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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初编 4～6 年级学生学习策略量表，进行项目分析并检验其信、效度。 方法：正式量表采用整群取样法

在长沙、衡阳地区抽取城市、城乡结合、农村 6 所小学 973 例有效样本。 同时，获重测样本 80 例，校标样本共 356 例。

结果：量表由 10 个分量表，53 个项目构成。 各项目通俗性水平为 0.64～0.89，大于 0.7 的占 83.02％，各项目题总相关

和决断值均有统计意义。 总量表 α 系数和分半信度分别为 0.93 和 0.91，重测信度为 0.47。 各年级量表总分与学习策

略意识总分的相关为 0.46～0.73，与学业成绩的相关为 0.35。 结论：量表项目通俗易懂，区分度优良；各种信度检验达

到测量学的基本要求；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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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Scale (LSS) for 4～6th Graders. Methods: The samples were
adopted in cluster sampling from Changsha and Hengyang. Formal samples consisted of 973 pupils from 6 primary schools.
Among them, 80 subjects were retested. Results: The LSS for 4～6th Graders was composed of 10 subscales with 53 items.
The popularities of the items ranged from 0.64 to 0.89, and 83.02% items were higher than 0.70. The item-total correla-
tions and the critical ratios (CR) were quite significant.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of the scale was 0.93, and the split-
half coefficient of the scale was 0.91.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0.47.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scores and the
sense of learning strategies test scores ranged from 0.46 to 0.73,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scor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s was 0.35. Conclusion: The popularities of the items are rational and the discrimination is fine. Reliabilities
and validity reach the basic demand of measurement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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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有效达到学习目的， 根据

学习情况而主动采用的一系列心理操作 [1，2]，它既表

现为外显行为又反映出内隐活动 [3]，其形成具有 发

展性。 小学是学生漫长学习生涯的第一个正规学习

阶段，其学习习惯的养成，学习方法的储备都从这里

开始， 有关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是一般学习策略的

迅猛发展阶段，且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生学习的有

意性、自控性明显增强，进行初步自主学习已成为可

能[4，5]。 然而我国有关学习策略的研究及工具编制较

少关注这一群体， 检索知网中国 1978 年至今全部

有关学习策略文献中关注小学生的不到 10%，测评

工具更为缺乏。 本研究旨在初步编制一种能有效、
便捷了解小学生学习策略的测评工具， 为心理与教

育的咨询、辅导、训练及相关研究提供测查工具。

1 方 法

1.1 结构与内容

首先，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学习策略二因素说、三

因素说、多因素说 [6-8]的理论结构分析，将学习策略

分为认知、元认知、资源管理和情感四类策略，其中

认知和元认知为核心策略， 资源管理和情感为支持

策略。 其次，根据项目初始设计的完备性原则，以自

编的开放式问卷， 收集当前小学生主要采用的学习

策略，问卷从预习、记忆、作业和考试等方面提出 10
个问题，对长沙、衡阳、邵阳、宁乡 5 所小学 67 名 3-
6 年级优秀生调查和分析。 再次， 从学习策略的含

义和小学生的实际情况着手设计了 9 个问题的访谈

提纲，对邵阳、衡阳、娄底、长沙 21 名小学教师（其中

教龄 10 年以上的优秀教师 15 人）访谈。综合以上内

容，加上自编和借鉴已有量表的相关内容（如学习过

程问卷[9]，学习策略问卷[7]，学习策略量表 [10]等 8 个工

具）形成初始项目，其中自编项目占 37%。
1.2 正式题本的形成

对初始项目邀请 2 名心理测量专家、7 名心理

学研究生和 5 名小学教师进行 项目内容和 措词审

查，并对长沙和邵阳 3 所小学 24 名小学生进行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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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读性测试，形成 202 个项目的第一题本，以随机

化方式排列组成问卷， 对长沙 2 所小学 4-6 年级

247 名学生预测， 剔除规律做答和漏答率超过 10％
的问卷 35 份。经项目均数、标准差、通俗性和区分度

分析，删除和修改题总相关低于 0.3，通俗性低于 0.6
和意义重复、不易理解的项目，形成 112 个项目的第

二题本。 对衡阳、邵阳 5 所小学 508 人测试，经项目

均数、标准差、通俗性水平和区分度分析，删除相关

低于 0.3 和高低分组决断值（CR）不显著的项目；因

α 为 0.96，KMO=0.82，χ2=13998.59，P=0.000，采用协

方差矩阵和 Promax 转轴法做一阶探索性因素分析，
抽取了 33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素，累计方差贡献率

为 71.41％，表明项目间关系较松散，结构不太稳。 根

据以上剔除标准删除后获 70 个项目， 剩余项目的

KMO=0.89，χ2=7909.19，P=0.000，α=0.94， 可用原数

据对其再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从第 13 个因

素后的因素散乱且项目数低于 3。 因原有维度和内

容未充分体现，故再次对一城乡结合小学高年级 78
名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 根据问卷结果及内容的逻

辑关系，调整各分测验，形成 4 个分量表，14 个分测

验结构体系（见表 1）。 同时，根据第二次问卷结果和

第二题本的测试结果，重新组成含 97 个项目第三题

本，再请 14 名心理测量的专家与心理学专业的研究

生对其进行测量目标与项目的符合度 （1-5 级）评

定，评定一致性系数为 0.68，删减符合度 3.5 以下的

部分重复项目，抽取 57 名四年级学生对项目可读性

再考察，并请小学语文老师对其中 28 个不易理解的

项目做了适当修改，最终形成 87 个项目的正式题本。

1.3 被试取样与施测

采取整群抽 样法， 抽取长 沙、 衡阳六所 小学

1013 名 4-6 年级学生，获有效样本 973 人，有效率

92.5%。 年龄为 7-14 岁（x=10.27，SD=1.01），各年级

人数分别为 330，320 和 323 人，其中城市 329 人，城

乡结合 309 人，农村 335 人；男生 500 人，女生 467
人，未标明性别者 6 人。卡方检验表明取样不存在明

显的年级、性 别的学校类 型差异（χ2 分别 为 0.162，
1.126 和 1.143，P>0.05）。 施测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担任主试，以班为单位，纸笔方式进行团体施测，施

测时间 30 分钟。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将施测数据随机分为两组， 一组用于一阶探索

性因素分析（n=486），其 KMO=0.89，χ2=11312.14，P=
0.000，α=0.95。 根据剔除标准（共同度小于 0.4 负荷

小于 0.3）和因素数确定标准（特征根大于 1，每一因

素至少包含 3 个以上项目和因素易命名和解释），最

终获得 11 个因素 53 个项目。因素一 8 个项目，负荷

为 0.45-0.76，涉及利用意志控制、克服学习过程中

的干扰或困难，使学习坚持进行以及注意力指向、集

中在特定学习任务上的策略， 命名为注意与努力策

略；因素二 6 个项目，负荷为 0.44-0.82，涉及口述、
概括、比较及与其它观念建立联系的策略，即精加工

策略；因素三 6 个项目，负荷为 0.65-0.78，涉及自我

测验、检查、设置目标的策略，命名为计划与监控策

略；因素四 5 个项目，负荷为 0.35-0.87，涉及归类、
纲要、列表、画结构图的策略，即组织策略；因素五 4
个项目，负荷为 0.50-0.76，涉及合理安排时间、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的策略， 命名为时间管理策

略；因素六 5 个项目，负荷为 0.36-0.76，涉及笔记、
选择重点、归纳、重复、背诵的策略，命名为复述策

略；因素七 5 个项目，负荷为 0.53-0.82，涉及寻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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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4 个分测验及测试内容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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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和家长的帮助、 查找资料的策略， 即学业求助策

略；因素八 4 个项目，负荷为 0.55-0.80，涉及在没有

外部要求或压力的条件下，主动要求学习的心向，即

动机策略；因素九 4 个项目，负荷为 0.43-0.77，涉及

纠正错误、调整方法、思路、使用应试策略、复查的策

略，即调节策略；因素十 3 个项目，涉及因不能调节

焦虑情绪对复习、考试造成的负面影响；因素十一 3
个项目，涉及对考试结果的担心程度。因素十和十一

涉及的均为不能恰当运用策略调节 考试焦虑的 内

容， 在逻辑上为包含关系进行合并， 命名为考试焦

虑， 负荷为 0.48-0.89。 最终获得 10 个一阶因素和

53 个项目。
各项目的平均数为 2.54-3.57， 标准差为 0.81-

1.15， 通 俗 性 水 平 为 0.64 -0.89， 大 于 0.7 的 占

83.02％， 项目与所属分量表相关为 0.361-0.718，题

总量表 相 关 为 0．227-0.630，决 断 值（CR）均 有 统 计

意义。
2.2 信度检验

由表 2 可知， 总 量表 α 为 0.93， 分量 表的为

0.52-0.78； 总 量 表 分 半 信 度 为 0.91， 分 量 表 的 为

0.50-0.78。 除调节、学业求助、注 意与努力分 量表

外，其余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43-0.72，总量表的

为 0.47。
2.3 效度检验

各分量表的相关为 0.14-67， 分量表与总量表

的相关为 0.55-0.77。 分别以学 习 策 略 意 识 测 试问

卷 [13]和测试 20 天后的期中考试成绩 (Z 分)为效标，
结果见表 3。

3 讨 论

4-6 年 级 学 生 的 一 般 学 习 策 略 量 表 在 文 献 研

究、开放式问卷、教师深度访谈基础上，经反复测试

和项目分析，不断进行项目及其结构内容关系的探

索， 先前的信息选择策略归入复述策略及将环境管

理策略剔除， 是因为在两次开放式问卷及多次分析

中结果不太理想，这可能与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有

关，他们对学习环境的要求没有大、中学生高，似乎

随处可成为学习之地， 似乎更喜欢按自己的心情选

择学习环境，与他们还未形成管理环境的意识和能

力有关。
各分量表 α 系数，分半信度及总量表的 α 系数

和分半信度均达到了测量学要求[14]。 个别分量表因

项目较少且涉及范围较广，项目间的相关较低，陷入

带宽-保真度困境，但也是可接受的，因它为诊断提

供了更多的信息[15]。7 个分量表重测信度为 0.43-0.72，

总量表为 0.47，均在 0.01 水平上有统计意义，但临

床意义较低。 原因有三， 一是与学习策略的特性有

关，学习策略不是一种特质，而是一种发展性指标，
它在某一些内容上保持适当的稳定性， 而在另一些

内容上易发生变化， 如调节策略和注意与努力策略

涉及间接作用于学习材料， 维持学习者的一种心理

定向，这种定向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变化；二是有意

训练的影响，重测间隔 14 天，教师可能从调查中受

启发而对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行教学或督促， 而学业

求助等策略又极易习得； 三是重测时为学生准备了

小礼物， 可能起到了某种激励作用或产生了社会期

望效应，导致重测结果不一致。
分量表与总量表间的相关明显高于各分量表间

的相关，表明各分量表对全量表都做出了贡献，而各

自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因缺乏相应的小学生学习

策略工具， 故选用了小学生学习策略意识问卷作效

标，结果总量表达到中、高度的相关，但四年级在时

表 2 各分量表及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半信度系数和重测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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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管理，六年级在时间管理、注意与努力策略上与策

略意识相关不显著， 原因可能与学习策略意识问卷

主要测量学生是否有意识地使 用认知和元 认知策

略，对时间管理、注意与努力等策略未涉及。以语、数

期中成绩为效标，除组织和动机策略外，其它分量表

及总量表相关均有统计意义，但呈低度相关，这与本

量表主要用于测量通用学习策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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