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ability 

Bao Wen Li 

School of management, Liaon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nxi, Liaoning,China   

747767478@qq.com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clas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y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who get excellent grades and those who fail.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of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 events, the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ability is 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statistical software is us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results, and the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ability is verifie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ability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colle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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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为例，分析了大学生成绩优异者和不及格者的人格差异。

根据对大学生的行为事件访谈，初步确定了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模型，通过对大学生的问

卷调查，运用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验证了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模型。对大学生

信息化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出建议，为大学教育事业献计献策。 

1.引言 

本调查报告选题为“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影响因素调查研究”，涉及到三个关键词“信

息化”、“学习能力”、“培养”。“信息化”是当前教育界的热点，各类网络空间、微课、

慕课层出不穷。2017年1月25日教育部颁布了《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重点》，提出以“一生

一空间，生生有特色”为目标，积极鼓励推动教师建设、应用网络空间开展教学、研究、辅

导答疑等日常活动。推动鼓励学生利用网络空间进行学习活动。目前教育领域掀起的基于互

联网+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相关研究的热点。 

本研究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为例，研究如何培养大学生的信息化学习能力，提升大学的

教学水平，对全社会终身学习的终极目标提供借鉴。 

2.文献回顾 

信息化学习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和学习获得，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获

得，可以保持一生，是一种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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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化学习能力构成的研究成果很丰硕，不同研究者和组织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

研究方法提出了信息化学习能力的构成。 

2.1 国外的相关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分别提出了什么是信息化学习能力。

Hong等（2010）研究表明，大学生互相学习的能力、以往学习的经验、自我管理能力和高度

尽责性（即自我管理能力强，自学能力强）决定了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有的研究者总结

了一些对信息化学习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包括学习动机强，自控力强、具备恰当的学习策略。

自控力、学习态度、学习动机、网络文明习惯、学习策略、常规操作技巧等这些因素会影响

学生在线信息化学习的成功（Harasin，2002）。有的研究者认为沟通技巧、人际关系处理技

巧影响在线学习者成功与否（Dabbagh，2007；Williams，2003）。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习策

略和时间管理技巧往往比自律和学习动机有更大的作用。也有的学者从某一角度谈如何进行

终身学习，如与老师、同学良好的沟通，问题导向学习，并比较了传统训练和终身训练的区

别，认为终身学习训练比传统训练需要更多的视角和强度，需要多角度进行，以问题为导向，

需要更丰富的资源、合作、谈判，更多的基于工作和现实，更复杂的结构和问题的实施。 

国内关于信息化学习能力的研究更注重模型和纬度的研究，通过各种定性、定量研究方

法得出模型和维度。如大学生信息化学习的四维度模型：第一个维度是元认知能力（元与学

习策略更接近，主要指学习者自我调节、监控、观察、体验这些能力）、第二个维度是合作

能力、第三个维度是知识、技能里跨时间和情境的迁移能力、四是信息化获取能力。杨帆等

（2011）在梳理已有的信息化学习能力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研究

终身学习能力和从教多年的教育者，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六种信息化学习的能力，这六种能

力分别是自我评价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个体的信息素养、持之以恒的能力、问题解决

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有的研究者用德尔菲法，即专家背靠背询问法得出终身学习能力

素养模型，包括5个维度：自我认知和规划、学习准备、学习资源管理、学习过程管理和学习

方法（郑勤华等，2014）。一些研究者认为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网络环境、教师这些因素

是影响远程学习的重要因素（刘玲，2007；米文丽，2008；肖俊洪，2012）。 

2.2 信息化学习能力的培养 

对信息化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大多从信息化学习能力的构成因素着手。如陈鹏(2008)认

为可以从入学导学、过程助学、实践教学三个方面培养现代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康和平

等（2011）从信息化学习能力的角度，认为可以从贯彻自主学习理念、培养成人学生的自我

导向的人格特征、发展成人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和提供成人学习者适当的帮助四个方面

提升成人学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王瑛（2012）认为在网络学习环境下，可以从转变教学观

念，变革教学模式、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优化网络学习环境三个方面培养大学生的信息化学

习能力。可以从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确定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与社

区学习活动同步、组成学习小组、学会学习网络平台、充分利用社会公共文化资源和通过社

会考试对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八个方面培养成人自主学习能力（陈静，2013）。 

上述研究多是建立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对象多是教育工作者，而非终身学习

者本身，并且缺乏具体某一学科的信息化学习能力的相关研究。本研究运用心理学中的行为

事件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为例，研究对象是成人教育学院2017年入学

的学生。之所以选择成教学院的学生因为他们年龄阶段分散，大多数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体

现了终身学习的特点。构建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的评价维度和指标体系，为大学生大学生心

理健康课信息化学习能力的培养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为提升我国社会全员信息化学习能力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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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3.1 行为事件访谈法 

本研究在2018年8月到12月对学过心理健康这门课的在校大学生大学生心理健康成绩优

异者（班级成绩的前30%）进行访谈，描述他们大学生心理健康课取得优异成绩的原因，用

于分析、识别在特定情境下的关键能力（Spencer等，1994）。本研究运用行为事件访谈的主

要目的是确定信息化学习能力的维度，为下一步调查问卷的形成做准备。访谈的问题包括：

说出什么原因让你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远程网络课取得好成绩，如以前经验、熟练使用网络、

责任心强、同学帮 

助等等，至少说出三个原因。 

通过访谈并形成5维度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模型：元认知维度、学习动机维度、学习行

为维度、学习者自我身份认同维度、管理技巧维度。 

3.2 问卷调查 

3.2.1 能力模型的调查 

根据上节形成的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维度，形成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调查问卷，以

验证能力维度的正确性。用里克特五点调查法进行，从“十分不同意”到“十分同意”。 

2018年11月到12月，对辽宁省在校大学生共322人进行了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模型问卷

调查。 

3.2.2 人格因素的调查 

人格源于心理学人格心理的相关研究，人格因素对于预测个体的行为、认知模式、个体

行动的动机非常有效。在访谈中发现，大学生对人格的回答不是很清晰，对人格的术语很难

理解，回答的有效性保证不了。为了保证调查能够正常进行，选择里成熟的卡特尔16PF人格

量表进行问卷调查。 

2018年8月到12月，对142名学习过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的学生进行调查，这142名学生包括

成绩优异者（大学生心理健康课分数界定在80分以上）和成绩较差者（大学生心理健康课分

数界定在60分以下）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 

4. 问卷统计结果及分析 

4.1 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调查结果分析 

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调查样本男女基本均分。年龄较分散。对收集到的数据运用统计

软件进行了信度和效度分析。效度分析采用KMO和Bar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表明适合做因子

研究。 

根据维度与各项目的因子关系，对5维度模型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各维度信度和效度良

好。最终确立了5维度模型，共15个能力项目。 

4.2 大学生人格调查结果分析 

利用SPSS21.0对获取的有效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其中大学生心理健康课成绩优异者

94人，成绩不及格者48人。组1是成绩优异组，组2是不及格组。组2在恃强性、交际性、活泼

性这三个方面显著优于组1。组1在智慧性、忧虑性、有恒性、自立性、独立性这五个方面显

著优于组2，根据卡特尔16PF人格因素的含义，大学生心理健康课信息化学习成绩优异者的人

格特点是聪明、有恒负责、知识丰富、讲究良心、有些焦虑、自主性强、当机立断，严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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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大学生心理健康课信息化学习成绩不及格者的人格特点是固执好强，兴奋轻松、放纵逍

遥，敢为冒险、主动性强、少有顾忌。 

5. 结论建议 

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为例，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本研究分析了大学生成绩优异者

和不及格者的人格差异，通过对大学生的访谈确定了大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模型，并验证了

模型。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5.1 增强大学生责任心的培养 

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课成绩优异者和不及格者的人格比较发现，大学生心理健康学业成

绩优异者做事情讲究计划、负责，而大学生心理健康学业成绩不及格者更喜欢轻松玩乐，喜

欢放纵自己。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学习者有一些具体的任务，设置适当的奖励鼓励学

习者完成。增加互动环节，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形成责任意识和思辨能力。 

5.2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律精神 

自律性强的人往往能够自我督促完成预期额目标。在信息化学习过程中，往往缺乏课堂

教学的各种督促环节：按时上课、教师点名、课堂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老师按时检查。在缺

乏外界督促的情况下需要良好的自我督促能力。在信息化教学、建设各个环节中，需要设置

适当的环节，培养学生的自律精神。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5.3 加强对学生有恒性的培养 

大学生信息化学习周期通常比较长，如一门课通常32学识可以修满2学分，在长时间的自

主学习中，坚持即有恒性对于学习进度正常进行很重要。定时、定点的播放、信息化学习内

容中加入互动的环节，增强信息化学习内容的趣味性，这些都是我们大学生看重的东西。 

5.4 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计算机应用软件更新率高，需要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地掌握最

新的应用软件。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群讨论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形成互助的好习惯，

让学生合作学习。在每学期不同的学习阶段，告诉学生不同的学习策略和好的学习渠道，让

学生不断地掌握最新的计算机应用软件使用技巧和策略，增强学习的兴趣。 

本调查研究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为例，初步探讨了如何培养大学生的信息化学习能力，

希望对大学教育者起到一定借鉴意义，以不断地提升大学教育的水平，实现全社会终身教育

的终极目标。为大学教育事业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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