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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rning attitude of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higher education to some degree. A survey on learning attitude of junior to major 
courses was carried out among four classes, and then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or the survey data,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attitude 
of junior to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involved many aspects, and it had real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learning. Learning attitude involved many aspects, while the listening attitude in class 
and self-learning attitude was still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Teachers having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cooperate to complete the teaching task well.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becoming a part of learning attitude; professional teachers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new international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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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专业课程学习态度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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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态度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了高等教育的成败。运用多元统计分

析的方法处理大学生学习态度的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学习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本科生教学提

供科学指导。学生对专业课程的态度涉及多个方面，并切实影响着学习的效果。听课态度及

自主学习态度是影响学习的最重要环节；不同职责的教师应该协同合作完成教学任务。对教

育国际化的认识正成为学习态度的组成部分，专业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认识新市场的专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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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学习态度是大学生对学习及相关情境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它是后天社会化作用

的产物, 受主体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学习态度的对象包括课程、教师、纪律以及学习前途

等很多方面，学习态度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率[1-3]。 
专业课程学习是大学学习不同于其他学习阶段的重要特征，因为绝大多数毕业生要走上工作

岗位，接受社会对专业课程学习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专业课程的学习优劣直接决定了学

生的就业前景和教育的成败。现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4]，它涉及国家的利益

和国际竞争力，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教育国际化形势下，大学教育的

目的之一是要培养适应国际化潮流的毕业生，在职业技能和思维方面满足市场的需求[5-6]。大

学生的竞争是国际性的竞争，专业课程的学习面临着更高的要求。研究表明对学习及专业的

态度不仅影响大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对其身心健康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7]。在新形势下开展

大学生对专业课程的认知态度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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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大学生学习态度的研究较多，但多数局限于各种态度的比例分析，缺乏统计学的探

讨和综合影响的分析。本研究对海洋专业的大三学生进行了专业课程的学习态度调查，希望

了解学生对专业课程的态度，通过多元统计方法分析影响学习的关键因素，为新形势下的本

科生教学提供科学的参考；把握学生在不同学习环节的关键问题，指导学生克服困难，提高

成绩，适应专业培养的新需求。 

2. 研究和统计分析方法 

2.1. 调查背景介绍 

以问卷形式搜集本科生学习态度的数据，问卷采用匿名形式进行，采集专业班级和性别信息。

在学习态度方面共设计了 3 大类项目，包括对待专业课的态度（课上听讲及课前、课后的自

主学习等），毕业计划（企业类型和出国留学等），以及对教育国际化的认知态度（本专业

在国际上地位，对国际交换生的态度等）。 
选择本科 3 年级的两个理科专业共四个班级进行了摸底调查，共发放问卷 105 张，有效问卷

100 份。其中男生 54 人，女生 46 人。舍弃低年级学生是因为其学习态度不如高年级学生积极；

听从家长安排专业和服从调剂的比例较高，对专业的了解很少[1,8]。三年级学生已经开始了一

年多的专业课学习，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是适合研究的对象。同时统计了四个班级在 3 年

内获得奖学金的情况作为分析参考。 
2.2. 多元统计分析 

将问卷中不同态度选项作为班级、性别的学习属性建立数据库，进行多维标度（MDS）分析

和关键因素（BEST）分析，统计和绘图借助 PRIMER®软件完成。多维标度法是一种将多维

空间的研究对象（样本或变量）简化到低维空间进行定位和归类，同时又保留对象间原始关

系的数据分析方法。不同班级男女生数量有差异，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然后计算对象

间的欧氏距离(Euclidean distance) djk，再利用 MDS 分析各种态度的综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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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 k 为要比较的班级和性别的分类组合；i=1, 2…p，为调查内容的条目，即对不同问题

的态度。为了考量 MDS 结果的可信度，用 Stress 参数测量 MDS 结果的回归适合度[9]。 
2 2ˆ( ) /jk jk jkj k j k

Stress d d d      

式中， ĵkd 是相应不相似性适合回归曲线预测的距离，如果所有计算距离的 ˆjk jkd d ，则 Stress
为 0。BEST 分析是对所有调查内容进行模拟排列，找出影响结果的关键因素来简化问题。 

3. 结果分析和教学启示 

3.1  结果分析讨论 

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的态度存在差异，总体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例如，不

认真听课的原因多种多样，不喜欢内容的占 30.3%，难以抗拒手机诱惑的占 16.2%，还有 13.1%
的学生做其他课程的作业等。限于篇幅，重点分析这些差异在班级和性别间有何综合性影响，

不具体分析每项内容的差异。 
图 1 展示了四个班级各种学习态度的综合差异，图中数字编号第一位代表专业，第二位代表

班级；字母 f 代表女性，m 代表男性。图中各点间距离表示不同对象间态度的差异程度。由

图可知，专业 1 男女学生的学习态度差异很大，在图中相距很远，尤其是专业 1 的 2 班男生

明显不同于其他学生。相对来说，专业 2 的学生间态度差异较小，但是 1 班男女生的差异很

大。总体上，男生占据图的左上部，而女生占据图的右下部。这说明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学习

态度随着专业、性别而有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与学生相互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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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四个班级各种学习态度的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和验证以上差异的影响，分析了这些学生在1-3年级获得奖学金的情况（图2）。 

 
 图2 四个班级获奖学金情况的差异分析  

 
图 2 和图 1 的情况类似，性别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专业 1 的 2 班男生在 3 年间没有人获得奖

学金，在图 1 和图 2 中都有明显表示。女生逃课较少，获得奖学金较多也是很多学校的普遍

现象；MDS 图很好地展示了这些差别。两个 MDS 分析的 Stress 值都小于 0.1，说明结果有非

常好的解释意义[9]。本调查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分析内容能够反映学生学习的结果，对分析学

习行为和指导学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在统计的所有条目中，BEST 分析选出 10 个因素作为反映学生学习态度的关键因素（相关系

数 r 为 0.95）。其中，对待专业课程的学习态度占了 60%，涉及课前预习，课堂听讲和课后

作业等方面。将来的计划（进入国际性企业，出国留学等）也是影响学习态度和成绩的重要

因素。对本专业在国际上的水平和国内外差异程度也影响着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态度。 
3.2  教学启迪和要求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态度影响着学习的效果，对学校和教师也提出了新

的要求。首先，授课情况和管理力度是决定学习态度的重要部分，教师应该认真备课，提高

学生学习兴趣，如何吸引学生注意力是每位老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大学与中小学不同，对于

课前和课后的监督较少，一些学生就产生了懒惰心理。教师应该通过课上提问和批阅作业等

形式及时了解和督促学生做好自主学习工作。无论哪个学习阶段，听课态度及其前后的自主

学习态度都是影响学习效果的最重要内容，是教学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的。其次，分析结果

也表明教学过程包括多个环节，仅凭专业课教师来督促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由多种职责

的教师分工合作；鼓励和吸引不同职能的教师参与到学生管理中 [10]。以教师为主导，大学生

为主体，专业教师协助大学生制定学习目标和计划；辅导员和任课教师协助制定个性化培养

方案，在实施中进行解惑和监督 [3]。还有，学生对就业和前途是关注的，这影响着学习效果；

一些研究也表明认真学习的动力多数来自就业压力[1]。这要求专业课教师应该与时俱进，积

极了解专业前沿和国际形势，以满足学生的需求，这也是提高学习兴趣的一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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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对专业课程的态度涉及多个方面，并且切实影响着学习效果。课堂听课

效果及自主学习情况仍是影响学习的最重要环节。同时，学习态度涉及多个方面，不同职责

的教师应该协同合作完成教学任务。对教育国际化的认识已经成为学习态度的组成部分，课

程中应该引导学生认识新市场的专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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