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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veal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urvey on 266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who get an score in obstacles type dimension is equal or greater than 3 take a big 

proportion; for student whose score of two positive dimension is equal or greater than 3 account for over 50%; there is gender 

difference in conflict type dimension（p<0.01）; there is significant grade difference in conflict type dimension, barrier type dimension 

and cohesive type dimension（p<0.01）. Above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 communicate in network, and in that way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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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师生关系的现状及基于网络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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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大学教育学院，临沂，山东，中国 

摘  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辅助工作，对在校 266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师生关系总体分析结果是障碍型维度均分

大于等于 3 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大，两个正向维度均分大于等于 3 的人数所占比例均大于 50%。大学师生关系在冲突型维度上存在性别

差异（p<0.01），在冲突型、障碍型和亲密型三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尤其是在亲密型维度上大四与其他三个年级存在显著

差异（p<0.01）。因此，对高校师生关系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我们要学会利用网络来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师生关系得到改善。 

关键词  大学生，师生关系，冲突型，障碍型，网络交流平台 

1．引言 

高校和谐师生关系的建构是和谐社会对高等学校教育

中师生关系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学校提高其教育教

学质量的重要保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高校的不断扩招，教师队伍的层次多样，教师的师德、学

生的素质参差不齐，高校教育管理方式相对陈旧和滞后等

问题，严重影响了目前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在这样的环境

中，高校师生沟通较少，感情淡薄，甚至有些学生与教师

沟通存在障碍。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该从教师和学生的

自身出发，寻找相应的对策来改善师生关系。在当下的网

络时代，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充分利用网络交流

平台增加与老师的沟通交流，从而改善师生关系。 

 

2．问题提出 

教师是学生人际交往的重要对象，师生关系是学生人

际交往中的重要内容，对教育效果及学生成长有着重要影

响。在目前网络时代的背景下，大学的师生关系是不容乐

观的，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很少，几乎是学生没有事不

去与教师沟通交流，教师对学生的了解甚少，因此构建和

谐师生关系是刻不容缓的。 

3．研究程序 

3.1  研究工具 

本研究对 Piana 的师生关系量表进行了修订，采用修

订后的问卷进行调查。该问卷包含了 17 个项目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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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维度：支持型和亲密型；负向维度：冲突型和障碍

型），四个维度的信度均大于 0.75，量表采用的是五点计分

(从“很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被试在支持型和亲密型两个

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表明师生关系越趋向于正向；在冲突

型和障碍型两个维度上的得分越高，则表明师生关系越趋

向于负向。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临沂大学 300 名在校

大学生，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288 份，有效问卷 266

份。其中男生 106 人，占总被试人数的 39.8%；女生 160

人，占总被试人数的 60.2%；独生子女 98 人，占总被试人

数的 36.8%；非独生子女 168 人，占总被试人数的 63.2%；

大一学生 46 人，占被试人数的 17.3%，；大二学生 44 人，

占被试人数的16.5%；大三学生78人，占被试人数的29.3%；

大四学生 98 人，占被试人数的 36.8%。 

4．研究结果 

4.1 高校师生关系的总体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是五点计分（1、很不符合；2、不

太符合；3、一般；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统计维

度均分大于等于 3 的人数及所占的百分百是因为若维度均

分大于等于 3 就可以说明被试在这个维度上有倾向，所占

的比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师生关系总体分析 

 
维   度 

冲突型 障碍型 支持型 亲密型 

维度均分>=3 的人数 39 93 187 146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14.7 35 70.3 54.9 

表 2 男女大学生的师生关系状况比较 

 

性        别 

男                                  女 

M SD M SD t 

冲突型 11.27 4.217 9.04 3.374 4.784*** 

障碍型 10.84 3.141 10.39 2.600 1.261 

支持型 13.10 3.132 13.04 2.915 .160 

亲密型 11.89 3.287 11.89 2.794 - .019 

注：*表示 p<.05，**表示 p<.01，***表示 p<.001，下同。 

表 3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师生关系状况比较 

 

年    级 
 

大一（n=46） 大二（n=44） 大三（n=78） 大四（n=98） 

M SD M SD M SD M SD F 

冲突型 8.22 2.60 8.91 2.87 10.03 4.07 11.11 4.24 7.56*** 

障碍型 9.80 2.47 10.27 2.44 10.65 3.23 11.07 2.78 2.34 

支持型 13.76 2.93 12.98 2.51 13.06 3.56 12.79 2.72 1.12 

亲密型 12.80 2.52 12.30 2.90 12.28 3.80 10.97 2.65 5.50** 

 

4.2 男女大学生的师生关系状况比较 

对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结

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师生关系冲突型维度上，男生和

女生存在显著差异，且男生平均分要高于女生；而在师生

关系的其他三个维度上，男女大学生的差异不显著。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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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当前大学生师生关系中，男生与老师的关系不够和谐。

表 3 还显示出两个负向维度（冲突型和障碍型）的平均分

与两个正向维度（支持型和亲密型）的平均分相近。 

4.3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师生关系状况比较 

大学生师生关系状况的年级差异，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师生关系的冲突型和

亲密型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师生关系

的障碍型和支持型两个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多重

比较发现：不同年级大学生师生关系在冲突型维度上的的

差异主要表现为大一与大三和大四存在显著差异，且大三

明显高于大一（p=0.010<0.05），大四也显著高于大一

（p=0.000<0.001）。大二与大四在这个维度上也存在显著差

异，且大四明显高于大二（p=0.001<0.01）。在障碍型维度

上大一与大四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大四显著高于大一

（p=0.013<0.05），这说明大一与老师沟通存在障碍。在支

持型维度上四个年级不存在差异。不同年级在亲密型维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四与大一、大二、大三三个年级均存

在差异（p<0.05），大四平均分均明显低于大一、大二、大

三。 

5 讨论及对策 

4.1 讨论分析 

4.1.1 高校师生关系总体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师生关系总体进行了分析，统计各维度

的均分，计算出平均分大于等于 3 的人数，然后算出他们

在总体占的百分比。结果显示，被试在师生关系冲突型维

度上占了 14.7%，虽然比例不是很大，但是还是能说明一

些问题的，说明还是有一部分同学与教师存在冲突关系的。

在障碍型维度上，均分大于等于 3 的人数占 35%，这说明

有一些同学与教师存在沟通障碍，有些同学甚至不敢和教

师接触，与教师接触他们会觉得不自在，说明师生关系存

在明显的不和谐。在两个正向维度上，在支持型维度上占

的比例最大，均大于 50%，在亲密型维度上次之，这说明

一些同学只是可以在教师那里得到支持和鼓励，但是还没

有达到一种亲密状态，因此师生关系仍有待改善。 

4.1.2 高校师生关系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师生关系冲突型维度上男生的平

均得分要高于女生，且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男生

与教师的关系更为不和谐，有时还会有冲突。而在障碍型

维度上二者得分均相当，说明对于与教师沟通交流男女没

有差异。在支持型和亲密型维度上男女生也没有显著差异。

那么男生冲突型维度得分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可能是

因为男生本身的攻击性要强于女生，对于教师的教学方式

以及平时的奖惩方式，他们如果觉得不妥当他们就会表示

出不满，并且据统计现在大学里男教师要多于女教师，男

生发生冲突的对象更多的是男教师，因此对教师的不满可

能会引起反抗，这就会导致冲突发生。 

4.1.3 高校师生关系的年级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师生关系冲突型维度上大二、大

三、大四均高于大一。我觉得有以下两种原因导致大一新

生与老师冲突较小：一方面，大一学生刚刚走进大学校园，

他们是高考的幸运儿，在初中高中时也应该是老师的得意

门生，他们与大学教师接触还不是很多，他们可能还停留

在初中高中与老师沟通多的状态中，因此他们与大学教师

之间的接触不多，还没有真正建立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另

一方面，大一学生刚进入大学，对大学的学习、生活还显

得不习惯和不适应，他们在高中时老师要求要严格，而在

大学，上课的模式他们刚刚接触，觉得有些自由，与教师

接触很少，因此与教师冲突也很少产生。 

研究结果还显示出了在障碍型这个维度上大一与大四

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大一在此维度上的得分也不是很低，

据统计对于障碍型包括的项目，学生选择 3 分以上所占的

比例也相当高，这个结果表明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与教

师沟通接触存在明显的障碍，他们有的会觉得与教师相处

很费劲，还有的为自己与教师的关系不好而发愁，这些问

题都能显示出他们在与教师接触时有困难，这样他们就会

减少与教师的沟通交流。 

从研究结果还能看出，在亲密型维度上大四与大一、

大二、大三三个年级均有显著差异。且大四得分均低于其

他三个年级，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大二大三的专业

课较多，与教师接触的机会也较多，但是到了大四，由于

毕业在即，有的忙于考研究生，有的忙于找工作，而且大

四一年的课程相对很少，与教师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也大幅

度减少，故他们就不再像低年级学生与教师那样有着较亲

密的关系。 

4.1.4 高校师生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高校师生关系的因素很多，综合前人的研究，我

认为影响高校师生关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一些高校扩招，这就会影响师生交流的次数。众所周知，

人际关系的疏密，与人际交往的频率、人际交往数量有关。

当前高校扩招、办学规模日渐扩大，学生人数日益增多，

许多学校都会实行合堂上课，教师常常面对百人以上的学

生上课，这种状况就会减少师生接触的机会，增加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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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很多教师几乎不认识学生，更何况交流，自然使师

生关系趋于淡漠。 

最后，现在社会对教师的要求增加，教师只要稍有不

慎就会招致各种各样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能以

平常的人性化的标准看待教师，他们认为教师不应该有任

何错误，既学富五车又品德高尚。因此，教师稍有差错就

会令学生抱怨，甚至容易因教师的一点失误或差错就以偏

概全，完全否定教师，产生失望情绪，从而有意不与教师

深入交往，影响师生关系。 

4.2 相关对策 

4.2.1 网络环境下师生关系的重构 

教育过程中的知识传递、情感陶冶、人格培养等，都

基于师生关系而形成。我们生活在网络纵横的年代，十年

前，网络还处于萌芽时期，那时很少有学生拥有手机、电

脑。随着经济的发展，网络的普及，现如今在网络的环境

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网

络的便捷性、交互性、超时空性以及对资源的共享分配方

式对缓和紧张的师生关系有着积极影响，对构建新型的师

生关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4.2.2 网络交流平台的应用 

在新的媒体中，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方式、交流方式、

交际平台的构建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主要有手机、电子

邮件、飞信、博客等方式。 

4.2.2.1 手机 

对于本研究中发现的问题，男生与教师更容易发生冲

突，这可能是男生很难理解教师，也应该是与教师沟通较

少的结果，我们可以利用手机来增加与教师的沟通交流，

使学生与教师相互了解，相互理解，这样就会减少矛盾和

冲突，增加和谐。手机通话是一种非面对面的语言沟通。

通过运用手机通话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在高校

师生沟通中有时会有某种原因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意见明

确地表达出来，这时，就可以采用模糊的技巧把输出的信

息“模糊化”，使师生之间的沟通留有余地，这样就避免了

面对面交流的尴尬局面。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或者发

飞信的方式，对于一些问题，学生不想当面表达，可以通

过短信来沟通。通过手机还可以从大学生那获得关于教学

方面的信息，从而及时、有效地改善师生间的关系。 

4.2.2.2 电子邮件 

本研究还发现，大一与教师沟通存在明显的障碍。的

确如此，在师生关系整体研究中发现师生关系有一定比例

的冲突型和障碍型，且障碍型比例较高。他们可能是刚刚

进入大学，与教师沟通很少，甚至有的学生不知道该怎么

去和教师交流，不敢与教师交流。对于不敢表达的思想，

我们可以通过给教师发送电子邮件来表达，它不仅方便快

捷而且隐蔽性很强。有些大学生与教师交流会紧张，与教

师面对面交流可能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想法，因此学生可

以运用电子邮件的形式把他们的一些心理的问题直接发给

教师，让教师给他们帮助，电子邮件不可替代的优点就是

可以传输大篇幅的内容，并且隐蔽性很强，这样就可以避

免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且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这样可以一

点点的减少交流障碍，从而加强支持、增进师生间的亲密

感。 

4.2.2.3 博客 

本研究显示出大四学生与教师的亲密性很低，说明大

四学生与教师交流较少，大四考研的同学时间很紧，有了

博客，他们可以随时抽出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交流平台上

的情况，来看看有没有自己学习上需要的资料，这样还可

以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博客(Blog)就是以网络作为载体，

简易迅速便捷地发布自己的心得，及时有效轻松地与他人

进行交流，再集丰富多彩的个性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平

台，博客具有半开放性的特点。博客可以讨论某个议题或

发表一些言论，教师可以将自己的信息发送的博客网站，

这是汇报自己的信息而不是直接发给接受者，接受者（学

生）可以反复阅读，这样学生就可以得到信息的真实内涵，

从而进行周密思考。 

除了这几个网络沟通工具之外还有很多种方式进行网

上交流，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在的网络资源，我相信网络

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还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拉

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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