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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院校经管类课程教学效果影响因子模型
—— 基于 对学 生的 扎 根研 究
李洪波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1209)
摘

要: 为了揭示应用型院校经管类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 选取上海某高校经管类专业 420 余名学生进行访谈,

采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 通过对数据的编码, 构建出应用型院校教学效果影响因子模型。模型认为, 教师个体因素、
学生个体因素、教学管理、教学内容、习题与辅导、实践教学等 6 类因素共同影响着教学效果。管理者或教师可以
从这些方面入手, 对教学工作开展管理与评价, 从而改进教学效果, 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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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指出, 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优化结构, 办出特色 · · · · · · 扩
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应用型
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培养应
用型人才的重任, 其教学质量直接关系着应用型人
才的质量。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出发, 考察、提升应
用型院校的教学质量呢？教学效果是教学质量的直
接结果, 考察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 无疑可以为衡量
和改进应用型院校的教学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背景

果。赵新华 [2] 认为, 教师的教龄 (经验)、教学态度、
教学热情、教学责任心、教学手段和方法、课堂组
织能力、学生学习意愿等是教学效果的主要影响因
素。李宝斌等 [3] 认为, 不合理的高校教师教学评价
体系会导致教学效果的下降, 应改革教师的评教体
系, 评教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过程导向、教
研融合的价值取向。房保俊等 [4] 从学生满意度的角
度分析了本科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 认为实践教学、
专业及课程、教师、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着教学质
量。以上研究都从宽泛的角度对一般高校的教学效
果展开阐释, 未针对应用型院校经管类课程的教学
效果展开研究。应用型院校有着不同于其他高校的
特点, 例如在培养目标上, 它以职业为导向; 在教学
方式上, 实践教学是其区别于普通本科教育的重要

教学效果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 指的是

标志 [5] 。本文拟对这一领域展开探索, 利用扎根理

知识传递、能力培养、技术训练等教学目标的实

论的方法, 从学生的视角出发, 探索应用型院校经管

现程度。关于高校教学效果的文献有很多, 张建平

类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

等

[1]

通过对江苏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的调查, 从教

师的角度研究了转型期高校教学效果的现状, 认为

2 研究方法

提升教学效果不仅是管理者的责任, 也是教师的责
任, 同时是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 认为教师

本研究采取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的方

的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行为等影响着教学效

法。格拉泽等 [6] 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中,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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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扎根理论的策略, 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

式访谈或封闭式访谈的方式, 进一步拓展、确认或

发展理论, 而不是从已有理论中演绎可验证的假设。

者追问前期访谈中的一些问题, 试图发现新的观点、

在扎根法这里, 大量的数据就像肥沃的土地, 编码像

见解, 以保证概念、范畴的饱和性。“当搜集新鲜数

是不断增长的年轮, 通过研究者不断地归纳、抽象,

据不再产生新的理论见解, 也不再能揭示核心理论

结出不同层级的概念、范畴、理论之果。

类属新的属性时, 类属就饱和了。” [7]

在扎根过程中, 编码是搜集数据和生成解释数

在研究过程中, 笔者参考了前期的一些文献。

据的理论之间的关键环节 [7] 。一般将编码分为 3 个

前期文献在挖掘研究意义、界定关键概念、提升研

阶段。第 1 阶段是开放式编码, 即从大量的、个别

究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开展扎根研究的

的原始陈述中直接得出初级概念 (ax ), 并在这些初

辅助性方法, 但在研究过程中, 时刻警惕着已有文献

始概念中选择最重要的或出现次数最多的代码, 进

的 “僭越”, 注意从调查材料出发生成理论或结论, 而

一步提炼出范畴 (Ay ), 作为开放式编码的结果。第

不是从已有文献中推导出理论。

2 阶段是主轴编码, 即通过对范畴的反复比较、分
析, 得出能够统摄前面范畴的副范畴 (Sm ), 并将副

3 研究过程

范畴进一步抽象、升华, 提炼出外延更广的主范畴

3.1 开放式编码

(Cn )。至此, 大量的数据从分散逐渐走向聚拢, 理论

通过个别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 课题组

抽象的水平越来越高, 生成性的理论骨架开始变得

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本着不遗漏重要信息的原

清晰起来。

则, 对所有的访谈资料进行了编码。编码过程中, 尽

扎根方法的第 3 阶段是选择性编码, 即怀着理

量使用受访者使用过的概念、词汇、短语。对于不

论构建的初心, 探索若干主范畴的内在联系和共性

完整、不详细的回答, 采取追踪访问的方式, 再次联

特征, 抽象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统摄性的核心范畴

络当事人进行交流。根据研究伦理, 对当事人的身

(C), 到这个阶段, 范畴、副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

份采取了匿名化的处理。通过认真仔细的挖掘、分

的逻辑图谱已经成形, 理论建构的过程基本完成, 研

析, 共抽取了 236 个初始概念 (见表 1)。

究的主要成果从大量的资料中生长出来, 开花结果。
扎根法的编码过程如图 1 所示。
ax (x = 1, 2, ...)

Ay ( y = 1, 2, ...)

Sm ( m = 1, 2, ...)

Cn ( n = 1, 2, ...)

接下来, 笔者对这 236 个初始概念进行进一步
归类、分析、归纳, 整理出了 58 个范畴, 至此, 开放
式编码的过程告一段落 (见表 2)。

C

图 1 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
Fig. 1 The coding process of grounded theory

为了研究影响应用型院校经管类课程教学效果

3.2 主轴编码
通过开放式编码, 得到初步的范畴, 再进一步对
这些范畴进行分析、比较、联系, 提炼, 又得出 19 个
副范畴、6 个主范畴, 根据其逻辑关系和实际联系,
列出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见表 3)。

的因素, 在确定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后, 本研究将上海

本研究将 S3 (教学方法)、S6 (教学技能)、S9 (教

一所市属本科院校的经管类专业学生作为研究对

学态度) 3 个副范畴联结为主范畴 C1 教师个体特

象。之所以选择该学校, 是因为它具有典型性的特

征。所谓教师个体特征, 是指教师在教学方法、教

征。历史上该校一直是应用型高校的代表, 被誉为

学技能、教学态度等方面表现出的个性化特点。其

职业教育的标杆, 发展职业导向的高等教育是其办

中, 教学方法是有效传播知识、增加学生技能的手

学定位, 这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设计、

段、方法, 比如正式上课前的复习、因材施教、重点

教学管理等方面都得以体现。研究对象确立以后,

讲解法、案例教学、小组教学、线上教学、互动教

课题组以个别访谈或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搜集关于

学等; 其中, 互动式教学将学生的学习由 “被动接受”

教学效果的一手资料, 3 年以来, 共计 420 余名学生

转向 “主动表达”, 将课堂教学由 “独白课堂” 转向

参与了谈话。访谈过程中, 课题组首先以开放式访

“对话课堂”, 将知识传播由 “先在预设” 转向 “教学

谈的方式与相关学生进行座谈, 初步了解学生对经

相长”[8] , 是教师教学过程中需要坚持的基本理念。

管类课程的看法、观点、评价; 然后, 再通过半开放

教学技能是教师掌握的操作性技术, 包括板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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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2017 年 第 34 卷

开放式编码列表 (节选)
Open coding list (excerpt)

原始谈话记录

编码

初始概念

有的课程作业太多, 无固定答疑时间, 希望能够多安排习题课的答疑时间, 指导学生完成作业

a2

安排答疑

XXX 老师讲课时, 不按大纲来, 感觉不着边际, 知识点学习的不够

a11

不按大纲

理论课多, 实践课少, 希望多去企业参观、考察, 了解企业的实际运作情况

a16

参观企业

XXX 课程需要大量的上机操作, 可上机时间还是感到不够, 动手能力还是感到比较差

a17

操作少

XXX 专业英语课人数就 40 人左右, 不需要安排大教室, 尤其是这样的语言类课程, 需要与学生

a21

教室过大

a24

大学认知

老师上课时, 很多课程是以小组项目制方式进行的, 对动手能力要求高, 而这是我的的软肋

a27

动手能力弱

会计上岗证什么时候考、怎么报名、怎么准备, 我们感到迷茫, 希望老师进行指导

a42

考证指导

有的学生平时很认真, 但考试时还不如突击学习的学生分数高, 不好的考试方式会打击平时认

a68

考试方式

互动的, 小教室更方便一些
刚进入大学, 还没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 课堂学习显得比较吃力; 需要加强课前预习, 增强自学
能力

真学习学生的积极性, 同时让学生有考前突击的心态, 平时不好好学习
······

······
表2
Tab. 2

······

开放式编码的范畴列表 (节选)

Categories list of open coding (excerpt)

范畴

范畴编码

范畴属性

范畴维度

互联网 +: a116 (批改网)、a162 (网上提问)、a163 (微信学习)· · · · · ·

A14

融合深度

低/高

互动性: a121 (师生互动)、a152 (同学互动)、a40 (互动频率)、a41 (主动性)· · · · · ·

A13

频度

低/高

教室管理: a52 (反光)、a53 (教室固定化)、a54 (教室环境)、a55 (教室设计)、a99 (噪声)· · · · · ·

A21

管理水平

低/高

教学技能: a35 (普通话)、a158 (语速快)、a178 (旁征博引)、a190 (板书)· · · · · ·

A25

教学能力

低/高

······

······

······

······
表3
Tab. 3

主轴式编码列表 (节选)

语言技术、多媒体教学技术等; 教学态度则是教师

Axial coding list (excerpt)

积极参与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 主动向学生传授知

副范畴

主范畴

S3 (教 学 方 法)、 S6 (教 学 技

C1 (教师个体特征)

识, 培养学生技能, 并积极参与师生互动的心理倾向
性。乐于指导学生、主动引导学生回答问题、循循

能)、S9 (教学态度)
S13 (认 知 状 况)、 S16 (学 习 方

效果。
C2 (学生个体特征)

法)、S17 (学习目标)、S18 (学习态

笔者把 S13 (认知状况)、S16 (学习方法)、S17 (学
习目标)、S18 (学习态度)、S19 (职业发展) 联结为主范

度)、S19 (职业发展)
S2 (教 材 选 用)、S4 (教 学 管 理 工

善诱显然是一种积极的教学态度, 将极大影响教学

畴 C2 学生个体特征, 是指学生对所学专业、课程、
C3 (教学管理)

作)、S5 (教学管理系统)、S7 (教学

教学工作等的认知状况、学习态度、方法以及个人
规划等个体特征。其中, 认知状况包括学生对学校

进度)、S10 (教学文件)、S11 (考试

政策的认知、对大学的认知、对课程、专业的认知

规范化)、S12 (课堂管理)

等。显然, 认知状况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行为。例如,

S8 (教学内容)

C4 (教学内容)

S1 (答疑辅导)、S15 (习题训练)

C5 (习题与辅导)

寄希望于保姆式的学习方式, 则很容易在消极观望

S14 (实践教学)

C6 (实践教学)

中停滞不前; 如果对本专业的发展方向、就业前景

如果学生没有认识到大学与中学阶段的差异, 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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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了解, 则很容易对专业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 没

管类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这与实际情况是一

有了继续学习的动力, 这也提醒我们重视对学生的

致的。应用型院校最大的特点是职业导向, 其教学

专业认知教育。而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目标、学

内容经历了知识导向到能力导向的转变, 学生职业

习态度也影响着教学的效果,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要

素质和职业能力的提升是其教学工作的目标 [10] 。

予以重视, 对学生进行长期的沟通和指导。

学生除了具备健全的知识体系外, 实际操作能力是

笔 者 将 S2 (教 材 选 用)、 S4 (教 学 管 理 工

学生走向社会的通行证。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只能通

作)、S5 (教学管理系统)、S7 (教学进度)、S10 (教学

过大量的上机实践以及企业实践来实现。

文件)、S11 (考试规范化)、S12 (课堂管理) 等几个副

3.3 选择性编码

范畴联结为主范畴 C3 教学管理。教学管理是学校、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进行理论建构的关键一

学院及相关教师通过制度、文件、技术、计划等手

步。它要完成从分散的概念、范畴向系统性的理论

段, 对教学工作各环节进行设计与管理的过程, 是

生成的飞跃。这一步的成果是核心范畴 (C) 的形成

保障教学质量的基本途径。教学管理是一个包括

以及理论体系的建构, 也是质性研究之旅的结论。

目标、过程、质量、教师、学生等要素的系统性问

经过长期思考与反复比较、分析, 本文将教学效果

题

[9]

。其中, 教学管理工作指学校对学期设置、选

影响因子作为核心范畴, 如图 2 所示。

课、课时设置、上课安排、教室配置等进行管理的
过程, 直接影响着教学的秩序; 而教学管理系统是教
学管理工作的技术支撑, 教学文件是教学管理工作
的制度基础。以教学文件为例, 它包括培养计划、教
学大纲、教学进程表、教案等教学的基本文件, 是各
个专业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和指南。在这些文件的
指导下, 教学过程以符合规律的方式进行; 如果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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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们, 可能出现课程内容重复交叉、课程先后顺

˸ᮥˁᣙ

序混乱、教学过程忽快忽慢, “跳跃性” 强、在校学习

ࠄஔߦ

与校外实习冲突等问题, 无论是校方还是教师本人,
都需要对教学文件予以高度的重视。

˸ᮥᝫጷǌንႡᣙ
ʽ୲ͻǌࠄڡԠǌ
ࠄ˸ĀĀ

图 2 教学效果影响因子模型
Fig. 2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teaching effect

教学内容 (C4 ) 是根据培养目标, 需要学生了
解、掌握、体认的知识、技能、价值观等, 它体现了

教学效果影响因子, 是指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科学的教学内容是学生未来职

或间接影响的各类因素的集合。之所以将其作为核

业发展的基础。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 需要考虑

心范畴, 是因为从 6 个主范畴的内涵来讲, 它们都指

知识、技能体系的更新, 以避免教学内容过时的风

向教学的实际效果, 可以从主范畴的 “土壤” 中自然

险, 紧跟知识与技术发展的步伐; 同时, 也要处理好

生长出来。它们构成一个系统, 共同对教学效果构

课本与课外知识、技能的关系, 既不能固守课本, 照

成影响。提升应用型院校的教学效果, 从这 6 个方面

本宣科, 也不能天马行空, 脱离大纲; 而是根据学生

入手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另一方面, 这一范畴具有

特点, 以教学大纲为基础, 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的前

极大的包容性和解释力, 可成为管理部门以及任课

提下, 适当提供 “ 加餐” 式、“点餐” 式的教学。另外,

教师实施教学管理、开展教学评价的操作性框架。

本研究将 S1 (答疑辅导) 和 S15 (习题训练) 联结为主
范畴 C5 (习题与辅导)。习题与辅导环节是强化学生

4 结论与评价

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解答学生疑问, 提升学生

本文利用扎根理论的方法, 从学生的角度研究

研究能力, 弥补课堂教学不足的重要环节, 学校和教

了应用型院校经管类课程的教学效果问题, 提出了

师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采取多种方式保证习题练习

教学效果影响因子模型, 发现影响应用型院校经管

以及答疑辅导工作的实效性。

类课程教学效果的因素整体上包括教师的教学态

研究发现, C6 (实践教学) 是影响应用型院校经

度、技能、学生的专业认知、学习态度、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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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习题与辅导、实践教学等 6 个方面, 为应
用型院校开展教学管理工作、实施课堂教学评价、

究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1(8): 65-6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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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 31(6): 78-83.

提升教学效果与教育质量提供了一个工具性的框
架, 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不过, 以对学生访谈的形
式展开研究, 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今后
可以从教师、教学管理、实习基地等多个角度展开

的思考 [J]. 中国高教研究, 2008(2):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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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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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平, 顾建军. 转型期高校教学效果的调查及教师教

[8]

赵新华. 大学课堂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 基于

[9]

廖全明.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管理挑战与服务型教学体
系的构建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5(12): 46-50.

对青岛科技大学的实证调研 [J]. 大学教育, 2016(12):

[10] 邓泽民. 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内容及其组织的演变 [J]. 山

35-36.
[3]

陈安杰. 主体性教育范式的转变及其话语逻辑 [J]. 武汉
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6(5): 577-580.

学发展策略研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8): 88-90.
[2]

凯西丒卡麦兹. 构建扎根理论: 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59-144.

参考文献 :
[1]

GLASER B G,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M]. Chicago:

研究, 并通过实证分析, 验证教学效果影响因子模型
的有效性。

2017 年 第 34 卷

李宝斌, 许晓东. 高校课堂教学效果的教师评价维度探

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5(4): 120-124.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Teaching Effec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 Course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 A Grounded Research Based on Students
LI Hongbo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finding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 courses’ teaching effect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approximately 420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and lots of first-handed material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coding these data,
a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teaching effect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was constructed. The model indicates that six kinds of
factors including teachers’ attributes, students’ attributes, teaching management, teaching contents, exercises and tutor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have an impact on teaching effect. Administrators or teachers can manage and evaluate their teaching activities from these
aspects and improve their teaching effects and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 courses; teaching effect; students; grounded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