资源等五大因素影响，并会对

教学效果产生影响。H5 ：网络平台翻转课堂教学效果对教学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样本 

在本文中，采用匿名问卷的样本包括直接发放和网络问卷调查。共发出 235 份问卷，共

收到 212 份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0.2%。本次调查对象涉及学习《人力资源管理》课程

的 3 个专业的高校大一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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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分析 

运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收集资料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两两变

量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后，由假设模型可知，感知质量、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均对翻转课

堂学习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相关分析检验结果见表 1。 

表 1 相关分析检验结果 

 
易用性 有效性 有用性 

教学设

计 

教学目

标 
教学环境 

量的收

获 

质的收

获 

教学满意

度 

易用性 1 .928** .899** .620** .708** .669** .650** .632** .640** 

有效性 .928** 1 .946** .640** .732** .680** .684** .666** .658** 

有用性 .899** .946** 1 .687** .728** .693** .667** .658** .684** 

教学设计 .620** .640** .687** 1 .848** .865** .855** .810** .862** 

教学目标 .708** .732** .728** .848** 1 .884** .837** .824** .798** 

教学环境 .669** .680** .693** .865** .884** 1 .826** .813** .780** 

量的收获 .650** .684** .667** .855** .837** .826** 1 .918** .903** 

质的收获 .632** .666** .658** .810** .824** .813** .918** 1 .878** 

教学满意

度 
.640** .658** .684** .862** .798** .780** .903** .878** 1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本研究所有因子的相关关系如表 1 所示。其中所有因子之间相关系数均大于 0.5，表明存

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尤其 8 个维度的因子与教学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也均大于 0.5，说明本文的

假设得到了初步验证，此外，感知质量的各因子与教学满意度相关系数在 0.6-0.7 之间，而教

学过程和教学效果对应的各因子与教学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则均大于 0.75 以上，说明对比感知

质量而言，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与教学满意度相关性更强。 

3.3 教学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研究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些变量对某个变量的影响。本研究中学

习者满意度由八个因素来解释，影响因素不单一，因此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逐步回归

分析过程中，在进入概率为 0.05 和删除概率为 0.1 的同等条件下，最终感知有用性，教学

设计、教学环境、量的收获和质的收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变量对因变量产生了影响。 

检验得出 R=0.929，R²=0.864，调整后 R²=0.860，然后继续进行 F 检验。由分析结果 

sig=0.000<0.01，可知方程显著性明显，因此，可以得出所有变量产生均显著线性影响的结论。

综上所述，从上述相关分析结果与回归分析的一致性，验证了“感知有用性”、“教学设计”、“教

学环境”、“量的收获”以及“质的收获”都对翻转课堂学习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教学

环境影响为负面的，其他因素均是正向影响，且回归方程中变量的系数越大，表示该变量对

学习满意度的影响越大。 

3.4 中介效应检验     

影响教学满意度的不仅有直接因素，也有间接因素，不仅有单向因果关系，也有回溯因

巧关系。例如，感知质量和教学过程可直接影响教学满意度，也可通过对教学效果间接影响

学习效果。因此本文需要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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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学满意度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ate 
 感知有用性 .089 .039 .089 2.260 .025 

教学设计 .365 .063 .365 5.755 .000 

教学环境 -.164 .060 -.164 -2.724 .007 

量的收获 .406 .079 .406 5.146 .000 

质的收获 .284 .071 .284 3.985 .000 

 

上述结果显示，感知质量和教学过程对教学满意度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教学效

果来间接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该影响路径，本文继续进行了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回归分

析，回归结果显示，两个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 10%的

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感知质量和教学过程对教学效果产生了正向影响，进一步解释了感知质

量和教学过程对教学满意度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提出的假设全部成立。由相关性分析可以判断，本研究预测

所有变量均与满意度有关，且为正向相关关系。从逐步多元回归方程分析结果来看，按影响

力度大小，依次为：感知有效性、教学环境、教学设计、量的收获和质的收获。学习者在翻

转课堂体验过程中，量的收获和质的收获的感受到越多，学习者在该学习模式下越有信心完

成任务，则其对教学满意度评价越高。 

考虑到感知质量和教学过程对教学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存在着中介效应，既感知质量和教

学过程可能通过教学效果间接影响教学满意度，在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感知质量和教学过

程对教学满意度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感知质量和教学过程对教学满意度的影响一部

分是直接影响教学满意度，一部分则是通过影响教学效果来间接影响教学满意度。 

5. 结论与展望 

翻转课堂是新的教学模式，在探索中并不能照搬于所有学科和课程。教学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是由环境、教学内容等为基础，教师和学生作为主体共同互动完成的有机整体。“互联

网+教育”发展趋势，是翻转课堂带动网络平台设备的一次改革，为了提升学生者的综合素养，

网络平台下翻转课堂更加民主和开放，有助于学习者在线上互动，然而这对于学校和教师具

有着挑战性，教师的授课内容、教学设计、授课环境逐渐需要满足学习者。因此，本人在未

来讲授中将运用翻转课堂更多实践运用，更加深入对翻转课堂学习满意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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