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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自我效能对学习投入影响的多层分析研究
沈永江 1，姜冬梅 2，石雷山 2，1
（1.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系，南通 226007；2.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丽水 323000）
【摘要】 目的：从班级和学生个体的不同水平上考察班级集体效能和学业自我效能与初中生学习投入之间的关
系。方法：采用学习投入、学业自我效能、班级集体效能量表，选取 109 个班级 2337 名初中生作为被试，运用多层线
性模型（HLM）进行多水平分析。结果：在控制性别与年级的影响后，在学生水平上，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越高，学
习越为投入；
在班级水平上，
班级集体效能越高，学生在学习上的投入也越多；
个体水平上的学业自我效能对学习投
入的预测作用要大于群体水平上的班级集体效能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结论：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表明班级集体效能
和学业自我效能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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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cetive: In order to examine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las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academic self-effi⁃
cacy on study engagement at the individual and class levels. Methods: 2337 students from 109 classes among 9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he cities of Nantong and Yancheng were recruited randomly. Results: After controlled the effect of gender and

grad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 results revealed that class collective efficacy perceptions were systematically relat⁃
ed to study engagement. Class collective efficacy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study engagement that oc⁃
cur between classes. In our full model, class collective efficacy explained 17.44% of the between-class variance in study en⁃
gagement. The multilevel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academic self-efficacy had a great effect on study engagement. In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explained 39.86% of the between-student variance in study engagement. Con⁃
clusion: The multilevel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both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have great effects on
study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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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是学生在学习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持续
的、充满积极情感的状态，它以活力、奉献和专注为
特征 [1]。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投入 [2]。
自我效能是由 Bandura 提出的，最初仅指个体水平

在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中出现的产物。
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可以引发学习投入[9]。
即使控制先前的投入水平，自我效能也可以解释投
入在个体之间的差异 [10]。在工作投入研究中，也发

上的效能，
即个体效能。后来的研究认为，还存在在

现自我效能与投入呈正相关 [11]。但是，这些研究只

群体水平上的效能，即集体效能。个体效能和集体

是停留在个体水平上探讨自我效能（即个体效能）与

效能对个体的行为表现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3-6]

。在

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学生相信自己通过努

学校教育情境中，存在与学生学习有关的两种不同

力能够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他们才有可能在困难

水平的效能：学业自我效能和班级集体效能。学业

面前具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动力。学生对自己的学

自我效能是指学生对于自己顺利完成学业、并取得

业能力越是充满自信，他们越有可能全身心投入到

[7]

一定学习目标所需学习能力的判断与信念 。班级

学习之中，在学习上愿意付出努力，遇到困难时越能

集体效能是指学生对于班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够

坚持不懈。班级集体效能也能影响班级成员对于班

[8]

完成班级事务所需能力的知觉和信念 。班级集体

级目标的设定，因为人们更可能有目的地追寻那些

效能是一个出现在班级水平上的特征，是 班 级 成 员

能够达成的群体目标。班级集体效能还会影响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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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对于目标的付出与努力，以及在遭遇挫败时的
坚持程度，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因此，我
们认为自我效能分别在学生个体和班级的不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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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在个体层面上，学业

1.2.2

自我效能可以预测学习投入在个体之间的差异；在

学业自我效能量表 [8]。该量表分为两个维度，分别

班级层面上，班级集体效能也可帮助我们解释学习

是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与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采

投入在班级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本研究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从班级和个体的
不同层面综合考察班级集体效能和学业自我效能对

学业自我效能 采用石雷山等使用的初中生

用 6 级记分法，从“完全不赞成”到“完全赞成”。在

本研究中，量表及其各因子的α系数分别为：0.93、
0.90、0.86，其一阶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

df=4.02(df=169)，RMSEA=0.05，NFI=0.95，RFI=0.93，
响学习投入的重要人口学变量 ，但它们不是本研
IFI=0.96，TLI=0.94，CFI=0.96。
究关注的重点。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①
1.2.3 班级集体效能 采用陈顺森[15]的中学生集体
在控制学生性别与年级的影响后，学业自我效能与
效能量表，量表共有 19 道题目，采用 6 级记分法，从
初中生学习投入具有正向的关系；②在班级水平上， “完全不赞成”到“完全赞成”。本研究中，该量表及
班级集体效能正向影响初中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其各维度的α系数为 0.85、0.88、0.88、0.76、0.78，其一
阶 模 型 的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结 果 为 ：χ2/df=8.93(df=
1 方
法
146)，RMSEA=0.06，NFI=0.96，RFI=0.94，IFI=0.96，
1.1 样本
TLI=0.94，CFI=0.95。尽管班级集体效能是一个共
本研究以初中生为被试。在江苏南通与盐城选
享的班级层面的构念，但为了保证班级集体效能分
取了 9 所中学，
随机抽取了 109 个班级。在每个班级
数的聚合有效，我们根据有关要求进行了检验。rwg
内，
随机选取被试，
每个班级被选取的被试至少应达
ICC(1) 和 ICC(2) 这三个指标常用来考查数据聚合的
（j）、
到班级人数的一半。利用课间休息时间作答，没有
可行性 [16]。其中，rwg 表示组内一致性；ICC(1) 表示组
被选取到的被试则被请求离开教室，以免影响到其
间变异；ICC(2) 是组内相关系数，表示群体平均数的
他同学的答题。结果每个班级抽取的人数从 14 到
信度。在本研究中，rwg（j）的平均值为 0.87，大于经验
42 人不等，平均 21.44 人，标准差为 4.87。最终，
共选
值 0.70；ICC(1) =0.16（χ2=506.64，P<0.001），不但大于
取了 2337 名初中生。被试的基本信息见表 1。之所
组织研究中的均值 0.12 且卡方检验极其显著，表明
以这样取样，是因为多层线性模型估计的可靠性在
班级集体效能的差异有 16%是由班级变异带来的；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二层变量的数量，其越大估计就
ICC(2)=0.80，大于经验值 0.70，表明学生评价可靠，即
越为可靠（当大于 50 时，估计是无偏的，并较为可
用同一个班级内学生的均值作为班级组织特征评价
靠），
而当二层变量的数量固定时，组内被试数（即班
的可靠性。总之，rwg（j）和 ICC 值表明，组内一致性水
级内的学生数）的增加并没有明显改善所有参数估
平和组间方差都充分支持班级集体效能的数据聚合
计的可靠性[13]。
是可行的。
1.3 分析方法
表 1 被试的基本信息
被试特征
性别
年级
使用 HLM6.06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软件作为数
男
女
初一
初二
初三
据分数处理的工具。数据分析时，把性别和年级两
被试数
1261
1076
855
784
698
个因素作为协变量进行了处理。分析时，为了使其
百分比（%）
54.0
46.0
36.6
33.5
29.9
截距的解释更具有意义，并减小变量之间共线性的
1.2 测量
影响，将第一水平的所有自变量均按照总均值进行
1.2.1 学习投入 采用石雷山等使用的初中生学
了中心化处理。同时，为验证假设，我们建构了 4 个
[14]
习投入量表 。该量表由 17 个项目构成，采用 7 级
模型。
记分，从 0“从来没有过”到 6“总是如此”。总量表有
模型 1（零模型）：在第一层和第二层都没有任
3 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分数越高，表明学习
何预测变量的模型，主要用于检验学习投入是否存
投入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各因子及整个
在班级水平的差异，它是层次分析的基准模型。
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8、0.87、0.84、0.90，其一阶
模型 2：只考虑第一层的预测变量，而不考虑第
2
模 型 的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的 结 果 为: χ /df=8.01(df=
二层的预测变量的模型，主要是在第一层上考察性
116)，RMSEA=0.07，NFI=0.93，RFI=0.93，IFI=0.94，
别和年级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TLI=0.92，
CFI=0.93。
模型 3：在模型 2 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第一层上
学习投入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和年级是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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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学业自我效能单独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模型 4（全模型）：在模型 3 的基础上，考察加入

第二层变量班级集体效能后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上述全模型用方程形式表示如下：

水平 1：Yij=β0j+β1j（学业自我效能）+β2j（性别）+β

（年级）+εij

3j

水平 2：β0j=γ00+γ01（班级集体效能）+u0j
β1j=γ10
β3j=γ30

另外，我们应用 SPSS12.0 和 AMOS7.0 软件对各

量表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2

结

果

首先对不含任何预测变量的零模型（模型 1）进

行分析，计算每一个因变量的跨级相关(Intra-class

correlation, ICC)，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对其进行
多层分析是否必要。结果表明，学习投入在班级水
平上的变异占总差异的 8.54%，χ2 检验极其显著（χ2=

302.66，P<0.001），这表明学习投入在班级之间存在
极其显著的差异。当 ICC≥0.059 时，就是不可忽视

的组间变异，就必须将组间效应考虑到阶层线性模
型中[17]。
表2

学业自我效能与班级集体效能

在不同层面上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检验

模型 2
性别
年级
模型 3
性别
年级
学业自我效能
模型 4
性别
年级
学业自我效能
班级集体效能

-3.46
-2.66

0.86
0.71

-4.02***
-3.77***

-2.72
-1.83
1.25

0.64
0.46
0.04

-4.29***
-3.95***
31.06***

-2.76
-1.70
1.24
0.19

0.63
0.43
0.04
0.06

-4.35***
-3.92***
30.55***
3.36**

加入第二层变量班级集体效能后学习投入所发生的
变化，结果发现班级集体效能与学习投入之间存在
极其显著的正向关系，班级集体效能可以独立解释
学习投入在班级之间 17.44%的变异。表 2 结果清晰
表明，自我效能不仅在学生个体水平上对学习投入
产生正向影响（γ=1.24，P<0.001），而且在班级水平
上也与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γ=0.19，P<0.01）。

3

β2j=γ20

ΔR2
1.57%
39.86%

17.44%

模型 2 只是考察第一层控制变量性别和年级对

学习投入的影响，它们与学习投入的关系都达到了

极其显著水平，共同可以解释学习投入在学生个体
之间 1.57%的方差变异。模型 3 是在模型 2 的基础

上进一步在学生个体层面上考察学业自我效能单独
对学习投入的贡献，结果发现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习
投入相关极其显著，学业自我效能单独可以解释学
习投入在学生个体之间 39.86%的差异。模型 4 考察

2014

讨

论

在控制性别、年级等变量后，本研究发现，在学
生个体水平上，学业自我效能对学习投入的预测力
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即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越
高，在学习上就越为投入。学业自我效能作为一种
重要的动机因素，决定着学生在面对学习任务或遇
到学习困难时，是把它视为挑战而加以迎接还是把
它当作困难而加以回避；决定着学生在学习时态度
的积极程度、努力水平和坚持性；
决定着学生对学习
策略掌握和运用的积极性等许多方面。因此，学业
自我效能是影响初中生学习投入的一个重要变量。
本研究也发现，学业自我效能可以解释学习投入在
学生个体之间 39.86%的差异。
研究也表明，班级集体效能对初中生学习投入
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即班级集体效能越高，学生在
学习上就越为投入。当集体对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充
满自信时，其成员能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行为 [3]。集
体效能对成员行为的影响力源于效能信念在组织中
所传递的对成员行为的期望。集体效能信念可以被
看作群体内部对成员行为的期望。这种期望为组织
成员确定了统一的行为标准（norm），并会对组织成
员施加强大的压力。集体效能高的班级，学生会预
先觉察到班级内部努力达成目标的期望，这种期望
对那些想破坏期望的学生有着很强的约束力。班级
集体效能越高，班级的成就目标和动机水平就越强，
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就能坚持得越久，
这样的班级
是不容许其成员对班级目标表示丝毫怀疑，并在遇
到压力时轻易选择放弃的。因此，学生知觉到的班
级集体效能越高，其在班级活动中的动机和抱负水
平就越强，学生越愿意在学习上付出努力，
对学习的
意义就充分肯定并保持强烈的热情，能全身心地投
入到学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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