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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对英文版课堂反馈系统认知问卷(CRiSP)进行汉化,并在广西地区某高校抽取441名学
生发放问卷,检验其信度和效度。中文版CRiSP Cronbach's α为0.976,重测信度为0.791。分别对参与影
响、学习影响和使用性3个维度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3个维度主成分分析均提取出一个主因子,因子方差
贡献率分别为71.828%、71.428%、60.912%,每个项目的因素负荷量为0.683~0.897,各个题目均能有效反
映其因素构念。中文版CRiSP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课堂反馈系统的有效评价工具。
[关键词] 课堂反馈系统；信度；效度；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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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version of Classroom Response System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CRiSP) an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Xuan Wu
Guangxi University Xingji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Liberal Arts,
[Abstract] This research translated the English version of Classroom Response System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CRiSP) into Chinese, investigated 441 students from one college in Guangxi, and test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Cronbach′s αof Chinese version of CRiSP was 0.976, and the retest reliability
was 0.791.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done in the 3 dimensions of the impact on student engagement, the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and the usabilit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tracted one main factors in each
dimension,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was 71.828%, 71.428%, 60.912%, respectively, and factor
loading was 0.683~0.897. Each item reflected its factor construct effectively. Chinese version of CRiSP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thus can be used as a valid evaluation tool for classroom respon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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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文版 CRiSP 项目分析

1.3 CRiSP的翻译。汉化得到原作者
Alice Richardson的授权。由2名翻译者

条目

决断值

先对量表进行独立翻译,对于翻译不一
致的地方,由2人进行讨论,得到初始译
本。由第三名翻译者对初始译本进行英
文到中文回译。之后组织3名翻译者对初
始译本进行讨论,得到第二版译本。最后
由2名大学一线教师对问卷用语进行评
价,得到最后的中文版CRiSP,命名为中
文版课堂反馈系统认知问卷。
1.4统计处理。使用SPSS24.0对数据
进行处理和分析。
2.1人口学信息。删除作答时间过短
(小于120秒)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91
份(88.7%)。有效问卷人口学信息见表1。
表1 人口学信息
项目

***

4.使用 CRS 能激励我学习

24.965

***

相关系数

度相关系数

荷

***

0.829

***

***

0.836

***

0.836

25.720

0.826

0.857

0.860

15.当 CRS 被用于课堂时,我当多数时候都会参与使用

27.188***

0.850***

0.864***

0.866

***

***

0.863

***

0.875

0.876

***

0.840

***

0.861

***

0.863

***

0.897

***

16. CRS 增加了我直接参与课堂的频率

30.517

17.使用 CRS 让我在课堂上活跃起来

26.130

18.使用 CRS 让我更加关注课堂教学

***

28.060

***

***

0.877

***

0.895

19.使用 CRS 让我在课堂上精神更加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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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

0.855

0.856

20.使用 CRS 会驱使我去听课

1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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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

0.807

***

***

***

0.789

***

0.867

***

0.789

***

0.7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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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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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5

***

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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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35

26.其他同学看不到我的答案,这鼓励我积极参与课堂

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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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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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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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4

学习影响维度
1.在课堂上使用 CRS 浪费时间

23.406

***

***

①

①

2.我会建议老师继续使用 CRS

2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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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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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文版 CRiSP 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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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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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大于0.7,表明各个题目均能有效反
映其因素构念,3个因子方差贡献率均大
于60%,说明对所在因子有很好解释能力。

***

注： 表示 P 小于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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