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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alyz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eachers’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ing can help schools make more rational decisions on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uses training experien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alues, computer
self-efficacy, teaching age, school organization support, management support, and job support to
predict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ers’ daily teach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eachers’ self-efficac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aining, organizational support, management support, teachers’ valu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alues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teachers’ IT application. Among them, self-efficacy of computer use and training experie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Finally, the researchers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for improving teacher education and proposed follow-up research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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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分析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影响有助于学校制
定更加合理的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决定。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经历，
信息技术价值观，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教龄，学校的组织支持、管理支持和工作支持预测教师日常教学
中的信息技术使用情况。研究发现，教师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组织支持、管
理支持、教师的价值观和教师的信息技术价值观是预测教师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显著预测变量。其中，
计算机使用的自我效能感和信息技术培训经历的影响最大。最后，研究者讨论了研究对于改进教师教育
的意义并提出了后续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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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信息化是国内外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让教师
把信息技术有效地整合到日常教学中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教育部更在 2012 年发布了《教育信息化
十年发展规划》，希望通过规划的发展和实施，建设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促进优
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思想、理念、方法和手段全方位创
新以期通过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然而有研究发现，当前的教育信息化存在对信息化认识不够深
刻、信息化教学资源及软件建设滞后、信息化培训重技能轻应用、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技能有待提高等问
题。即使学校不缺乏相应的信息技术软硬件设施，不少教师也不会在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或使用效果不
佳[1] [2]；部分研究者还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3]。但是，目前针对信息技术教学
应用的分析还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国内针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范围界定不是很清晰，研究者大多没有明确指出这些技术是用
于教学、办公、班级管理还是日常娱乐，因而分析存在泛化的倾向；第二，不少研究是描述性的，没有
区分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因而不能解释教师的技术应用是直接受到了技术培训的影响，或
是受到了教师对教学或技术应用理论等因素的影响。
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试图通过定量研究，在综述相关研究及理论的基础上，构建预
测教师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教师开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因素，从而为改
进学校教学决策，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课程开发质量，更好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依据。
本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围绕以下 4 个部分展开：
第一，以中学教师为对象，针对他们日常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在文献综述和访谈的基础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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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影响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
第二，在确定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构影响教师信息技术教学应用因素的预测模型和形成研究假设；
第三，设计测量模型中各变量的指标体系研究框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了解高校教师信息技术教
学应用情况，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验证；
第四，确定不同因素对教师信息技术的影响程度及其相对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教师的信息
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方针和策略。

2. 文献综述
本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选择了与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影响较大的诸多要素，从教师的信息技
术培训经历、教师的技术价值观、技术应用自我效能感、学校情境和教师的教龄等角度，对影响教师教
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进行调查。

2.1. 教师的技术培训经历的影响
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了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目前，信息技术技能学习是大多
数师范大学本科生信息技术类课程和在职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的核心内容[4]。信息技术技能培训有助于提
升教师对技术价值重要性的认识和使用信息技术的自信心[5] [6]。
研究发现，面向课程整合的信息技术培训方式有助于广大中小学教师提高信息素养、转变观念，并
最终把信息技术整合到学科教学中[7]。针对教师参与基于技术的教学培训项目作用的研究证实，整合技
术的方法类课程会影响新教师在教学中的技术应用和提升他们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效能[6] [8] [9]。
这意味着教师的技术熟练程度及其对使用信息技术的态度会影响他们的技术应用[6]。因此，本研究假设：
H1：中小学教师的技术培训经历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技术价值观。
H2；中小学教师的技术培训经历会显著影响他们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
H3：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经历会显著影响他们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

2.2. 教师的信息技术价值观和技术应用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期望价值理论认为，个体从事某项任务的动机受到个人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可能性的期待和对这一任
务所赋予的价值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个体自我感觉达到目标的可能性越大，从这一目标中获取的激励值
越大，个体完成这一任务的动机也越强。首先，个体必须相信执行某个特定任务会带来某种好处；其次，
个体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成功。教师的技术价值观对于促进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技术是构建新型学习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信息技术的引入使教学情境变得更加复杂，因
此，教师的技术价值观对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有很大。研究也证实，教师信奉的技术价值观会对他们在
教学中的技术应用产生重要影响[10] [11] [12] [13]。
针对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研究发现它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之间显著相关[14]并对推进信息技
术与课程整合具有重要意义[9]。教师越是相信自己能够顺利地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教师越可能在实
际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因此，本研究假设：
H4：中小学教师的技术应用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他们的技术价值观。
H5：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
H6：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价值观会影响教师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

2.3. 环境的影响
研究还发现，教师的技术应用还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7] [15] [16]获取和使用各种技术和设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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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学校的政策制度、外部的支持和刺激，以及充足的用于探
索技术的教育应用资源有助于推动教师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活动[12] [13] [15]。
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学校的支持有时候往往是决定性的。中小学教师所在学校的支持，
特别是来自管理人员、其他教师和合作教师的帮助和支持是影响教师技术使用意图和具体使用的另外一
个重要因素[13] [17]。支持性的实践环境有利于教师的技术专业发展。教师在教学中进行新技术尝试的时
候，是否有支持性的学校环境非常重要。其中，管理支持、工作支持和组织是影响个体参与技术培训和
职业发展活动的关键环境因素，它们反映了组织在人际关系、工作绩效要求和组织目标等不同层面所提
供的支持常用于分析组织的培训设计及其效果[18]。因此，本研究假设：
H7：管理支持有利于中小学教师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
H8：工作支持有利于中小学教师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
H9：组织支持有利于中小学教师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

2.4. 教师教龄的影响
王春蕾的综述也发现，美国中小学教师的教龄和年龄是影响他们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重要因素[7]。
Russell 及其同事对美国密苏里州 2894 名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技术使用方式分析后发现，
教龄低于 5 年的新
教师与教龄在 6~10 年的成熟教师和退休教师相比后发现：新教师比熟练教师和退休教师的技术准备更充
分，但退休教师对电子邮件的使用比比新教师更广泛；同时新教师的信息技术虽然较高，但他们在教学
中并没有显示出更高的技术应用能力[19]。国内研究者针对中小学教师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林秀
钦针对中小学教师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教龄的教师信息技术使用和价值认同差异显著[20]，刘磊光则证实
了不同教龄的教师信息技术所应用的课程类别和整合应用能力都存在较大差异[21]。因此，本研究假设：
H10：中小学教师的教龄会影响他们的信息技术应用自我效能感。
H11：中小学教师的教龄会影响他们的信息技术教学应用。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研究提出图 1 所示的分析模型，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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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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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ediction mod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图 1.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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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参与者和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以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向单县实验中学、单县一中、七中和希望
小学、师范学校等学校的教师发放了 320 多份纸质问卷。问卷的发放从 2014 年 5 月持续到 2014 年 7 月，
历时两个月。同时为了对参与调查的老师表示感谢，研究者还在老师填写问卷的同时向他们赠送小礼物
以示感谢。最后回收后共得到 231 份有效问卷作为最后的研究数据来源。
统计分析发现，在接受问卷调查的教师人群中女性占样本的 60.77%，男性教师占 39.23%；教师的年
龄分布看，中青年占据了中小学教师的主体，30 岁以下的教师占 35.23%，45 岁以下的教师占 80.35%；
几乎所有学生在校都有使用计算机的机会，他们平均使用计算机的年限为 7.4 年(SD = 4.12)，他们每天使
用计算机的时候是 3.8 小时(SD = 1.23)。教师大多具有 5 年以上的互联网使用经验。教师们平时在家使用
计算机的主要目的包括浏览网页、查找信息资源、备课、上网聊天、打游戏等活动。

3.2. 量表和变量
为了保证研究量表的内容效度，本文参考了国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小学教师课程教学实
际情况设计了研究量表，然后再通过小范围试用调查结果和征求中学教师的意见的基础上上形成正式量
表。整个问卷共包含 6 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了解教师的人种志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每天使用计算
机的时间；第二部分主要了解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情况，共包含 5 个题项；
第三部分主要了解教师的信息技术技能培训情况，共包含 9 个题项；第四部分的信息技术价值观量表改
编自林秀钦的信息技术价值认同量表，主要用于测量教师对于信息技术的作用和价值的看法，包含 8 个
题项[20]；第四部分涉及教师所在学校的组织环境，则是在 Tracey 和 Tews 的量表基础上改编而成，共包
括 8 个题项[22]；第五部分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量表源于 Compeau 和 Higgins 等人的研究，共包括 10 个
题项[23]。表 1 是问卷中所涉及的变量及其涵义。

3.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因为它可以分
析涉及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关系模型，且能综合考虑了测量误差、相关残差、模型的交互和自变
量之间的相关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教育和行为研究中诸如感知、信念和态度等变量都是不能直接观察的
潜在变量，因而特别适合使用 SEM 进行分析。
Table 1. Latent variables and their indicators i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 1. 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潜在变量及其指标
潜在变量

涵义

题项数

信息技术教学应用

教师利用信息技术作为信息收集、课堂演示、师生学习交流、学生个别辅导和协作工具

5

信息技术培训

诸如电子表格、Word、PPT、动画、声音、视频、网页制作、
图片处理等技能培训和信息技术价值观念培训

9

信息技术价值观

教师对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价值的感知，得分越高，则教师对技术的价值感知就越高

6

计算机自我效能感

教师对使用信息技术处理各种任务的自信程度。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

10

组织支持

学校在规章制度、程序和教学中凸显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重要性的程度，例如奖励机制

2

管理支持

学校领导、行政人员支持教师参与信息技术的在职培训
和开展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

3

工作支持

教学过程中为教师提供使用信息技术的机会、技术设备、网络资源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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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不仅可以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它还可以对不同的替代模型进
行对比以分析模型的适配度。本研究涉及一系列潜在自变量和因变量，因而研究者选择了结构方程模型
的定量分析工具。

4. 数据分析结果
研究者首先对量表题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信效度分析，然后测试了研究模型并对变量间的因
果假设关系进行了验证。

4.1. 描述性统计
针对各个测量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显示，所有变量的平均值均超过 2.5，取值范围从 2.941~3.813，
各个题项中，有 9 个平均值超过 3.8，这显示学习者对测量变量的整体反应是积极而正面的，题项标准差
在 0.56 和 0.89 之间，显示题项值主要围绕均值小幅变化。表 2 为各个变量及其对应题项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变量内部 cronbach 的 a 内部一致性系数。吴明隆认为 a 系数达到 0.90 及其以上被认为是优，达到 0.8
为良好，0.7 以上为可以接受。可见，本研究的观察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4.2. 聚合效度分析
量表题项聚合效度用题项的因素载荷值、组合效度和抽取的平均变异量这三个指标来表征[24]。具体
判断标准就是题项的因素载荷值大于 0.5，平均变异抽取量要大于 0.5 [24]。从表 3 可以看出，各个潜在
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均高于 0.50，表示模型的内在质量理想。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本研究量表具有较
高效度。

4.3. 区分效度分析
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是指构面所代表的潜在变量与其他构面所代表的潜在变量间相关程度
低或者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判断变量间区别效度的标准：如果对角线位置所对应的表中单元格的数值比
它所对应的行和列的数值更高的话，就可以认为不同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它通过对某个潜在变量
抽取出来的平均变异数平方根和潜在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获得。表 4 显示了这些不同变量间的
相关系数矩阵，其中相关矩阵对角线上的数值 1 用抽取的平均变异数平方根数值所代替。从表 4 可以看
出，本研究中各个变量间在概念层次上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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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平均值

标准方差

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

3.342

0.725

信息技术培训

3.195

0.684

信息技术价值观

3.813

1.019

计算机自我效能感

3.136

0.746

组织支持

3.039

0.453

管理支持

3.547

0.82

工作支持

2.941

0.537

教龄

12.754

5.618

432

教育进展

胡勇，李会章
Table 3. Confidence values and average variance of variables
表 3. 变量的信度值和平均变异量抽取值
变量

Cronbach的α系数

组合信度

平均变异量抽取值

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

0.845

0.932

0.733

信息技术培训

0.816

0.932

0.605

信息技术价值观

0.852

0.937

0.713

计算机自我效能感

0.827

0.949

0.649

管理支持

0.810

0.893

0.676

组织支持

0.712

0.787

0.649

工作支持

0.738

0.795

0.565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for variables
表 4.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1

2

3

4

5

6

信息技术培训(1)

0.605

信息技术价值观(2)

0.342**

0.713

计算机自我效能感(3)

0.367**

0.196*

0.650

组织支持(4)

0.328**

0.313**

0.183*

0.692

管理支持(5)

0.283**

0.234**

0.165*

0.393**

0.676

工作支持(6)

0.180*

0.180*

0.212**

0.282**

0.254**

0.649

教龄(7)

0.152

0.181*

0.281**

0.102

0.163

0.135

信息技术教学应用(8)

0.385**

0.282**

0.536**

0.253**

0.194*

0.196*

7

0.717

4.4. 模型的适配度检验
在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的时候，研究者常常会选择一系列指数来测量模型的适配程度。除了
利用卡方值大于 0.05 作为模型适配良好的参数外，研究者还经常利用 AGFI、GFI、RMSEA、CFI 等指
标测量模型的适配情况。在初始的模型分析中，RMSEA 和 AGIF 的系数均未达到适配的标准。在仔细分
析后发现，学习环境中的多种组织支持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为如果学校重视信息技术的话，
相应也会在学校的规章制度上予以体现，并在工作和管理支持上有所体现，因此在建立了这几个变量的
相关关系后，得到修正后的模型指数，这时整体的适配情况良好。表 5 是本研究模型适配度指数分析结
果，从中可见模型适配度较好。

4.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从图 2 中所示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预测参数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可以看出，信息技术自我
效能感(b = 0.376, p < 0.001)、信息技术培训经历(b = 0.284, p < 0.01)、组织支持(b = 0.239, p < 0.01)、信息
技术价值观(b = 0.174, p < 0.05)和管理支持(b = 0.185, p <0.001)对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有显著
影响。此外，培训显著影响价值观(b = 0.414, p < 0.01)和自我效能感(b = 0.528, p <0.001)。情境和培训这
两个外生潜在变量至今的相关系数为 0.68 (p < 0.001)。这表明，师范生接受的技术教学训练对他们感知
资源的方式以及在学校所获得的支持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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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Hypothesis model fit index summary
表 5. 假设模型适配度指数汇总
适配度指数

可接受的适配指数值

本研究初始指数值

修正模型指数

X

显著性概率值 p > 0.05 (未达显著)

0.096

0.352

AGFI

≥0.80 以上

0.826

0.878

GFI

≥0.90 以上

0.867

0.902

RMSEA

≤0.05 (适配良好)

0.058

0.029

CFI

≥0.90 以上

0.908

0.989

2

管理
支持

信息技术
教学应用

工作
支持

组织
支持
技术价值观
信息技
术培训

教龄

信息技术
自我效能
感教学应
用

Figure 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e predic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图 2.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预测参数的结构方程模型

5. 结论和后续研究计划
教师的技术专业发展被视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
了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的一系列因素。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学校的信息技术课程
设置，促进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师专业发展。

5.1. 研究对教师教育的启示
研究发现，教师的信息技术教育培训、自我效能感、学校的管理支持和组织支持、教师的信息技术
价值观、和教师的教龄对教师的技术应用有很强影响。自我效能感是影响技术应用最强的因素(系数为
0.376)，而培训的影响次之，影响最弱的是价值观(效果量 = 0.174)。虽然期待价值理论认为个体对任务
的感知价值观和自我效能感会决定其行为意向，但是该理论并没有指出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本研
究发现自我效能感比感知价值观对信息技术的培训有更强的影响力。这和已有的研究发现一致，即绝大
多数教师虽然意识到技术的价值及其教育上的好处，但很多人并不会在教学中应用各种技术。只有教师
能够在教学中有效使用技术并获得理想的结果才是影响教师教学中的技术应用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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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技术培训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技术使用决定，同时还通过价值观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对教师技术应用有间接影响，帮助教师理解技术的价值和优缺点，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信息技术与
课程整合的能力。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学校应该定期为相关学科的教学提供相关的信息技术
理论和技能的培训，以便提升他们的技术应用能力。
研究发现，学校的环境也是影响教师使用技术的重要因素(有效因子 = 0.43)。但如果认为只要有充
足的资源和支持就能实现技术整合显然是不现实的想法。因为技术整合还涉及到其他的因素。本研究结
果显示，管理支持(r = 0.278, p < 0.01)和组织支持(r = 0.283, p < 0.01)和信息技术培训经历显著相关，这意
味着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与他们的信息技术教育培训经历及与他们获得的组织支持和管理支持息息相关。
那些有机会接受信息技术培训的教师更可能得到学校来自组织层面、管理层面和工作上的支持，这也意
味着在面临信息技术与课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挑战时，他们更有可能获得相关的信息技术技能和拥有更
加积极的心态。
学校的组织支持和培训显著相关意味着为教师培训项目中所涉及到的技术需要与实践协调。由于技
术和实践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为了使培训确实发挥效果，应该为那些接受了教育培训项目的教师
提供相关的技术资源和支持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情境。教师教育项目可以借助工作坊的方式发展
教师的相关技术能力，为参与培训的教师提供所教学科与信息技术具体整合的培训项目，并在适当时候
涉及具体学科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现场示范课，帮助教师提升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自我效能感。
研究还发现，不同教龄的教师虽然对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教龄对教师的计算机自
我效能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造成年龄越大，教师越是没有在教学中应用新的信息技术的自信心。
因此学校在开展信息技术培训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实践的时候，应该关注年龄较大教师所面临的困难。
实践也证实，为了让在职教师更好地应用技术，教师的培训项目应该聚焦于具体学科与信息技术的
整合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通用信息技术使用。由于技术应用的复杂性，教师教育应该有针对性的把时间和
精力用在设计和实施技术支持的具体学科的培训项目上，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

5.2. 研究的局限和后续研究计划
虽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做了诸多努力来保证研究的信效度，但是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
先，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式的量表获取数据信息的方式有可能导致参与者在填答问卷时做出符合社会期
望的选择而造成偏差。此外，本研究从方便取样的角度选择了特定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因
此研究结论的推广存在一定局限。
此外，本研究没有考虑影响教师决定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活动时的社会和环境因素等特征。实
际上，教师在教学中是否使用信息技术的决定受到了包括班级计划、课程和教学文化等环境的影响。后
续研究可以将上述因素包括在内，特别是影响教师在教学中采纳信息技术的情境性限制因素作为潜在变量。
综合以上分析，如果希望进一步分析影响教师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因素，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不同地
区和不同特征的中小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考虑结合问卷访谈、现场观摩和访谈的方法，通
过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的三角互证来提高分析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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