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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检索”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的

学生动机因素研究
∗

□王锰　陈雅　杨志刚

　　摘要　文章聚焦于“信息检索”翻转课堂中大学生持续学习行为与其学习动机的关系,首先

梳理和总结了相关领域的动机研究成果,并通过预调查和专家调查,形成正式学生课堂参与动机

测量量表;其次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调研数据提炼出乐趣、工具、自我实现、声望等动机类型,
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究学习动机与教学效果及持续学习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学习动机

直接影响持续学习能力变量,并通过教学效果间接影响持续学习能力,即教学效果是学习动机和

持续学习能力的中介变量.
关键词　学习动机　持续学习能力　教学效果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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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兴起于美国高中的以学生课外阅读或观看视频

获得传统课堂以外的第一手教学资料,课堂时间解

决学习问题为特征的“翻转课堂”颠覆了传统教学模

式,引起了教学结构、教学方式的变革.斯特尔杰

里米(StrayerJeremy)通过实验对比证实了翻转课

堂对学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和任务导向发挥的积

极作用[１].相比于传统教学,翻转课堂更加注重“以
学生为中心”,通过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来

促使其有效地学习[２],使得教师转变角色,真正成为

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引导者.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也应用了这一新型的教

学模式,相关话题的教学论坛、研究中心相继成立.
以中国知网(CNKI)为信息源,以“翻转课堂”为主题

词,文献类型选择期刊论文,时间限定在２０１８年及

以前,来源类别设定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可检索到１８１１
条数据,这些研究主题多样,涵盖教学模式、班级授

课制模式变革,微视频、微课程、小规模限制性在线

课程等教学资源开发及其对技术依赖涉及的教学方

式、教学设计方法更新,也涉及学习者如何自主学

习、掌握知识点、加快知识内化等内容.然而,以“翻
转课堂”“检索”为检索词组配,可获取的２０１８年以

前关于信息检索主题的核心期刊及CSSCI成果为

１７条,内容涉及课堂教学平台、教学方式改革、慕课

(MOOC)教学资源、用户微型学习、自主学习及信息

素养、数据素养培育等.
通过文献调研,可以了解国内关于“翻转课堂”

的评介和研究自２０１２年以来逐渐增多,集中于对

“翻转”理念、“翻转”模式、课堂设计进行探讨.但

是,这些研究及课堂实践并没有针对翻转课堂的对

象———学生进行深入分析,没有对学生学习过程及

学习效果进一步研究,没有根据学生学习过程的社

会性特征调整课堂设计,明显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在提升翻转课堂教学效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有关研究中,学者发现翻转课堂会因教师忽视学

生个体因素而导致学生消极应付,导致教学效果一

般.巴特亚当(ButtAdam)的研究显示２５％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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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看不到翻转教学的任何价值[３],金葛洛丽亚

(KimGloria)发现１５％左右的学生对翻转课堂不喜

欢或持有中立态度[４].当然多数研究表明,翻转课

堂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所发挥的促进沟通交流、实践

分享的作用不容小觑[５],在真实的情境和丰富的活

动中,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内容深层次交互有效建立

认知网络,实现知识内化[６].
信息素养教育是高等学校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的必要环节.高校图书馆是“信息检索”类课程的开

设者,必须适应新的信息环境,支撑当前中国高等教

育创新人才的培养.为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高校大

学生信息素养,本研究将在以往检索课程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结合所在单位翻转课堂实践的优势,着眼

于理顺教和学的关系,根据大学生的内在特征和社

会性特 征 来 优 化 课 堂 设 计,建 立 起 基 于 认 知 特

征———教学效果———持续学习能力过程的大学生深

度学习模式.

２　文献回顾

翻转课堂对各类教学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教学主体逐渐关注学习主体———学习者因素.相对

于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角度探索知识观、学习观和教

学观与翻转课堂的联结等[７],从学习者个体特征的

角度来探讨翻转课堂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针对学习者的特征深化教学设计.罗国锋

将文献检索课教学模式由“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

为主”,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专业背景、学习需求,
因材施教、因需施教[８].范新民将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活动、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要素与学习者

特征和学习要求有机整合,融入移动学习和翻转课

堂中,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

与创造性,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

导作用[９].
二是根据学习动机提升教学效果.学习动机是

指学习者对学习本身就存在兴趣而产生的动机.学

习者的动机来源于内部和外部.内部动机学习具有

自主性、自发性.比如,学习者的认知特征以及期望

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动机因素.王培婷和赵东华

等将学习者期望价值理论[１０]和认知负荷理论[１１],分
别运用到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分析学生期望特征、
认知特性,提出对翻转课堂通过形式效应设计来调

动学习者多重感官,变式效应促进学生体验情境教

学,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的课程设计方案.
然而,已有无论是从学习者的特点还是从动机

的角度开展的研究多数体现在理论层面.本研究针

对学习者动机,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旨在探讨如何

提升教学效果以及学生持续学习能力,如何在实现

知识内化的同时提升大学生的信息素养.研究着重

回答以下三个问题:(１)驱动大学生进行“信息检索”
课程参与的动机因素是什么? (２)大学生个体层面

的动机如何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３)不同动机如何

增强大学生持续学习能力? 本研究首先构建动机

集,其次依据相应量表并通过问卷收集数据,最后借

助因子分析、结构方程分析的方法尝试回答提出的

三个问题.

３　理论基础———自我呈现理论

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的研究起源于乔

治 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的“符
号互动论”.米德将“自我”划分为“主我”“客我”两
类,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
以之为基础,提出“镜中我”,包含三层含义:我所想

象的我在别人面前的形象;我所想象的别人对我形

象的评价;上述两方面引起的自我感觉[１２];欧文
戈夫曼(ErvingGoffman)在进一步凝练“自我”和
“镜中我”含义的基础上提出自我呈现理论,指一般

人在与他人的交互行为中如何表现自己,给他人创

造特殊 印 象 的 过 程,认 为 是 社 会 行 为 的 普 遍 特

征[１３].后来者进一步扩展了自我呈现的应用情景.
阿尔金罗伯特(ArkinRobert)认为自我呈现是个

体在与他人的互动情境中有计划地传递自我形象的

方式[１４];鲍迈斯特罗伊(BaumeisterRoy)从行为

的角度提出自我呈现是为了建立、维持他人对自己

的印象而在社会交往中有选择性的发生一系列的行

为的过程[１５].上述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形象管理”,
其在关系发起初期尤为重要,因为很多人借此决定

是否建立和保持关系,缺乏足够的自我呈现将会降

低社会交往的有效性.
自我呈现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鲍迈斯特罗伊(BaumeisterRoy)认为其是指

个体利用行为去与他人沟通来创造个体在他人心目

中的形象[１６].特德洛克菲利普(TetlockPhilip)
则对自我呈现细分,认为肯定性的自我呈现是个体

９７

高校“信息检索”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的学生动机因素研究/王锰,陈雅,杨志刚

AStudyontheMotivationFactorsInfluencingtheTeachingEffectofFlippedClassroominInformationRetrieval/WangMeng,ChenYa,YangZhigang　　　　



2
0

1
9

年
第5

期

出于自我价值提升的动因而改善自身社会形象,防
御性的自我呈现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形象予以

保护和维持,避免形象受损[１７].利里马克(Leary
Mark)在其所提出的自我呈现双元素模型中认为自

我呈现的动机是为了最大的酬赏和最小的惩罚[１８].
帕克纳基(ParkNamkee)等提出人们在社交网站

中自我呈现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人际关系维护,二
是人际关系发展[１９].

自我呈现是人际交往中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现

象,是参与社会活动的个体试图控制他人对自己印

象形成并加以维持、保护或改变已经形成的非期望

印象的过程.自我呈现在“信息检索”课程参与中起

着重要作用.将“信息检索”翻转课堂比作“舞台”,
那么每一个学生都是其间的表演者,同时也是观众,
这是一个通过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关系

来体现的过程.学生通过定义情景,对自己形成一

种角色期待,并设法将自己规定于其中.为维护自

身形象的一致性,每一个学生在同一情景,也就是自

己所设想的同一“观众”面前保持一样的行为标准,
以维护自我呈现的一致性.而“观众”对自己行为的

回馈,则是理解自己的行为,同样也会形成和改变对

自己的看法,这将影响自己的下一步行为.特别是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学生线上、线下行为的自我

呈现开辟了新的方向,在“信息检索”参与中,学生可

以在多种场景中更自由地应用自我呈现策略.

４　动机类型研究设计

根据文献综述中翻转课程学生参与因素以及自

我呈现理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设计学生参与翻转

课堂动机量表,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以进一步

区分动机类型.

４１　量表设计

量表设计主要分为依据文献调研提取动机内容

和根据学生访谈、预调查、专家访谈对题项修正两方

面.本研究首先通过提取出现频次较高的动机关键

内容作为初始题项.在确定初始题项后,针对“信息

检索”课程学生进行小规模访谈和预调查以对题项

进行筛选和补充.在完成学生访谈及调查后,针对

调整后的量表进行专家调查,调查的目的主要针对

两个方面:一是保证测量工具准确覆盖“信息检索”
课程参与的可能动机;二是保证测量题项在内容表

述和用词上妥当.具体的工作涉及对以下几个问题

的判断:测量题项是否涵盖全部可能的参与动机?
是否纳入无关动机? 是否存在冗余问题? 问题的表

述是否准确简洁? 测量题量是否合适? 最后,本研

究共整理和筛选出１６个问项,见表１.
表１　学生课堂参与动机题项

１ 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遇到难题,我可以寻求小组帮助

２ 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我可以与小组成员讨论解决问题

３ 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与小组成员互动交流可以产生新想法并激发新观点

４ 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与小组成员可以共享课程信息和学习资料

５ 我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很快乐

６ 我在完成信息检索课程任务中很放松

７ 我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可以缓解平时紧张的情绪

８ 我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可以畅所欲言

９ 我在课程学习小组中能发挥重要角色

１０ 我在课程学习小组中能挑战自我

１１ 我在课程学习小组中有成就感

１２ 我在课程的学习能给日常生活带来便利

１３ 我在课程学习中赢得老师和同学赞誉

１４ 通过课程讨论、发言可以影响他人的想法、态度

１５ 我在完成课程任务中提升了地位和形象

１６ 我在课程学习中获得了他人认可

西尔简(SealeJane),卡恩艾伦(CannAlＧ

an)[２０]

弗拉纳金安德鲁(FlanaginAndrew),梅茨

格米莉亚姆(MetzgerMiriam)[２１]

多拉基亚乌特帕(DholakiaUtpal),巴戈齐

理查德(BagozziRichard),佩扎罗丽莎

(PearoLisa)[２２]

蒂奥汤普森(TeoThompson),蕾姆费雯

丽(LimVivien),莱雷伊(LaiRaye)[２３]

王友成(WangYoucheng),费森梅尔丹尼

尔(FesenmaierDaniel)[２４]

卡茨雅各布(KatzYaacov)[２５]

刘丽群、宋咏梅[２６]

０８

高校“信息检索”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的学生动机因素研究/王锰,陈雅,杨志刚

　　　　AStudyontheMotivationFactorsInfluencingtheTeachingEffectofFlippedClassroominInformationRetrieval/WangMeng,ChenYa,YangZhigang



2
0

1
9

年
第5

期

４２　数据收集与分析

调研对象为修读“信息检索”课程的本科生.江

苏某大学本科生必修课“信息检索”翻转流程为:(１)

教师根据教学日历,制定教学视频并提交到网络平

台,供学生主动学习;(２)教师以小组为单位发布学

习任务,对小组成员及小组为课堂准备的汇报成果

事前把关,提出修正与完善的意见;(３)教师和学生

在课堂内进行面对面交流、讨论,以小组合作等形

式,对学生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优选和精选,

面向全体学生解答具有普遍性的难题;(４)通过问

答、测验等方式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估,以
便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５)综合评定成绩.教师对

学生小组学习成效、个人平时表现与学业测试成绩

进行综合评定.

４２１　数据收集

调查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通过

“问卷星”网站发布和回收问卷,问卷量表采用７级

量表,同意程度分为“１＝非常不同意、２＝不同意、３
＝比较不同意、４＝不确定、５＝比较同意、６＝同意、７
＝非常同意”.调查时间段为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１２月１９日,共计回收网络问卷４６３份,剔除同一地

址的重复提交、作答时间在１２０秒之内、填写“不确

定”选项过多、所有问题选同一答案等无效问卷后,

得到有效问卷３９６份.

４２２　可靠性检验

量表的整体克伦巴赫系数(Cronbachsα)为

０９７１,４个决定因素的克伦巴赫系数都在可接受水

平０７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４２３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可靠性与研究样本的数量有着紧密

关系.孔雷安德鲁(ComreyAndrew)认为样本数

在３００附近是良好的,在５００附近是非常好,因此本

研究的样本量比较合适.在因子分析之前,对样本

进行凯泽－迈耶尔－欧基诺(KaiserＧMeyerＧOlkin,

KMO)样本测度和巴特利(Bartlett)球形度检验测

量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当 KMO值大于０９时,表
示测量变量非常适合因子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

示,样本 KMO值为０９２５,Bartlett球体检验统计

值的显著性为００００,适合做因子分析(见表２).

表２　动机变量KMO和Bartlett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MO度量 ０９５２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７４８９０９９

df １２０

Sig ０

表３　动机变量旋转成分矩阵

成分

１ ２ ３ ４

在课程学习中,可以与小组成员

讨论解决问题
０８０９

在课程学习中,与小组成员共享

课程信息和学习资料
０８０１

在课程学习中遇到难题,可以寻

求小组帮助
０７８５

与小组成员互动可以激发新想

法、新观点
０７８０

我在课程学习中可以缓解紧张

的情绪
０８４２

我在信息检索课程中完成任务

很放松
０８３

我在 信 息 检 索 课 程 学 习 中 很

快乐
０７７９

我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可以

畅所欲言
０６６４

我在课程学习小组中能发挥重

要角色
０７８１

我在 课 程 学 习 小 组 中 能 挑 战

自我
０７６２

我在课程学习小组中有成就感 ０７５４

我在课程的学习能给日常生活

带来便利
０６３４

我在课程学习中赢得老师和同

学赞誉
０８０２

通过课程讨论、发言可以影响他

人的想法、态度
０７５

我在完成课程任务中提升了地

位和形象
０５７８

我在 课 程 学 习 中 获 得 了 他 人

认可
０５６７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a旋转在６次迭代后收敛.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结果见表３.
依据特征值原则并结合碎石图走势,本次共抽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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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同因素:因子１、因子２、因子３、因子４,可解释

总变异量的８５３７６％.其中,特征值越大表示该主

成分在解释变量的变异量时越重要.

４２４　因子命名

根据转轴结果确定的４个因素覆盖的题项内

容,本研究将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工具动机、乐趣

动机、自我实现动机、声望动机.学生对动机的整体

认同度为５８３.
(１)工具动机

指所有将课程当作载体,基于任务而参与课程

互动的动机,包括解决学校课业问题或寻找课程相

关资料以及交换想法,及时掌握课程信息等目的.
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对学生课程参与

背后的工具性心理机制的解释并不一致,工具性动

机蕴含任务交流和资源共享两方面的内容.在完成

课程任务中,那些因疑难任务或者资源求索而向同

学或老师求助的参与者,会积极地参与任务的互动,
通过表达自己的疑问、意见、想法,引出他人的建议,
从而满足信息交流的需求.本研究验证了上述两种

心理机制的存在.学生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

“与小组成员讨论解决问题”和“遇到难题寻求小组

帮助”的均值大于５９,“与小组成员共享信息和资

料”和“与小组成员互动交流产生新想法和新观点”
分别为６０和５９８,这表明对于很多学生来说,翻
转课堂发挥了问题沟通和资源共享的功能.

(２)乐趣动机

指参与讨论行为本身带给主体兴趣与愉悦而参

与课程的动机.按照自我决定论,人类自我决定的

潜能会引导人们从事有乐趣的、有益于自身发展的

活动,疏解烦闷生活,逃避现实等.对于那些希望通

过课程参与获得娱乐与放松心情的学生来说,参与

课程任务发表意见过程中确实能愉悦心情.在本研

究中,“我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可以缓解紧张的情

绪”和“我在信息检索课程中完成任务很放松”分别

为５６１和５６５,符合舒缓压力的内涵,“我在信息

检索课程学习中很快乐”和“我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

中可以畅所欲言”分别为５７３和５７６,印证了大学

生追求快乐、自由的心态.
(３)自我实现动机

指学生通过课程参与来构建理想形象,以获得

社会认同的动机.比如当个人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

提高时,愿意通过相互交流与互动,实现自身价

值[２７].这一现象也存在于课程参与情境中,多数大

学生具有较强的自我实现动机,这表现为,一方面大

学生对自身所属小组,即社会认同理论所指的“内群

体”,怀有较强的责任感,希望发挥作用,体现为“我
在信 息 检 索 课 程 学 习 小 组 中 能 发 挥 重 要 角 色

(５９４)”“我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小组中有成就感

(５９２)”;另一方面,大学生对实现自身价值也有期

待,表现为“我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小组中能挑战自

我(５９２)”和“我在信息检索课程的学习能给日常生

活带来便利(５９１)”.
(４)声望动机

指个体为满足知名度需求而参与课程的一种动

机.声望也是促使大学生参与课堂的重要动机之

一.对于那些看重课程和班级声望与地位的学生而

言,因为参与小组课程任务以及课堂展示是他们表

现自己、赢取关注、发挥个人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所
以他们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完成任务,发表独到的

见解,实现自我声誉的提升.本研究中,除“我在信

息检索课程任务中提升了地位和形象”略低外,“我
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赢得老师和同学赞誉、我通

过信息检索课程任务讨论和发言可以影响其他人的

想法和态度、我在信息检索课程学习中通过给予他

人建议和帮助可以获得认可”的分值均在５７以上,
反映出课堂积极参与者追求声望、提高知名度的

心理.

５　动机与学习行为关系

动机是使个体自身的内在要求与行为的外在诱

因、行为目标相协调,从而激发、维持行为的动力因

素.“信息检索”翻转课堂中,学生参与行为可能源

于不同的动机,学生相似或相同的动机也可能引起

学生课堂参与程度的差异.本研究将进一步分析以

上４种动机如何影响教学效果及大学生持续学习

行为.

５１　研究变量

本次纳入行为研究的变量分为动机、教学效果

和持续学习行为３类(见表４).其中,教学效果主

要关注学生在课堂情境中的学习过程评价,持续行

为主要侧重学生对课程的总体评价及通过进一步学

习内化检索知识及应用检索技能的行为.量表设计

同样经过文献调研、学生访谈、预调查、专家访谈等

程序对题项内容进行了修正.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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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课堂教学效果和大学生持续学习行为的测量变量

变量 内容

学习动机

工具动机

乐趣动机

声望动机

自我实现动机

教学效果

我会主动预习和展示信息检索任务

我注重信息检索课堂展示的表达技巧

我会对信息检索教学内容认真思考

我会对信息检索课程内容总结及扩展

持续行为

信息检索类课程符合我的学习期望

我愿意深度学习信息检索类课程

我会继续使用网络自主提升信息检索技能

我会经常参加信息检索相关的讲座、技能提升大赛

５２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用于分析因变量之间的多元多层

次交叉关系.本部分以工具动机、乐趣动机、自我实

现动机、声望动机４个动机为自变量,学习过程和持

续行 为 因 变 量,构 建 学 习 动 机———课 堂 教 学 效

果———持续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

５３　研究结果

研究首先对变量作信度和效度检验,接着对体

现学习动机、过程、持续学习能力的１２个观察变量

进行分析,探究学习动机———教学效果———持续学

习行为的路径,发现潜变量之间,潜变量与观察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皆显著(见图１).模型各变量皆表

现显著,适配度符合参考标准,有较强的解释力,适
配性检验结果见表５.

表５　模型适配性检验结果

适配度指标 最佳建议值 参数值 评价结果

χ２/df ＜３ ２９０９ 适配

GFI ≥０９０ ０９４３ 适配

AGFI ≥０８０ ０９０５ 适配

RMSEA ＜００８ ００７０ 适配

RMR ≤０１０ ００２０ 适配

CFI ≥０９０ ０９８４ 适配

PNFI ≥０５０ ０６９５ 适配

研究表明,乐趣、自我实现、工具、声望形成的动

机变量显著影响教学效果与持续学习行为.由此,
学习动机、学习过程效果、持续学习行为３个维度展

示了决定翻转课堂教学的成效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模型中,自我实现动机是学习动机维度的主要测

量变量,贡献度有０９１５;其次为乐趣动机、声望动

机,工具动机最低为０８２４.对于教学效果维度,内
容拓展对其影响最大(０９３２),是关键变量;其次为

表达技巧(０９０２)、主动 学 习(０８８７)、课 堂 思 考

(０８７４).持续学习维度,课堂学习与期望相符是关

键变量,解释力为０９４０;其次为愿意继续学习、自
主提升、参加竞赛等实践提升能力.工具动机、乐趣

动机、自我实现动机、声望动机是大学生学习的主要

动机,作为潜变量其不仅直接会影响其在“信息检

索”课程结束后能否主动的持续的提高信息检索能

力,其还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形式对大学生产生

持续学习行为和提高信息素养产生间接影响.学习

动机、课堂教学效果两个变量对持续学习能力变量

的影响系数达到０９０.

图１　大学生学习动机———教学效果———持续学习行为的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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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与建议

６１　主要结论

对“信息检索”课程大学生参与动机进行研究发

现,动机分为工具动机、乐趣动机、声望动机、自我实

现动机４大类.由于课堂环境的特殊性,更容易激

发学生对个人形象进行塑造,这表现为大学生愿意

以示人的形象参与课堂[２８].同时,贡献知识和能力

为参与者带来愉悦感和满足感,这体现了大学生参

与课堂的乐趣动机和自我实现动机;参与者的贡献

本质上是期待将来获得来自于他人同样的帮助,体
现了工具动机;寻求社会认同是大学生参与的主要

动机,而形象管理正是有效沟通和交流的前提.理

想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有助于个体获得自我尊重,另
一方面也有助于个体寻求社会认同,并在积极区分

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自我尊重.因

此,形象管理的最终目的既包括“声望动机”,又包括

“自我实现动机”.
基于“信息检索”课程参与动机分析教学效果及

大学生持续学习能力,研究发现在大学生学习动

机———教学效果———持续学习行为的路径模型中各

观察变量对动机、教学效果、持续学习行为潜变量的

贡献度很高,因子之间的关联度也较高.在模型中,
工具、乐趣、声望、自我实现动机决定的学习动机潜

变量直接影响学生在“信息检索”课程结束后能否通

过主动的持续的学习来提高信息检索能力,验证了

翻转课堂中学习动机对于提升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积

极作用.此外,学习动机还以影响教学效果的形式

间接影响大学生持续学习行为.这说明,翻转课堂

中学生学习动机是前因变量,动机越强,参与课堂就

越积极,体验也越好,学习收获也多,会进一步对其

持续学习起到关键作用.可以说,教学效果是学习

动机和持续学习能力的中介变量,通过其才能准确

揭示翻转课堂教学路径,提升大学生信息检索应用

能力.

６２　实施建议

“信息检索”翻转课堂具有较强的互动功能,能
促使学生持续参与课堂活动,带动低学习能力者投

入课堂讨论,提升学习的乐趣,深化学生的参与程

度.研究认为在翻转课堂中教师需要重视大学生的

学习动机的作用.同时考虑“耶克斯—多德森定

律”———学习动机与任务难度相辅相成,教师在课堂

设计中需要合理协调学习动机与任务难度的关系,

根据大学生的个性特点、认知风格和思维方式[２９],
通过课前深化、课中强化、课外内化,引导大学生主

动参与翻转课堂,促进其信息检索能力的提升.
(１)在课前学习环节,教师必须构建完整的学习

支持体系

这个体系要以为大学生构造一个可以便捷获取

学习资源、促进自主学习的虚拟学习环境为目的.
教师在知识点导入、学习资源组织中,一方面要保证

大学生无障碍获取学习资源,使之通过资源网站或

组员交流获取必要的课程资源,成为其学习的辅助

工具;另一方面通过激励措施和引导手段使大学生

根据自身特点自主选择知识点开展学习,与组员充

分交流,发现信息检索的乐趣,提升自己的社交影响

力,同时也发现自身知识储备的不足.本次调查也

表明大学生需要讨论场域解决学校所需资料或疑问

的动机较为强烈.在课前学习体系的支持下,“信息

检索”翻转课堂需要营造课前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

的氛围,提高大学生自发性的参与动机,使其在相互

沟通中发表意见、提出想法,初步激发其学习的自我

实现、声望等动机,促进其学习从浅层向深层过渡,
实现知识深化.

(２)课中研学环节的主要目标是聚焦并解决问

题,注重知识强化

教师通过一定的课堂教学情境,建立讨论场域,
和学生有效沟通,可以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热爱,进一

步强化其工具、乐趣、自我实现、声望等学习动机,使
其在交流讨论中增强学习动力.有研究表明有趣的

学习易于保持注意力[３０],结构化程度较低并且具有

更多合作的翻转课堂更易于调动学习者参与的积极

性[３１－３２].在教学形式不断丰富多样的背景下,教师

在课堂中需要根据教学交互的特征与规律,创设大

学生集体学习、合作交流、相互探讨的情境,使其自

由、轻松、活跃地投入学习,体会到学习探索过程的

便利与 愉 悦 以 及 学 习 带 来 的 自 信、成 就 和 满 足

感[３３].这样,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学生特点等来调

整教学节奏,通过课堂“汇报”“质疑”和“争论”,确定

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促
进学生在课堂中通过独立思考、合作探究、成果交流

等方式锻炼思维能力,拓展学习内容和学习深度,让
学生在强化知识的同时,也提升建构知识体系的

能力.
(３)课外实践环节,要与学校以及社会的信息化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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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分阶段、多层次地贯穿到大学生培养的各个

阶段

大学生的学习面临社会建构和认知建构,鉴于

翻转课堂可使其在课外进行自由化学习、碎片化学

习、个性化学习,教师应从提升大学生信息素养的角

度由点及面,由“课内小课堂”转移到 “课外大课

堂”,引导学生开展课外自主学习,使其将检索能力

外化于实践应用[３４],深化信息素养对于其学习效率

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翻转课堂如何通过课外实

践,促进学生持续学习,提升其信息检索应用能力,
实现知识和能力的社会建构? 一方面,通过校企合

作,比如与数据库商合作,为大学生提供竞赛和展示

成果的实践平台;另一方面,教师积极对学生进行实

践指导,将信息检索技能应用到“大学生社会实践”
“大学生科技创新”“毕业论文设计”中,使其保持自

我分析、自我反思、自我提升的信息意识,以提升学

生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加速信息检索知识的迁移

与运用,完成知识的实践内化,使之真正成为高素质

信息人才.

７　结语

“信息检索”翻转课堂可通过强化学生学习动机

和参与度来提升学习过程效果以及自主学习能力,
与美国部分院校的研究结论“翻转课堂取得成功的

原因在于其以探究性学习和基于项目的学习形式引

导学生主动学习”相互印证[３５－３６].为适应新的信息

环境,顺应国际信息素养教育发展方向,支撑当前我

国高等教育创新人才的培养,支持“双一流”高校建

设的需要,本研究认为信息素养教育工作必须要从

服务对象主体考虑[３７],高校教师需要在“信息检索”
翻转课堂中重视动机的作用,识别学生学习动机类

型,根据学习动机设置课堂情境和设计课堂活动,以
主动和探究性学习促进其知识的内化和迁移运用,
以实践提升其信息检索应用能力,并最终提升大学

生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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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MotivationFactorsInfluencingtheTeaching
EffectofFlippedClassroominInformationRetrieval

WangMeng　ChenYa　YangZhigang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relationshipbetweenstudentsparticipationinthecourseofinformaＧ
tionretrievalandthelearningmotivationinflippedclassroom．Bysummarizingmotivationresearchresults,

andwithpreＧsurveyandexpertsurvey,aformalstudentsparticipationquestionnaireisformed．IntheemＧ
piricalresearch,factoranalysisisusedtorefinethemotivationandidentifykeymotivationfactorssuchas
fun,tools,selfＧactualizationandprestige．Then,thestructuralequation modeling methodisusedto
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learningmotivationandteachingeffectandcontinuelearningbehavior．
Thestudyfoundthat:learningmotivationdirectlyaffectsthecontinuouslearningbehavior,andindirectly
influencesthecontinuouslearningbehaviorthroughtheteachingeffect．Theteachingeffectisthemediating
variableoflearningmotivationandcontinuouslearningbehavior．

Keywords:LearningMotivation;ContinuousLearningBehavior;TeachingEffect;Colle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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