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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设计能力是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是形成教学设计实践能力的必要

基础遥 文章基于知识链模型理论袁结合实际袁通过结构映射法构建并实施了一个旨在探析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理论知识

水平现状的测评量表遥 研究发现袁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来源渠道单一袁体系结构浅散袁理论掌握程度和教学

研究水平较弱袁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脱节袁无意识地运用理论的现象比较普遍遥 在情感上袁对理论的实践价值有较高的

认同感袁对理论知识有较强的求知欲袁对教学设计理论的可操作性有迫切需求遥 于此袁文章提出了促进教师角色转型尧改

变创新扩散的途径尧提供深度学习情境尧培养教师理论先行者意识的建议遥 以期对进一步把握时下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

理论知识水平的现状袁改进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袁提升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素养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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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院面向一线

当下社会瞬息万变袁新事物层出不穷遥 人类各个

领域在奔涌着改革创新的智慧和激情遥教育领域更是

带着一种生怕被贴上保守标签的恐惧心理袁在野逐潮冶

和野求新冶方面表现得甚为急切袁新概念如智慧教育尧

智能教育尧 智慧学习尧 人工智能尧 深度学习尧STEM尧

STEAM尧STREAM尧TPACK等竞相迸发曰新型教学模式

如 MOOC尧SPOC尧翻转课堂尧泛在学习尧移动学习尧混

合学习尧虚拟学习尧项目/问题驱动学习尧促进理解的

学习尧抛锚式尧认知学徒尧自然学习尧有意义的学习等

如雨后春笋袁 在勾画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愿景的同时袁

急剧地刷新教学设计知识和能力袁挑战传统教学设计

的范式遥 野不是我不明白袁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冶是许

多中小学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发展的心理写照遥

面对系列变化袁从代入感或同理心角度看袁我们

不禁思考院作为实践一线的教师袁他们是怎样学习教

学设计理论知识的钥他们善于及时更新自己的教学设

计理论知识结构吗钥他们现有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掌

握程度尧路径尧宽度尧深度和应用是一种怎样的情形钥

对现有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是持一种怎样的态度钥诸

如此类问题袁是提升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能力和开展

教学设计研究不可付之阙如的遥因为唯有切合实践一

线教师的需求袁扎根教学实践场景的教学设计理论知

识袁才具有理论的生命力袁才能实现教学设计理论与

实践的有益迭代循环和双重飞跃袁也唯有如此袁中小

学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发展才有根本保证遥

二尧视角院研究缘起

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学科的核心知识领域袁教学

设计能力是中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的必要组成部分遥若

以野教学设计冶并含野教师冶为关键词袁以主题为条件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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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二 级 对应题号

结构性要素

理论知识体系

渊广度冤

1尧8尧21尧25尧35尧41

7尧9尧24尧28尧36尧42尧43尧45尧47

14尧15尧18尧23尧26尧44尧49

2尧3尧6尧10尧12尧13尧16尧20尧37

4尧27尧29尧30尧31尧33尧34尧40尧48

非结构性要素

程度与态度

渊深度冤

了解程度渊对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了解程度冤 5尧11尧17尧19尧22尧32尧38尧39尧46

情感态度渊对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认识和态度冤 50尧51尧52尧53尧54尧55尧56尧57

知识获得 知识来源渊获取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途径冤

知识选择 理论接纳渊在何时会采纳新理论尧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知识冤

知识生成 框架形成渊对教学设计基础理论都有所了解冤

知识内化 理论应用渊能将理论应用于自己的教学设计中冤

知识外化
教学研究渊能基于教学设计理论开展教学研究袁并从教研中有

所创新和产出冤

索袁可发现研究主要聚焦在教师的教学设计应用能力

上遥 目前袁国内关于教学设计现状的研究大致可分为

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遥

宏观上袁 一是教学设计作为系统科学理论的研

究遥 如追溯我国教学设计的历史袁分析了当时教学设

计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现状袁 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袁并

提出了教学设计未来的发展趋势遥 [1]二是对教学设计

研究现状的研究遥 如用内容分析法对 1994年到 2007

年的教学设计研究文章进行分析袁勾勒了教学设计发

展多领域尧多元化的特点曰[2]指出教学设计研究类文章

存在作者群体单一尧 内容大多是经验总结且概念不

清尧理论实践野两层皮冶的问题袁并提出了相应解决办

法曰[3]阐述教学设计研究的发展背景袁总结研究热点并

分析发展趋势遥 [4]

微观上袁一是关于中小学教师整体的教学设计应

用能力研究遥如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现状的研

究发现袁 大学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发展极不平衡袁尤

其是教学评价能力亟待加强曰[5] 通过对中小学教师的

教学设计研究发现袁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设计普遍存在

理论支持不足尧缺乏系统观尧对教学内容分析不透彻

等八大问题遥 [6]二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的教学设计的

研究遥 如农村教师尧职前教师尧师范生的教学设计能

力袁如某课程尧学科的教学设计研究遥

这些微观层面的研究大都是将教师定位为教学

设计理论的实施者或应用者角色袁很少有将教师作为

学习者角色遥但也有少量研究关注了教师的教学设计

理论知识认知情况袁如有研究以 122名小学教师为研

究对象袁 分析了小学教师对教学设计理论的态度尧认

知和实际做法袁得出了小学教师对教学设计理论基本

了解但有认知误区袁普遍对这些理论有认同感袁但学

生观和方法论有矛盾袁 诊断性评价水平不够高等结

论遥 [7]

现有研究大都是针对教师教学设计实操技能遥然

而袁教学设计技能仅仅是教学设计能力的一部分遥 野能

力应是由能够广泛迁移和应用的知识尧技能两种不可

混同的要素构成的袁能力的知识说是一种能力实质的

简单化观点遥冶[8]教学设计能力应是由教学设计理论知

识和教学设计应用技能两方面组成遥本研究聚焦中小

学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现状袁将教师作为学

习者角色进行分析研究遥

本研究试图从野知识来源尧理论接纳尧框架形成尧

理论应用尧教学研究尧了解程度尧情感态度冶等七个维

度和野困难尧建议冶两个开放题袁通过整体和维度问卷

分析了解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状况袁聚

焦于所存在的问题袁探讨提升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理

论知识水平的策略或路径遥

三尧维度院研究设计

渊一冤问卷设计

首先要说明的是袁本研究是从结构性要素渊知识

体系生成冤和非结构性要素渊了解程度和情感态度冤两

方面来探究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现状遥 因

此袁野知识水平冶 是指教师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储备

量袁即对教学设计理论知道多少袁了解程度及其情感

态度袁知识水平不包括教学实践能力遥 野知识体系冶可

以借助知识链理论袁通过知识的生成过程来探究遥

问卷将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划分为野结构性要

素冶和野非结构性要素冶两个一级维度袁结构性要素是

指静态的尧模式性的内容袁如教学设计理论知识体系

生成过程中的各要素曰非结构性是指动态的尧主观的

内容袁即了解程度及情感态度遥

结构性要素的维度划分依据是知识链模型渊the

表 1 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维度设计

注院 框中的内容是对该指标的具体描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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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Chain Model冤遥 知识链最早源于商业领域袁

不同学者对知识链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袁美国学者

C.W.Holsapple和 M.Singh 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知

识链模型袁该模型中有五个主要活动院知识获得尧知识

选择尧知识生成尧知识内化和知识外化袁还有四个层次

的辅助活动袁分别是领导尧合作尧控制尧测量遥 [9]本研究

的知识体系借助知识链理论袁将知识链这一动态过程

静态化袁取其五个主要活动结合研究需要对问卷维度

进行进一步划分遥结合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

识水平的特点袁可将五个主要活动结构映射渊Structure

Mapping冤出结构性要素下的 5个二级维度遥再加上非

结构性要素中了解程度和情感态度 2个二级维度袁共

2个一级维度袁7个二级维度遥 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渊Five-point Likert Scale冤袁经专家多次删改袁合并相似

项目袁删除冗余项目袁编制成包括 56个必填量表题和

2个选填开放题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调查问卷遥

见表 1遥

渊二冤抽样

首先随机发放 100份问卷进行预测试袁 经 SPSS

的信度分析袁克隆巴赫 琢系数达到 0.96遥 利用因子分

析袁七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 56%袁信度和结构

效度良好遥 正式测试发放问卷 255份袁因正式问卷和

预测试问卷一致袁故预测试问卷也作为数据来源遥 共

发放 355份问卷袁回收 354份问卷袁剔除连续作答尧空

题等问题的无效问卷后袁 得到有效样本共计 327份袁

回收率 92.1%遥 人口统计学变量数据如下院

渊1冤性别及教龄遥 男教师 100人渊占 30.58%冤袁女

教师 227人渊占 69.42%冤遥 11年教龄以上的老教师群

体居多袁占 43.73%袁其次是 1~3年教龄的新手教师袁

占 31.8%遥

渊2冤地域及学校类型遥问卷来源主要分布在江西袁

占总数的 86.85%袁也有来自北上广浙等共 17个省市

的样本遥 其中 63%的样本来自农村中小学袁37%来自

城市中小学袁其中农村中小学是指县级及其以下的学

校遥

渊3冤教段分布遥 参与教师的教段在小学的超过半

数袁占总体的 59.63%遥 教段在初中的占 31.19%袁教段

在高中的只有 9.17%遥

渊4冤职称情况遥 高级尧中级职称居多袁高级职称占

比 14.74%遥 参与者中的初级尧中级尧高级职称比例基

本接近 1:2.2:2.4遥 特高作为荣誉不计入职称遥

渊5冤学术背景及学科分布遥 样本的学术背景有

277份是师范生袁占 84.7%袁非师范生 50人遥 教授学

科以语文尧数学尧英语为主袁分别各占 31.5%尧29.7%尧

22.32%袁教授科学尧思政历史尧信息技术尧体育艺术尧其

他学科的样本都有袁占少数遥

渊6冤学历情况遥 样本中本科学历的居多袁有 184

份遥 其次是专科袁89份遥 再者是硕士及以上学历和中

专学历袁分别是 36份和 18份遥

四尧量化院统计分析

渊一冤整体情况分析

1. 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总体情况

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七维度量表中各因子分

达到 3分袁即可认为水平程度达到良好遥 各因子中的

小题均分达到 3分袁且超出该因子整体均分袁可认为

水平程度较高袁 低于该因子均分则认为水平程度偏

低袁若低于 3分则认为该项得分较差袁不合格遥

量表总均分为 3.66分遥 将各因子进行均分计算袁

结果见表 2遥 七个因子得分都超过 3分袁说明整体情

况较好袁但仅有理论接纳尧理论应用两个维度均分超

过总均分遥

表 2 各因子均分计算结果

为了进一步了解得分情况袁本研究将各题按平均

得分升序排序袁得分最低的前十题均分见表 3遥 发现

这十道题主要低分项来自教学研究袁 其次是情感态

度尧框架形成袁最次是理论应用遥十个题中情感态度题

占 3个渊总共 7个冤袁将近一半题在最低分之列袁总均

分较低可以接受遥 但除了情感态度因子得分低于均

分袁其他三个因子渊教学研究尧框架形成尧理论应用冤的

均分都仅仅略高于总均分袁说明这三个因子中除了这

十个题袁其他题得分都偏高遥 了解程度和知识来源均

分低于总平均分袁单题得分却没有非常低的袁说明这

两个因子中各题得分普遍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袁均分

很低袁极差不大遥

2. 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各因子的差异性分析

分析表明袁性别在情感态度因子上有差异袁男教

师比女教师认为教学设计理论更易操作袁女教师比男

教师认为教学设计理论更易自学遥用性别和 7个因子

的均分作独立样本 检验袁方差齐性检验 sig.均大于

0.05袁接受原假设袁方差相等遥 结果显示袁性别仅在情

感态度因子上有显著差异遥继续用性别和情感态度的

总均

分

知识

来源

均分

理论

接纳

均分

框架

形成

均分

理论

应用

均分

教学

研究

均分

了解

程度

均分

情感

态度

均分

均值 3.66 3.57 3.96 3.65 3.69 3.64 3.62 3.55

均 值

结构性要素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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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号 题 目 平均分

1 23 我知道教学设计的 ADDIE模式 2.60

2 54 我认为教学设计理论是简单的袁不复杂 2.86

3 56 我认为教学设计理论可以自学袁不需要指导 2.87

4 29 我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尧可推广的教学方法或理论 3.08

5 40 我发表过经自己课堂研究或经验总结而成的尧与教学设计相关的论文 3.12

6 30 完成不了教研指标时袁我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完成论文发表任务 3.14

7 44 我认为教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建立在野教师如何教冶的基础上 3.22

8 21 我经常参考教育研究论文和著作中的相关教育理论进行教学设计 3.26

9 2 我很重视学习空间设计袁经常尝试不同的座位编排方式袁进行小组教学 3.28

10 55 我认为教学设计理论是通俗易懂的袁不难理解 3.36

7个题作差异分析袁发现仅在 53 题渊是否易操作冤和

56题渊是否易自学冤上男女教师有显著差异遥 见表 4遥

图 1 单因素方差分析部分截图

不同教龄的教师在教学研究尧理论因子尧情感态

度上存在差异院由于教龄的变量有多个袁无法作独立

样本 检验遥 所以选择单因素方差分析遥 方差齐性时

选择 LSD法袁方差不齐时选 Tamhane爷s T2遥 结果如图

1所示袁 教学研究和理论应用两个因子方差不齐渊sig.

<.05冤袁其他因子方差相等袁故对应看多重比较表进行

分析遥 1~3年教龄的新手教师在教学研究尧理论应用

因子上和 15年以上老教师存在显著性差异曰 情感态

度因子上袁1~3年教师和 7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存在显

著性差异曰总均分上袁1~3年教师和 11年教龄以上教

师有显著性差异遥

以下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各因子的差异分析方法

同上遥

思政历史学科的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在理论接

纳和情感态度因子上存在差异院思政历史教师与科学

渊理化生地等冤 教师在理论接纳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

异袁与语文尧数学尧英语和科学教师在情感态度上也存

在显著性差异遥

初级和高级职称教师存在差异院初级职称教师和

高级职称教师在情感态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不同学校类别教师在情感态度上存在差异院农村

表 3 得分最低的前十题均分

方差的 Levene检验 均值方程的 检验

Sig. Sig.渊双侧冤

理论体系均分 假设方差相等 .235 .628 1.577 325 .116

了解程度均分 假设方差相等 .011 .917 1.899 325 .058

知识来源均分 假设方差相等 1.711 .192 .752 325 .453

教学研究均分 假设方差相等 .953 .330 1.575 325 .116

理论应用均分 假设方差相等 1.043 .308 1.759 325 .079

理论接纳均分 假设方差相等 .002 .965 .358 325 .721

情感态度均分 假设方差相等 2.598 .108 2.278 325 .023

总均分 假设方差相等 .001 .981 1.842 325 .066

表 4 独立样本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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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愿意 平均分 选择选项 4尧5

1.看到我认为可以在自己课

堂中操作的理论或方法时
4.23 86.75%

2.看到与我课堂应用情境相

似的理论或方法时
4.23 88.99%

3.看到新理论和方法在别人

课堂中应用产生良好效果时
4.16 83.80%

所需方面 平均分 选择选项 4尧5

需要教学设计和新学习理论结

合的指导
3.91 72.78%

需要教学设计和教育技术理论

结合的指导
3.90 74.01%

需要教学设计和新教学方法结

合的指导

需要教学评价方面的理论指导

3.94

3.81

75.23%

68.50%

中小学教师和城市普通学校教师在情感态度上存在

显著性差异遥

获过和未获过荣誉的教师在较多因子上存在差

异院未得过任何教学荣誉的教师在理论体系尧了解程

度尧知识来源尧教学研究尧理论应用尧情感态度以及总

均分等维度上都与其他得过荣誉的教师存在显著性

差异遥 针对这一较为特殊的数据分析结果袁研究将是

否获得荣誉与教龄作交叉分析袁可以发现未获奖教师

占总人数 30%袁 且 1~3 年教师未获奖人数最多

渊20.8%冤遥 人数最多的群体是获县市荣誉的教师

渊36.1%冤袁其中 15年以上教龄的教师最多渊18.7%冤遥如

此便可以合理解释为何未得过任何教学荣誉的教师

与其他得过荣誉的教师存在各维度上的显著性差异遥

结果与上述教龄差异性分析相吻合遥

学术背景尧学历和学段的不同在各因子上没有显

著性差异遥

3. 基本结论

渊1冤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整体较

好遥 教师对教学设计的基础理论基本都有所了解袁理

论框架基本形成袁但相对来说对这些理论的了解程度

不深遥对教学设计理论知识了解的广度与深度在教师

是否获得荣誉上有显著性差异袁与年龄尧性别等人口

学变量及其他基本信息无显著性差异遥

渊2冤极差较大的是教学研究和情感态度这两个维

度袁说明这两个维度的离散程度越大袁越不稳定袁可变

性较大遥 所以差异性分析时所得结果袁大多反映出基

本信息变量在这两个因子上的显著差异性遥在情感态

度上袁结果容易受性别尧教龄学科尧职称尧学校类别和

是否获得荣誉等条件的影响遥教学研究的调查结果受

教龄影响较大遥

渊3冤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受学术背景尧

学历和学段的影响不大遥说明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

识水平并不主要取决于大学里所接受的教育层次尧类

型或专业袁这些因素对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

影响非常小袁值得进一步思考遥

渊4冤情感态度因子所测是教师对教学设计理论知

识的消极或积极态度袁虽然均分超过 3分袁但却低于

量表整体均分遥该因子 7道题中有 3道列于最低分前

十名袁不同变量在该因子上的差异性也较多袁说明教

学设计理论知识的内容在教师心里是不太明朗的尧混

沌的袁价值争议较大遥

渊二冤维度问卷分析

在上述整体情况分析的基础上袁可从野知识来源冶

等七个维度和野两个开放题冶作进一步的微观分析袁以

更精准地了解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的

现状遥 其中袁知识来源尧理论接纳尧框架形成尧理论应

用尧 教学研究五个维度的分析仅与结构性要素均分

渊3.7分冤作比较遥

1. 知识来源渠道

从均分来看袁分数越高表示通过该渠道获取教学

设计知识的教师人数越多遥 很明显袁最主要的来源渠

道是网络袁平均得分 3.8 分袁其次是同事或其他教师

的课堂经验袁再依次是教参尧他人教案尧自身经验袁最

末的是教育研究论文和著作中的教学理论袁 仅 3.26

分遥网络阅读更多的是碎片化学习袁研究认为袁碎片化

学习具有内容的离散性尧学习过程的随意性以及学习

时间的不连续性等特点遥 [10] 教学设计理论涵盖的面

广袁新理论出现快袁作为教师必备且应扎实掌握的专

业知识袁仅靠碎片化学习是无法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

系遥相反袁教育研究论文和著作相对来说更具系统性尧

科学性和层次性袁学习起来需要教师融入高阶思维的

深度学习和知识建构遥

2. 理论接纳时位

从野何时愿意冶和野所需方面冶两个角度可以分析

教师接纳理论的野时机或时势冶和野方位或位置冶遥 野时

位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叶易经曳中最为关键的概念之

一袁野时冶与野位冶的结合便形成了一种境况或情形遥 见

表 5尧表 6遥

表 5 何时愿意接纳新理论

表 6 需要哪方面的理论指导

如表 5分值所示袁 当接触新的理论和方法时袁大

多数教师都愿意去尝试遥相比于仅仅看到新理论在他

人课堂应用中产生良好效果袁确认该理论和方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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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己袁或和自己课堂有相似应用情境时袁教师更易

接纳并尝试遥 根据脑科学研究袁这是大脑创造我们精

神世界的运行机制遥神经科学家 Chris Frith指出袁野我

们的脑可以根据观察到的行为进行预测袁当面对和自

己非常相似的人时袁预测结果最佳遥 冶[11]教师倾向于采

纳看到与自己课堂应用情境相似的理论或方法袁是因

为教师根据观察他人的课堂袁预见到该方法在自己课

堂中的有效性遥

表 5各指标平均得分相差不大袁 但是得分都只高

出量表结构性要素的平均分渊3.7分冤0.3左右遥 可以看

出袁 教师比较需要教学设计和新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指

导袁对教学评价理论的指导需求相对来说更低遥据此可

以推测大部分教师对教学设计理论的需求还是实用主

义导向的袁也或者是教师的教学评价知识水平较高遥

若将学校类型和表 5的 1尧2尧3题作交叉分析袁可

绘制如图 2所示遥

图 2 学校类型和表 5内容交叉分析

可以看出袁相比而言袁农村中小学教师对新理论

的接纳意愿最为强烈袁 城市普通学校的教师次之袁接

纳意愿最低的是城市重点学校教师遥 比较特别的是袁

农村中小学教师和城市普通学校的教师都在看到认

为可以应用于自己课堂的新理论时最愿意接纳袁城市

重点教师在这一项得分却偏低遥但是仅仅看到新理论

在别人课堂中应用良好时袁农村中小学教师和城市普

通学校的教师接纳意愿都比另两项更低袁城市重点学

校的教师却高出他们很多袁也比另两项的接纳意愿要

高得多遥

若将学校类型和表 6作交叉分析可以发现袁农村

中小学教师对教学理论知识的渴求程度高于城市的

教师袁但在不同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需求上有所不

同遥农村中小学教师比城市教师更需要教学设计和新

学习理论尧教育技术理论尧新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指导袁

但在是否需要教育技术和教学评价理论相结合的指

导这一题中袁农村中小学的教师得分略低于重点中学

教师得分遥

3. 框架形成程度

教师对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野了解程度冶和野框架

形成程度冶尚有差距遥 91%的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

识框架基本形成袁对教学设计理论涵盖的大部分基础

知识都有所了解袁但仅有 63%的教师对教学设计理论

了解程度较深遥说明现在的教师对教学设计理论的掌

握是野泛而不精冶袁流于表面而缺乏深入遥 在框架形成

程度上袁22%形成程度非常高的教师中有 45.2%是教

龄 11年以上的教师袁 可见框架形成程度和教龄存在

正相关关系遥

有意思的是袁野我知道教学设计的 ADDIE模式冶

这一题的得分较其他题来说显得非常低袁平均分只有

2.61分遥但 ADDIE是教学设计的基本模式袁无论是迪

克凯瑞模式袁还是肯普或史密斯雷根模式这些较为常

见的教学设计模式袁实际上都是 ADDIE模式的衍生袁

或增删袁或合并袁或转换遥 [12]我们认为袁此题得分并不

能说明那些选择 野不知道冶 的教师对 ADDIE完全陌

生袁作为最基本的教学设计模式袁他们在教学实践中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袁只不过不熟悉较为理论的专

业术语罢了袁造成野名冶与野实冶背离的现象袁这也说明

教师在教学设计理论知识学习上薄弱的一面遥

4. 理论应用倾向

根据统计袁理论应用维度的平均分是 3.69袁仅学

习理论 3.72分和教学评价理论 3.81达到该均分遥 学

习环境理论应用 3.28分远远低于其他理论的应用分

值袁其一反映教师对学习环境理论的陌生感袁其二反

映教师对野探究学习如何发生冶的学习科学并不关注遥

图 3 理论应用维度部分题目均分

从教学模式来看袁野我通常按照耶激发学习动机寅

复习旧课寅讲授新课寅运用巩固寅检查效果爷的顺序

上课冶这道题的平均得分高达 4.04袁仅有 3%的人选择

了 1渊非常不符合冤尧2渊不符合冤遥 这显然是野传递要接

受冶教学模式袁表明传统教学方式依然占据主流遥由图

3可知袁教学评价理论比目标分类理论尧学习者特征

分析尧教学模式及策略尧学习环境等理论的应用情况

要好得多遥 结合两者可推测袁目前大部分教师依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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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结果导向型的教学方式遥

调查表明袁仅有 89位教师反对野教学设计的出发

点是耶教师如何教爷冶的观点袁但这 89 位教师中仅有

66位对野教学设计的出发点是耶学生如何学爷冶持肯定

态度袁两次选择保持一致遥 仅有 14位教师否认了野教

学设计的出发点是耶学生如何学爷冶袁但这 14位教师中

仅有 1位教师对 野教学设计的出发点是 耶教师如何

教爷冶持肯定态度遥 除去不认真答题的因素袁这个结果

可以说明袁大部分教师还是对教学设计的出发点不甚

了解袁相关概念模糊遥

关于野教学设计是否贯穿课前尧课中和课后冶的问

题袁教师存在一些行为和认知上的偏差遥 无论是在课

中还是课后袁教师始终有对教学设计反思与优化的意

识袁只有 5.52%的参与者不常在课中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教学策略和提前设计好步骤袁说明大部分教师有教

学调控或自适应渊Self-adaptive冤的能力遥 值得注意的

是袁 有 85%的教师认为教学设计活动贯穿在课前设

计尧 课中实施调整和课后反思修正的系列活动中袁而

不仅仅发生在课前曰79.2%的教师会在上课时根据课

堂的实际情况调整课前设计好的步骤和教学策略曰

70.6%的教师会在课后反思并且据此优化其教学设

计遥 认同教学设计贯穿课前尧课中尧课后的教师高达

85%袁实际在课中与课后调整优化教学设计的却只有

70%左右袁这说明有部分教师认为教学设计活动应该

贯穿课前尧中尧后的袁但却未能知行合一遥

5. 教学研究状况

调查表明袁79.2%的教师认为实践中自己摸索出

来的知识更有助于作教学设计袁77%的教师经常能从

学校的教研活动中获得有益的教学启发袁74.6%的教

师非常需要专业人员帮助构建教学设计理论的知识

体系袁77%的教师一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理论与实

践结合起来的遥 可见袁真实情景中生成的直接经验有

助于教学设计袁而构建知识体系需要专业人员帮助遥

图 4 教授学段与教研维度的交叉分析

与性别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袁女教师更能从教

研活动中受益袁而男教师的自学能力更强遥 将之与教

授学段作交叉分析渊如图 4所示冤袁发现小学 1~3年级

的教师教学研究能力较差袁高中段教师教学研究能力

最好袁小学 4~6年级的教师联系实践与理论的能力最

强遥

图 5 学校类型与教学研究维度部分题的交叉分析

教学研究水平包括教学研究知识水平尧教学研究

应用能力袁教学研究应用能力又包括理论应用的能力

和创新产出的能力遥 如图 5所示袁经与学校类型交叉

分析袁农村中小学教师和城市普通中小学教师的教学

研究知识和应用水平均比城市重点中学的教师更低袁

相比而言袁城市普通中小学教师的研究知识水平和理

论应用能力比农村中小学教师更差遥在创新研究产出

方面袁三者都表现很弱袁要自己构建可推广的教学理

论是件较为困难的事袁城市重点和农村中小学的教师

比城市普通中小学教师稍强一些遥城市重点学校教师

比其他两种学校类型的教师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

更强袁教研水平更高袁因而也就没有其他两种学校类

型的教师那么急切需要专业人员来帮助形成教学设

计理论知识体系遥

6. 了解程度表现

教师对教学设计相关理论的了解程度普遍偏低袁

除课堂观察方法渊3.83冤尧教学模式渊3.8冤尧教学评价的

理论和方法渊3.75冤得分超过结构性要素均分 3.7袁其

他项均不合格遥了解程度最低的是教学目标的相关理

论 渊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3.48尧 教学目标描述方法

3.49冤尧教学内容分析方法渊3.45冤和学习者分析渊3.5冤遥

从教学系统设计过程来看袁课堂观察尧教学模式和教

学评价理论主要应用于课中和课后袁 而教学目标尧教

学内容和学习者分析则是课前必需的准备工作袁属于

前端分析袁是教学设计的起点或前提袁是后续教学过

程选择教学策略方法尧媒体资源和实施教学评价的依

据遥而调查表明袁教师对前端分析了解程度却很低袁说

明其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存在野本末倒置冶的现状袁

值得重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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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情感态度认同

统计表明袁情感态度维度的平均得分为 3.55分遥

教师对野教学设计理论的复杂性和自学难易度冶两个

项目的评价分值低袁 平均得分不仅低于中值 3分袁也

低于均值 3.55袁分别是 2.87和 2.88分袁多数教师认为

教学设计理论是复杂的袁较难自学袁需要专业人士指

导遥 在对教学设计理论难易度的评价得分上袁虽高于

中值袁但低于平均分袁只有 3.36 分袁说明教学设计理

论对大部分教师来说是比较难懂的遥 但在野教学设计

理论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冶上袁得到了较高分值的积极

评价袁平均分分别是 4.2和 4.19遥 野操作性和趣味性冶

项目的平均得分分别是 3.79和 3.61遥 在野操作性冶一

题的选项中袁选择野较能操作冶的人最多袁占总体的

39.76%袁还有 25.08%的人选择了野可操作的冶这一项袁

说明教学设计理论的操作性得到了较多的认可遥

8. 主要困难方面

将开放题中 野你目前作教学设计有什么困难冶一

题答案录入 txt 文本袁导入软件 ROSTCM6.0袁进行分

词和提取高频词袁并构建高频词矩阵袁根据该共词矩

阵在 netdraw里绘制如图 6所示遥 每个方块代表一个

词语袁方块的面积越大表示该词出现频率越高袁而方

块之间的连线粗细表示两个词语共同出现的次数多

少遥

图 6 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难点高频词共现知识图谱

从图谱可以看出袁高频词是野教学冶野学生冶野设计冶

野理论冶野指导冶遥 从连线粗细来看袁虽然野教学冶与野设

计冶联系最多袁但显然这是在分词时将野教学设计冶切

分所导致的结果遥次之的是野学生冶和野教学冶及野设计冶

的连接袁说明教师的主要困难还是在学生袁野怎样的教

学设计指导课堂能对学生产生最好的效果冶野怎样让

学生配合课堂冶等问题多次出现在答卷上遥 教师需要

的不是野如何让课上得更好冶袁而是野如何让学生掌握

得更好冶的教学设计理论遥联系理论应用维度的分析袁

可以发现袁 正是由于教师对学习科学的不甚了解袁导

致教师无法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理解教学尧 展开教学袁

从而有了现在 野如何让学生学得更好掌握得更好冶的

需求遥

9. 对研究者建议

同上袁将开放题野你对研究者有什么建议冶一题答

案进行分析袁则可形成如图 7所示遥

图 7 野有何建议冶一题的高频词共现知识图谱

野理论冶野教学冶野实际冶野设计冶野结合冶这五个词的

共现频次明显高于其他词语之间的共现频次袁自身的

频次也较高袁这反映出教师希望教学设计理论能与实

际情况相结合的诉求遥 野农村冶一次也出现在了图谱的

中心区域袁这和样本多来自农村中小学有关袁但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农村教学的特殊性袁比如存在学

生学习动机不足尧野开不齐课尧开不好课尧开不足课冶等

问题遥 该图谱清晰表明袁实践一线的教师需要的是能

与教学实际联系尧应用性强的教学设计理论遥

五尧问题院讨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野七个维度冶和野两个开放题冶的定量与

定性分析袁我们可以看到时下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理

论知识水平在野知识来源渠道尧理论接纳时位尧框架形

成程度尧理论应用倾向尧教学研究状况尧了解程度表

现尧情感态度认同冶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袁发现教师的知

识来源普遍局限于网络渠道袁对专著比较冷漠曰对理

论的接纳态度比较积极曰知识面较广袁体系基本成形

但不够牢固曰 在理论应用倾向方面表现出听而不知尧

知行脱节或无意识运用的倾向曰了解程度偏低袁深度

不够曰教研水平偏低袁对理论知识认知带有主观性曰对

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有较高的认同感袁同时袁也认为比

较复杂尧难度较大袁但教师对教学设计的求知欲较强袁

乐于接受专业人员的帮助袁对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诉

求是贴近实践袁提高实用性遥结合上述情况袁在把握他

们的野主要困难方面和对教学设计研究的建议冶的基

础上袁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与讨论院

渊一冤善于学习袁践履野师冶野生冶角色一体化

由于时代社会快速发展和职业角色特点使然袁教

师必须持续刷新自身的专业素质能力袁但是这种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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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全寄托于正式教育或培训方面遥 如果说野教是

为了不教冶袁那么袁接受培训的终极目的是野不再受培

训冶袁亦即自己成为自己的教师袁成为自己的培训者遥

一个野人人皆学尧处处能学尧时时可学冶的学习型社会袁

不仅是一个人人参与的终身学习社会袁更是一个野个

个善学冶的社会遥 [13]教师理应是践行终身学习尧善于学

习的主体和典范遥

分析表明袁教师在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的七个

维度方面都呈现出野不善学习冶的倾向袁比如知识来源

渠道单一袁局限于网络曰专业知识薄弱袁泛而不精曰受

习惯定势影响严重袁对新理论知识不敏感曰不善于从

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尧生发学习动力曰知识缺乏系统

性袁在自学方面表现出畏难情绪袁等等遥 又如袁农村中

小学和城市普通中小学的教师学习能力和反思能力

不强袁但接纳新理论的意愿较为强烈袁城市重点中学

教师学习能力强但热情却不高袁这都是不善于野学冶的

表现遥 野耶善学爷是指学习者善于运用恰当的学习理念尧

技术尧工具和方法满足自我学习需求袁实现自我刷新

和自我完善的学习素养冶遥 [12]

要提高教师善于学习的效果袁一方面固然要重视

教师教育渊包括职前和职后冤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袁

把教会教师野善于学习冶作为教师教育的首要目标曰另

一方面袁更重要的是教师自身要从意识和能力上践履

野师冶野生冶的角色一体化袁在职业生涯中逐渐形成个性

化的尧善于学习的方式袁不断刷新教学设计理论知识

水平遥

渊二冤创新思路袁改善新理论的推广路径

研究表明袁 教师普遍认为教学设计理论是复杂

的尧难以自学的曰认为现有的教师培训过于理论化尧抽

象化和概括化曰更倾向于从网络寻找知识帮助而不重

视专业著作曰 更容易在真实情境中接纳新的理论知

识袁等等遥

针对这些情况袁我们认为有必要借鉴创新扩散理

论来改善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学习绩效遥

创新扩散是美国学者 F.罗杰斯渊F.Rogers冤提出的一个

经典传播效果理论遥创新是指还未被大众接受的新颖

的观念或事物袁 创新扩散就是指创新通过一段时间袁

经由特定的渠道袁在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中传播的过

程遥 [14]这个过程包括了获知尧说服尧决定尧实施和确认

五个过程遥教学设计新理论的扩散过程与这一模型吻

合遥 罗杰斯认为袁创新扩散总是借助一定的社会网络

进行的袁在创新的扩散过程中袁能够借助信息技术更

加高效地推广袁但在说服人们接受创新时袁人际交流

又起了较大的作用遥因此袁信息技术+人际传播能为创

新扩散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遥

从创新扩散理论中可以得到两大启示袁其一袁创建

在线的教师电子档案袋遥 亦即将教学设计理论知识体

系框架编入档案袋袁 教师每从网络上获取一个新的理

论知识袁便可将这个知识点归入档案袋的框架中遥在无

目的获取知识填入框架的同时袁 也能比照框架有目的

地去寻找知识袁久而久之袁便可逐渐帮助教师形成教学

设计理论知识体系遥同时袁在线下注重将新理论与真实

课堂尧教师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袁从而提高教师的创新

接纳率遥 其二袁有意识地培养一定数量的野精英冶教师

或野意见领袖冶遥罗杰斯提出的创新扩散采纳率理论指

出袁创新扩散的速率呈 S线型增长袁当采纳人数达到

10%~25%时袁扩散速率会突然上升袁当人数达到饱和

时速率再次下降袁趋于平缓遥 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推广

应当主动走进校园和课堂袁与学校形成协力袁吸纳各

校 10%左右的优秀教师袁 提供新理论的教授课程服

务遥再由这 10%的野精英冶教师通过有效机制在教师群

体中扩散推广袁以此提高创新扩散的效率和速度遥

渊三冤情境融合袁促进理论知识的深度学习

调查分析表明袁教师很大程度上对教学设计理论

存在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冶野知行割裂冶以及无意识

的运用尧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浮于表面等现象遥这种现象

是缺乏深度学习的典型表现遥 野深度学习是一种主动

的尧 批判的学习方式袁 也是实现有意义学习的有效方

式冶[15]袁这是一种在新旧知识中建立起联系袁能把所学

知识迁移到实际应用中的高阶思维学习袁它的关注点

是解决问题所需的核心论点和概念袁 而不是简单的公

式和外在线索遥 能够促进师生共同进行深度学习的前

提是袁有一种能同时提供教师深度学习野教冶和学生深

度学习野学冶的环境袁它需要师生有共同的先行知识袁需

要将教师与学生置于同一个学习共同体中袁 而学习共

同体关注的焦点是学习的社会情境遥 研究者应该提供

社会情境和教学设计理论融合的新型教学设计袁教师

也应该重视社会尧文化尧历史等社会因素的认知功能袁

构建学习共同体袁促进深度学习尧有效学习的发生遥

同时袁教师要积极改变野传递要接受冶教学模式的

传统习惯袁以学习者为主体袁提高教学设计的系列野前

端分析冶水平袁关注野学生如何学冶袁注重学习环境设计

理论的应用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梅耶曾提出过三种学

习的隐喻院学习是强化的反应尧学习是知识的获得尧学

习是知识建构遥 [13]也有学者提出学习的创造隐喻院学

习即知识的创造遥他们认为这三种隐喻并不是简单的

递进尧分裂的关系袁而是野三元交互式冶遥 [16]其实袁无论

是哪种学习的隐喻袁其高效率和好效果都离不开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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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环境设计袁包括物理空间环境尧师生相互作用

的关系模式尧学习共同体的建构袁以及实践参与的方

式等遥

渊四冤知行合一袁在野双向道冶中互惠互助

调查分析表明袁 教师的教学研究水平普遍偏低遥

理论上来说袁作为实践一线的教师是最直接的教学设

计理论使用者和受益者袁是最有机会将理论与实际结

合起来的实践者袁同时袁也应该是野学用冶一体的教学

设计研究的先行者遥 但是袁多年来我们的教学设计理

论与实践研究的情形却是野两张皮冶现象袁野各唱各的

调袁各吹各的号冶袁几近各行其道之势遥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梅耶渊R.Mayer冤在其叶应用学

习科学曳一书中回顾了学习科学和教学科学两者关系

的发展历史阶段袁并将三个阶段比喻为野单行线冶野死

胡同冶野双向道冶遥 野单行线冶表示的是研究者建立学习

科学袁实践者直接应用到学习中遥 野死胡同冶表示研究

者忽视真实学习环境袁一味进行实验室研究袁而实践

者看不上这样的理论遥 野双向道冶则表示研究者在真实

环境中检验学习理论袁并依据教学理论来检验教学原

则袁实践者与研究者互惠互助遥 [17]其实袁多年来我们的

研究者与教学实践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又何尝不是如

此钥 理论的检验袁必须在真实情境下而非人为设计的

环境中进行遥

教师的教学研究水平的不足袁使其不仅难以在教

学实践中融通运用相关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袁而且会

限制反思及创新能力的提高袁浪费了野深入群众冶这一

得天独厚的研究环境遥 提高教师的理论先行者意识袁

将有助于检验教学设计新理论袁更有助于加速推动教

学设计理论的发展遥

六尧结语院时惕乾称

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是中小学教师专业素质

能力的必要组成部分袁知识本质上是变动不居的遥 百

年大计袁教育为本曰教育大计袁教师为本遥 教师专业素

质能力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袁 也是必须与时俱进

的遥 2018年初袁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曳强调袁要提升教师专业

素质能力遥 [18]随后袁教育部等五部门根据该叶意见曳制

定了叶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2 年冤曳袁强

调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袁 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袁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时代任务遥 [19]

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也指出袁要实现师生信息

素养普遍提高遥 野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尧学习应用覆

盖全体适龄学生尧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冶的野三

全冶目标袁离不开行动计划的实施主体教师遥只有形成

野平台+教师冶的有效互动机制袁才能实现信息化应用

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的普遍提高遥只有教师的积极参

与袁教学应用和资源建设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遥 教育

信息化进入融合创新时代袁对教师的个人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遥 [20]

教育是旨在适应未来社会和个体发展需求的人

类活动遥未来社会具有野易变性渊Volatility冤尧不确定性

渊Uncertainty冤尧 复 杂 性 渊Complexity冤 和 模 糊 性

渊Ambiguity冤冶袁即野VUCA冶的显著特征遥 [21]今天袁人类

的行为法则尧生存法则乃至文化根基都在发生剧变遥

人工智能在改变人类认知的未来袁 人类终将与人工

智能相融合遥 无论是叶爆裂曳中的野九大生存法则冶[22]袁

叶必然曳里的野十二个人类文化根基变化的走向冶[23]袁

还是当下职场和教育与培训机构普遍关注的尧 导致

社会变化的六大驱动力 渊新媒体生态尧 超级结构组

织尧计算世界尧极端长寿尧智能机器和系统尧全球互

联冤袁以及适应生存与发展的十大关键技能渊计算思

维尧设计思维尧认知负荷管理尧新媒体素养尧跨学科能

力尧意义建构尧社交智力尧新颖和适应性的思维尧跨文

化能力尧虚拟协作冤[24]袁抑或是信息化时代人才素质

的核心素养变迁[25]袁这些变化都对人的发展尧各级各

类教育培训机构袁 特别是教师的专业素质能力发展

提出了新要求遥

比如袁这些变化将影响未来学校概念的新基因形

成遥 例如袁野2017版未来学校的基因图谱冶表现出八个

野新基因冶院无边界尧全学习曰反分科尧多选择曰跨时空尧

跨文化曰高情感尧高互动曰网络化尧嵌套式曰新学习尧新

考试曰学校智能化曰学生全能化遥 如野无边界尧全学习冶

的基因是指向学习方式尧学习环境尧学习流程的变革遥

所有空间环境都可学习袁 有意识与无意识都在学习袁

所有流程动作都被视为学习曰学科与学科尧空间与空

间尧学习与学习尧学校与社会尧学习与生活尧学生和教

师无界遥无边界有秩序袁指向校园设计尧建设尧管理尧运

用成为一体化的生态系统遥 [26]显然袁未来学校概念的

新基因形成袁 也将刷新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发展的指

向尧内容与路径遥

野君子终日乾乾袁夕惕若袁厉无咎冶遥 面对时代尧技

术尧文化和教育的变化袁教师不断刷新自身的专业素

质能力袁保持对职业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尧反应力和适

应力以及终身学习的习惯袁 将是职业生涯的一种常

态遥 [27]野时惕乾称冶袁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小学教师的事袁

而是事关国家教师教育决策乃至国家民族兴盛的大

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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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未来已来袁未来最富有想象力袁也最具挑战

性遥 面对未来社会和教师核心素养发展的风向标袁中

小学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发展该作出怎样的思考钥教学

设计理论与实践又该有怎样的回应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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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gning effective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 of

SPOC blended learning. In order to stimulate learners' mo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analysis of

learning behavio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hree-subject, six-motive, three-dimensional and three-link

construction model of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in SPOC blended teaching. With the help of an online

classroom platform, the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of SPOC course is designed and the SPOC blended

teaching is implemented.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are optimized and adjusted through learning analysis.

Through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study, the effect of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is verified,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POC blended learning are summariz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Keywords] SPOC; Blended Learning;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Abstract] The ability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nd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is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to form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hain model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d implements an evaluation scale for explor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rough structure

mapping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man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ave a single source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an unformed system structure. They are weak in

theoretical mastery and teaching research, and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ir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s a result, it is common for them to use theories unconsciously. Emotionally, the

teachers have a high sense of recognition for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ory, a strong thirst for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an urgent demand for the operability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y.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roles, change the way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provide deep learning situations, and cultivate teachers' awareness of theoretical

pioneer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grasp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improving the research of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eachers instructional design literacy as well.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etical Knowledg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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