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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在线学习投入是有效衡量在线学习质量的重要指标。 现有研究已从学习平台、课程资源等客观

物理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在线学习环境对在线学习投入的影响,但忽略了在线学习中个体情感体验所形成的独特

心理环境的作用。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采用在线学业情绪量表、学习效能感量表和在线学习投入量表,对
386 名在线学习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探索在线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并分析学习效能感在其中的作

用。 调查结果发现:1)在线学习者积极学业情绪、消极学业情绪、学习效能感与在线学习投入两两之间显著相

关,在线学业情绪是影响在线学习投入的重要心理因素;2)学习效能感在积极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投入影响过

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消极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投入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在线学习过程中,学习

者应善于情绪调节,保持积极情绪与增强在线学习效能感以提高在线学习投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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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摇 摇 在线学习投入(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是

学习者在在线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状

态,包括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和行为投入等三方面

(Fredricks et al. ,2004;Chen,2010)。 研究表明,在
线学习投入作为个体学习积极心理品质是衡量在线

学习者学业动机水平、学业成绩和学习满意度的有

效衡量指标 (叶甲生等,2015;高洁等,2015;Rob鄄
inson & Hullinger,2008)。 因此,探索影响在线学习

投入的因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和改进,对优化

在线教学设计,提升在线学习质量,促进教育信息化

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有研究已从在线学习

平台、管理系统、问题设计、课程资源、学习共同体交

往质量以及学习者学习风格、人格特质等诸多角度

探讨了其对在线学习投入的影响(Coates,2007;Ma
et al. ,2015; Laird & Kuh,2005),这些研究进一步

深化了对在线学习投入的认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几乎所有在线学

习者在谈论在线环境下的学习经验时均会涉及学业

情绪情感问题,并且这些情感体验与在线学习独特

的情境紧密关联。 例如,王帆和杨成(2004)及利维

(Levy,2007)等调查访谈发现,在线学习过程中由

于“技术问题冶“在线资料的结构和性质问题冶“课程

时间安排冶以及“学生对肤浅的漫无目的的在线讨

论方式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学习者普遍体验到“挫
折、紧张、焦虑冶等不良情绪,而在线学习因“拥有主

动权冶“能与更多的人交流冶和“掌握了一种新的学

习方式冶等往往使学习者体验到“兴奋、激动冶等积

极情感。 依据情绪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简称 AET)以及情绪、认知与行为的关系(Weiss,
1996),在线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会因网络平台操

作、课程资源利用等获得不同的学业情绪情感体验,
而这种持久、弥散性的学业情绪又将形成个体特定

时期内独特的学习心理环境,进而影响个体的学习

行为表现。 因而,在线学业情绪(online academic e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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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是探讨影响在线学习投入因素中不可回避

的重要心理环境变量。 在积极心理学的启发下,西
方学者主要以弗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2001)的

“积极情绪扩展建设冶理论为依据,从实证研究的角

度阐述了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过程影响的重要性,
提出在线学习环境与传统学习环境下学习者情绪体

验的差异,认为积极学习情绪相对于中性情绪和消

极情绪更有利于积极学习行为的出现(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Marchand & Gutierrez, 2012)。 相

比之下,目前我国学者对情绪与在线学习投入关系

的实证研究较少,尚处于起步阶段。 鉴于情绪情感

体验具有鲜明的跨文化差异性(吕庆燕等,2010),
因而西方研究者关于在线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关系

的研究结论是否适应于我国在线学习有待验证。 此

外,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在线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投

入的内在影响机制。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认为,学

习环境、主体认知和学习行为三者之间动态交互影

响,其中自我效能感作为主体的先行认知因素在三

者交互作用中发挥重要作用(Bandura,1977)。 据此

理论,在线学习的物理环境(如学习平台、课程资

源)以及心理环境均是影响在线学习投入的环境因

素,而学习者对自己从事学习行为和获得学业成绩

能力的主观评价、判断和信念,即学习效能感将在物

理环境和心理环境对学习投入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

面,研究表明,学习自我效能感与在线学习投入关系

密切。 当学习者具有较高的在线学习效能感时,其
所设定的学习目标以及为实现学习目标付出的在线

学习投入程度水平均会显著提高。 例如,胡勇

(2014)以 285 名大学生为被试发现,在线学习者对

计算机运用的学习效能感是影响其在线学习平台使

用的重要因素;张琪(2015)提出,在线学习环境下

个体学习效能感越高,其深度学习水平越高。 基于

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提出,学习效能感正向预测个

体在线学习的投入,学习效能感越高,在线学习投入

水平越高,学习效能感越低,在线学习投入水平越

低。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也表明,在线学习的情绪情

感所构成的独特心理氛围也是影响学习效能感的重

要因素之一。 根据艾森( Isen,2002)的心境一致性

理论,当学习者处于较积极的学业情绪状态时,学习

者对自己的学习行为和获得学业成绩能力的评价、

判断会更高;相反,当个体处于消极学业情绪时,学
习者对自己在线学习能力缺乏信心,即积极学业情

绪增强了个体在线学业效能感,消极学业情绪弱化

了在线学习效能感。 李洁和宋尚桂(2011)以 334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积极高唤

醒情绪、积极低唤醒情绪对学习自我效能感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消极低唤醒情绪与学习自我效能感

显著负相关。 此外,王瑞(2013)也发现,在复杂网

络学习环境中,积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对学

习者学习效能感起不同的预测作用。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假

设在线积极学业情绪可以增强学习者的学习效能

感,消极学业情绪将起相反的作用;同时,基于在线

学业情绪与效能感、学习投入三者的关系,可以假设

学业情绪对学习效能感的影响间接作用于在线学习

投入。

二、研究方法

摇 摇 (一)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照学生课程

学习方式与教师教学方式,从某高校 2014-2015 学

年第二学期选修“现代教育技术冶在线课程的 27 个

班级中整群抽取其中的 6 个班级,共计 386 名大三

学生为被试,对其进行在线网络调查,问卷回收率

100% 。 描述性统计发现,被试性别匹配较为合理,
专业来源多样,能够较好代表在线学习大学生的基

本状态。 具体而言,男生 178 人(46. 1% ),女生 208
人(53. 9% );汉语言文学专业 121 人(31. 3% ),数
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24 人(32. 1% ),历史学专业 55
人(14. 2%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86 人(22. 3% )。
被试年龄范围 20-24 岁,平均年龄 21. 62 岁。

(二)研究工具

1. 在线学业情绪量表

本研究先根据在线学习环境的基本特征,将董

妍和俞国良(2007)编制的《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
进行修订(如将“学习冶修改为“在线学习冶等),然
后运用修订后的量表对在线学习者的学业情绪进行

测量。 其中,积极学业情绪(共计 30 项)包括积极

高唤醒情绪、积极低唤醒情绪两个维度,消极学业情

绪(共计 42 项),包括消极高唤醒情绪和消极低唤

醒情绪两个维度。 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连续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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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冶表示“完全不符合冶,“5冶表示“完全符合冶。 统

计发现,积极学习情绪和消极学习情绪两个分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 75 ~ 0. 89 之间,四因子结构

效度良好,拟合指标为:字2 = 245. 21,字2 / df = 1. 96,
CFI = 0. 94, TLI = 0. 91, RMSEA = 0. 050, SRMR =
0. 067。

2. 学习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修订了彭华茂等(2006)编制的《远程学

习效能感问卷》,采用修订后的量表对在线学习自

我效能感进行测量。 该量表共 43 道题,包括在线学

习一般效能感和在线学习特殊效能感两个分量表。
其中,在线学习一般效能感(27 个项目)主要测量学

习者对自己在线学习能力的总体评价,在线学习特

殊效能感(9 项)主要测量学习者基于具体在线学习

任务所形成的能力判断。 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级连续

评定,1 ~ 5 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冶到“完全符合冶。
两维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 73-0. 85 之间,
CFA 发现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字2 = 81. 53,字2 / df = 1.
87,CFI =0. 93,TLI = 0. 90,RMSEA = 0. 061,SRMR =
0. 055)。

3. 在线学习投入量表

本研究采用丛彭彭 (2012) 翻译的王 (Wang,
2011)等人编制的学业投入量表,对在线学习者学

习投入进行测量。 该量表包括认知投入、情感投入

和行为投入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定,1 ~ 5
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冶到“完全符合冶。 其中,认知

投入维度主要测量在线学习者掌握学习任务时所付

出的心智努力,共 8 项;认知投入维度主要测量学习

者对在线学习的态度或情感,共 9 项;认知投入维度

主要测量在线学习者积极性、努力程度、参与程度,
共 4 项。 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 72 ~ 0. 86 之间,
CFA 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字2 = 247. 38,字2 /
df = 2. 74,CFI = 0. 95,TLI = 0. 92,RMSEA = 0. 070,
SRMR=0. 044)。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 16. 0 和 AMOS 17. 0 统计软件

包对数据进行处理,首先计算研究变量的平均数和

标准差以描述变量的基本特征;其次,分析变量之间

的积差相关,为后续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奠定基础;最
后,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效能感在学业情绪与在

线学习投入关系中的作用。 此外,根据克兰(Kline,

2011)的建议,本研究选取以下关键指标用于评估

模型的拟合程度:卡方 ( 字2 )、卡方自由度比 ( 字2 /
df)、标准化残差均方和平方根(SRMR)、渐进残差

均方和平方根(RMSEA)、比较适配指数(CFI)和非

规准适配指数( TLI),并确定各指数的拟合标准:
(1)字2 / df > 3 模型不理想;(2)字2 / df < 3,CFI > 0.
90,TLI > 0. 90,RMSEA < 0. 08,SRMR < 0. 10 时模

型良好;(3)字2 / df < 2,CFI > 0. 95,TLI > 0. 95,RM鄄
SEA < 0. 06,SRMR < 0. 08 时模型优秀。

三、研究结果

摇 摇 (一)在线学业情绪、学习效能感及在线学习投

入的描述性统计

在线学业情绪、学习效能感与在线学习投入的

平均数、标准差及它们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

如表一所示。 可以看出,大学生在线学习投入处中

等水平,略高于理论平均值。 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

表明,在线积极学业情绪、学习效能感与在线学习投

入显著正相关;而在线消极学业情绪与在线学习投

入显著负相关。 同时,积极学业情绪正向预测学业

效能感,消极学业情绪负向预测学业效能感。 因此,
研究假设得到验证,为后续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表一摇 在线学业情绪、学习效能感及在线学习投入统计

变量 M SD 1 2 3

积极学业情绪 3. 08 0. 46 1

消极学业情绪 2. 07 0. 55 -0. 06 1

学习效能感 3. 49 0. 71 0. 42** -0. 17** 1

在线学习投入 3. 03 0. 49 0. 33** -0. 28** 0. 57**

摇 注:*p<. 05,**p<. 01,下同。

(二)在线学习效能感在学业情绪与在线学习

投入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了验证学习效能感在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投

入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建立结构方程模

型进行检验。 根据安德森和格宾 ( Anderson &
Gerbing,1988)的中介作用分析程序,本研究首先分

析了测量模型的拟合度。 其中所涉及的四个潜变量

为积极学业情绪、消极学业情绪、学习效能感和在线

学习投入,这些潜变量依次对应各自的积极情绪两

个维度、消极情绪两个维度,学习效能感两个维度以

及在线学习投入三个维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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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学习效能感在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投入关系中中介作用模型

测量模型拟合较好,拟合指标为:字2 = 143. 53,字2 / df
= 3. 78,CFI = 0. 93,TLI = 0. 90,RMSEA = 0. 078,
90%CI=0. 056-0. 079,SRMR=0. 062。

其次, 进行结构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

(2004)建议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本研究构建了不

包括中介变量(学习效能感)的直接效应模型和包

含中介变量(学习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模型。 结果

表明,积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投

入影响的直接效应模型拟合良好(字2 = 61. 06,字2 / df
= 2. 91,CFI = 0. 96,TLI = 0. 94,RMSEA = 0. 062,
90%CI=0. 050-0. 091,SRMR=0. 046),并且积极学

业情绪(茁 = 0. 42,t = 5. 85,p<0. 001)和消极学业情

绪(茁= -0. 35,t = -5. 64,p<0. 001)到在线学习投入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显著。 将学习效能感作为中介

变量纳入中介效应模型可以发现,中介效应模型达

到优秀水平,拟合指标为:字2 = 86. 92,字2 / df = 2. 48,
CFI =0. 97,TLI =0. 97, RMSEA =0. 062,90%CI=0.
046-0. 079,SRMR=0. 044。 由于积极在线学业情绪

到在线学习投入的路径系数在直接效应模型中(茁
=0. 42,t =5. 85,p<0. 001)显著,但在中介效应模型

(茁=0. 12,t =1. 83,p>0. 05)中路径系数不显著。 因

此,学习效能感在积极学业情绪和在线学习投入关

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而由于消极学业情绪到在线

学习投入的路径系数在直接效应模型(茁 = -0. 35,t
= -5. 64,p<0. 001)和中介效应模型中显著(茁 = -0.
26,t = -4. 87,p<0. 001),但在中介效应模型中路径

系数值有所降低(茁 值由 0. 35 降低为 0. 26),因此

学习效能感在在线消极学业情绪和在线学习投入关

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 1)。

四、分析与讨论

摇 摇 (一)在线学业情绪、学习效能感及在线学习投

入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发现,在线积极学业情绪体验显著高于

在线消极学业情绪体验( t = 26. 74, p<0. 001)。 这

表明在线学习者主要以积极学业情绪体验为主,这
一结果验证了朱祖林(2011)、王瑞(2013)的调查结

论。 此外,研究表明,在线学习效能感的均值高于理

论水平,这说明在线学习者学习效能感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这与张元灏(2014)对 498 名在线学习大学

生学习效能感的研究结论一致。 在线学习特殊效能

感得分高,一般效能感得分低,相关样本 t 检验表明

两个维度的得分差异显著(t = 3. 96, p<0. 001)。 这

一结果证实了李旭(2012)对陕西师范大学学习网

络精品课程《现代教育技术》的教育硕士研究生的

调查研究结论。 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线学习者学习

投入的均值接近理论平均值,这与叶甲生(2015)等
人对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1394 名在线学习者学习投

入程度的调查结果,即在线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水平

总体较高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也支持了袁新

(2014)对华中地区在线学习者学习投入的调查结

论。 在在线学习投入的三个维度上,研究发现,在线

学习者在认知、行为投入方面较高,在情感投入方面

较低,这一结果与孙传远和孙少华(2011)以及宋雅

燕(2012)对在线学习投入调查研究结论相符。
(二)在线学习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检验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学习效能感与在线学业情绪

和在线学习投入密切相关,但很少有研究关注在线

·29·

高洁 郾 在线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 OER. 2016,22(2)



学习效能感在其中的潜在中介作用。 本研究首先验

证了在线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投入的积极影响。 研

究表明,学业情绪作为一种在线学习过程中形成的

心理情绪直接影响在线学习效能感,在线学业积极

情绪水平越高,学习者在线学习效能感越高。 这一

结果证实了王瑞(2013)对在线学业情绪与学习效

能感的研究结论,即在线学习者处于较为积极的学

业情绪时,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会得到提高,学业情

绪处于消极状态时,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会降低。
这一结果也与佩克伦(Pekrun,2002)等人关于学业

情绪与学习效能感呈显著相关研究结论一致。 此

外,本研究还发现,在线学习效能感可以有效预测在

线学习者的学习投入。 这一研究结论与袁新

(2014)得出的对网络学习环境中学习效能感与在

线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的结论相符。 综上关于在线

学业情绪、学习效能感和在线学习投入的关系分析

可以发现,在线学业情绪可以通过对在线学习者的

学习效能感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在线学习投入。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线学习效能感在积极学

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业投入影响过程中

分别起完全中介作用和部分中介作用。 具体来说,
在引入学习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后,“积极学业情

绪—在线学业投入冶的路径系数由显著降为不显

著,说明在线学习效能感在积极学业情绪对在线学

习投入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消极学业

情绪与在线学习投入的关系即使在引入中介变量后

依然显著,这说明在线学习效能感在消极学业情绪

对在线学习投入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这一

结果没有支持弗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2001)的

“积极情绪与特定的行动倾向相联系冶的观点。 积

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投入的直接

影响之所以存在差异,除在线学习环境的特殊性之

外,情绪性质的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研究认为,
情绪是个体适应环境而生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消
极情绪是在应对具有生存威胁的环境中逐渐进化而

来的,与特定行动趋势联系更为密切;而积极情绪,
只伴有一般性激活,并不伴随特定行动趋势,不产生

具体的行动(郭小艳等, 2007)。 因此,在线学习环

境下积极学业情绪主要是通过激活个体的学习效能

感影响其在线学习投入,而消极学业情绪不仅直接

影响个体的在线学习投入,还可以通过对学习效能

感的弱化间接影响在线学习投入。

五、结论与启示

摇 摇 本研究发现,在线学习过程中个体情感体验是

影响在线学习者学习投入的重要心理因素,在线学

习投入对消极学业情绪体验更为敏感,即消极学业

情绪体验相对于积极学业情绪体验更显著地影响个

体学习投入。 此外,在线学业情绪还可以通过对在

线学习效能感的影响间接影响学习投入。 具体而

言,积极学习情绪通过增强个体在线学习效能感进

而提高在线学习投入水平,而积极学习情绪则通过

弱化个体在线学习效能感进而抑制了在线学习投入

水平。 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得出以下启示:
(一)在线学习者应善于调节不良学业情绪,保

持积极情绪

研究表明,消极学业情绪相对于积极学业情绪

更直接地影响了个体在线学习投入,还通过对学习

效能感的影响间接影响在线学习投入。 积极学业情

绪并不直接影响学生在线学习投入,主要通过对学

习效能感的增强进而影响在线学习投入。 因此,在
在线学习这一特殊学习环境中,教师要在深入了解

学生情绪发展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利用线上线下交

流、分享和答疑等活动,及时解决学习者在线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避免产生消极学业情绪而对学业

投入产生消极影响;同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会调节

不良情绪,做情绪的主人,积极应对在线学习中因多

种因素所诱发的消极学业情绪体验,从而更有效地

增强在线学习投入效能感,提高在线学习投入。
(二)在线学习者应增强学习效能感,提高在线

学习投入水平

研究表明,在线学习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在线

学习投入,并在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投入过程中起

中介作用。 在线学习效能感较高的学习者相信自己

有能力胜任在线学习任务,学习过程中也能够科学

制定学习目标、安排学习进程、寻找资源、主动与他

人交流,展现出较高的学习投入。 反之,学习效能感

低的学习者往往对通过运用自身能力完成学业任务

的能力判断偏低,信心不足,从而影响学习投入。 因

此,在线学习活动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提高在线学习

工具的使用技能,以便学生能较好地适应学习环境,
增强学习者在线学习的特殊效能感;其次,要加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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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加强网络协作学

习,提高学习活动参与度,促进学习者形成和保持较

高的学习一般效能感;最后,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开展

的过程中,教师要设计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提高学

习者在线学习效能感,从而达到提高学习者在线学

习投入,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 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

究设计,因而无法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性推

断,仅能得出相关性结论,未来研究可采用实验研究

设计或追踪研究设计,更好地解释学业情绪、效能感

与学习投入三者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验证本研究

的结论。 其次,本研究和已有研究均单一地从客观

物理环境或心理环境的角度探讨其对学业投入的影

响及其机制,未来研究应综合考虑影响在线投入的

客观物理环境以及心理环境的交互作用对学习投入

的影响,更全面、深入和有效地揭示其关系机制。 最

后,未来研究者应加强应用转化,在强化学习平台设

计、课程资源建设的同时,考虑个体潜在学业情绪等

心理环境的因素,按照人与环境交互理念更好地设

计和开发在线学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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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Online Academic Emotion on Learning
Engagement: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GAO Jie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爷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or e-learning engagement as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e-learning studies. Numerous researches have highlighted the impor鄄
tance of physical environments, such as e-learning platform and course resources, on e-learning engagement. Howev鄄
er, fewer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emotional states on learning
effects, and even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directed towards the intervening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鄄
tween emotional states and e-learning engagement. In this study, the scales of academic emotions, learning self-effi鄄
cacy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were administered to 348 college students aimed to investiga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learning self-efficacy on the link between academic emotions and e-learning engagement based on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e-learning engagement, whereas negative academic emo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e-learning engagement. Furthermor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earning self-effica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emotions and e-learning engage鄄
ment were significant. Specifically, learning self-efficacy played a full mediation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鄄
tive academic emotions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whereas it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on role in relationship be鄄
tween negative academic emotions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In addi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learners
should keep good emotion regulation in order to keep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and high level of learning self-effica鄄
cy in e-learning environments.
Key words: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negative academic emotions; learning self-efficacy; online learning engage鄄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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