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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所处的学习环境从单一物理环境，发展为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虚拟世

界相互交融的线上线下混合学习环境。

从单一物理环境到混合学习环境

来源：http://info.edu.hc360.com/2013/10/141054594802.shtml 来源：http://www.igrslab.com 来源：http://www.ha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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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X. Sun, H. Zhuge, and X. Jiang. The Interactive Computing Model for Cyber Physical 
Society,the 1st Workshop on Cyber Physical Societ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mantics, Knowledge and Grids, Ningbo, China, 2010.

未来的互联环境被视为一个将自然，社会和网络空间结合在一起的大规模人机环境。

从单一物理环境到混合学习环境

来源:blogs.sussex.ac.uk/tel/2018/05/01/providing-a-deeper-blended-
learning-experience-a-case-study-into-the-use-of-an-interactive-e-
textbook/29155993523_469b23b2f7_o/

来源：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7). 
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17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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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Sun, H. Zhuge, and X. Jiang. The Interactive Computing Model for Cyber Physical Society, the 1st Workshop on Cyber Physical Societ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mantics, Knowledge and Grids, Ningbo, China, 2010.图1（a）描绘了两种类型的网络空间：一种只允许用户在网络空间中读取信息，如Web，另一种允许用户在网络空间中读取和写入信息，如Web 2.0。 两者都依赖人类将信息添加到网络空间以与他人共享。 图1（b）描绘了通过各种传感器从网络空间到物理空间的扩展。 物理空间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可以通过网络空间自动感知，存储和传输。 物联网可以被视为一种网络物理空间。图1（c）描绘了（b）的重要扩展：可以感知用户行为并将其反馈到网络空间以分析行为模式，人类可以通过网络空间远程控制执行器，从而在物理空间实现某种动作 。这使得网络空间能够根据反馈调整服务，因为行为改变可能表明一些心理变化。 例如，这使得电子学习系统能够在学习期间捕捉学生的行为，从而可以实时组织和调整学习材料和过程，以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这涉及对学生行为（包括微观表达）的分类以及进行实时分析和调整。图1（d）描绘了一个简单的网络 - 物理 - 社会空间。不仅个人的行为而且社会互动都可以反馈到网络空间进行进一步处理。用户具有社会特征和关系，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传感器在物理空间中收集所有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用户仍需要直接收集物理空间中的重要信息，然后在分析（包括实验）后将其放入网络空间。用户还可以更改物理空间中的物理对象，也可以反馈到网络空间以反映实时情况。用户的地位，兴趣和知识随着社交互动和网络空间的操作而发展。还可以有更复杂的空间： 网络 - 物理 - 生理-心理 - 社会 – 精神（mental）环境CP3SME

http://www.knowledgegrid.net/%7Eh.zhuge/data/CPS-Interactive_Computing.pdf


伴随网络和数字技术成长起来的中小学生正成为数字一代学习者。

数字移民、数字土著到数字公民

来源：https://www.slideshare.net/pevogel/intraentrepreneurial-solutions-to-recruit-and-retain-tomorrows-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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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移民、数字土著到数字公民

来源：https://businessfamilies.org/read/next-generational-emergence-in-western-societies-understanding-digital-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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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公民的九要素(ISTE)

数字移民、数字土著到数字公民

来源：https://www.iste.org/explore/ArticleDetail?articleid=101



中小学生的学习已不再局限于学校的课堂之中。终身学习和全方位学习(Lifewide

Learning)理念不断得到认同，数字和网络技术也使得家庭、社区、场馆、公共场所等场域的

学习表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学习时空得到了极大拓展。人们不仅强调学生在校内的正式学习，

还关注他们在校外的家庭、社区、场馆和公共场所等场域中的非正式学习。

终身学习和全方位学习

图片来源：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7). 
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17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update.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6] 黄荣怀,杜静.面向新一代学习者的教育教学创新路径探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17, (9): 29-33.�[7] 庄榕霞,张颖等.城市视域下市民学习体验的特征分析[J].现代教�育技术, 2016,26(12):44-50 �



从广义上看，可以把知识理解为“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认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
而学习就是“获得这种知识的过程” 。

与学习能力研究相近的是能力观的学习力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将学习力理解为
个体(或群体)获取、分享、使用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包括目标、意志和能力三个要素，其结果
是一个人知识和能力的持久改变。

个体学习所能取得的绩效，取决于是否有明确适当的目标、坚强的意志以及丰富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经验。

数字化学习能力的构成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5dac3b0102v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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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学习是使用数字设备或互联网开展的一种学习，它使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学

习的时间、地点、路径和节奏，强调学习者的知识建构、社会性互动体验以及学习者主动性的

发挥。

数字学习不仅发生在校内，还发生在校外各种场域的非正式学习环境中，任何使用数字

设备或互联网的学习都可以被视为数字学习。

数字化学习能力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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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学习发生的条件：

• 数字学习的起点应该是学生接触到真实的问题(这与学习目标的设置相对应)

• 问题激发起学生的动机(可以与学习意志相结合)

• 学生做出相应的认知和行为反应(既包括学生的能力体现，也包括与目标相关的任务管理活动，且学生的外

显行为表现为学习活动的体验)

• 得到来自外部学习环境的支持

数字化学习能力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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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学习能力（Digital Learning Competency）是学习者利用数字化工具

和数字化资源开展学习，或在泛在数字化环境中进行有效学习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动机和

态度等基本特质，这里的学习包括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

泛在数字化环境指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为学习者创设的一种学习环境，在这个

环境中学习者可以根据需要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以任意方式和任意步调利用身边的数字化

工具获取资源开展学习活动。

数字化学习能力关注中小学生在获取、加工、呈现、传递和评价信息，交流沟通和解决

问题等学习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

数字化学习能力的结构

庄榕霞,杨俊锋,李冀红,李波,黄荣怀.中小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测评框架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12):1-10+24



要素 描述 内容

技术使用(TU) 测量使用技术学习、工作和创造的能力 技术选择、媒体理解和媒体创作

阅读技能(RS) 测量学生的阅读能力 概览、设问、主动阅读、复述、总结复习

认知信息加工(CP) 测量学生的认知信息加工能力 选择要点、复述、精细加工、组织和反思

任务管理(TM1) 测量学生计划和分析学习任务的能力 明晰任务、分析过程、明确产出

意愿管理(WM) 测量学生在学习动机方面的自我管理能力 学习信念、动机、自我效能感

时间管理(TM2) 测量学生有效利用时间的能力 设置目标、确认优先级、时间分配、反馈性

伙伴管理(PM) 测量学生协作实现目标的能力 与人合作、支持引导他人、协商、冲突管理

学校学习(SL1) 测量学生对学校学习的感知和适应能力等 学习环境、学习过程、评价方式

家庭学习(HL) 测量学生对家庭中的学习氛围等的感知 家长支持、学习氛围、家长参与

社会学习 (SL2) 测量学生从社会中学习的体验和能力 虚拟社交学习、文娱体育社会活动、影子教育

数字化学习能力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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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测评框架

中小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可以从认知加工、信息素养、
意愿管理和行为管理四个维度进行测评。

• 认知加工维度测评中小学生的认知信息加工和阅读
能力，包括认知信息加工、阅读技能两个指标。

• 信息素养维度测评中小学生的信息能力，主要包括
富媒体整合等指标。

• 意愿管理维度主要测评中小学生的数字化学习意愿，
包括学习意愿管理指标。

• 行为管理维度测评中小学生对自己的数字化学习行
为的管理和监控能力，主要包括任务管理、伙伴管
理、时间管理三个指标。

庄榕霞,杨俊锋,李冀红,李波,黄荣怀.中小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测评框架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12):1-10+24

数字化学习能力测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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