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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即时数据采集的经验取样法：

应用、价值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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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验取样法是一种在自发尧自然的情境下袁多次采集人们在事件发生时的主观体验的方法遥 野互联网+冶时

代袁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与工具促进了经验取样法的发展袁使之成为教育研究与应用领域的新手段遥 传统上袁经验取样法

借助辅助工具渊如闹钟冤提醒被试袁使被试在随机或事件发生等诸多瞬间自我报告袁从而达到自动采集自然情境下即时

数据的目的遥 与其他自陈测验方法渊如问卷法冤相比袁经验取样法是一种测量个体随情境尧时间而变化的研究方法袁在时

间与空间上更加接近于真实情境袁有利于降低被试的社会期许与回忆偏差遥 该方法强调在学习发生的真实情境下纵向

动态地开展教育研究袁侧重学习者内在状态的真实性与情境性袁关注个体内在学习体验的动态性与规律性袁有助于提升

教育量化研究的质量与精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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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袁传统的数据采集大多采用

自陈测验渊Self-report冤的方式袁如前测尧后测袁来获取

个体的社会和心理状态遥 一般而言袁传统的自陈测验

采集到的数据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和延时性袁尽

管该方法对于解决一些科学问题具有一定的成效袁

但由于测验时被试已经脱离了事件发生的情境袁传

统自陈测验能否捕捉到真实生活情境中个体的真实

行为和主观体验已经逐渐被学界关注[1-2]遥 经验取样

法渊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袁ESM冤是一种有效的

即时数据采集的方法袁能够提高自陈测验的准确性和

有用性遥国外学者应用该方法取得的优秀研究成果越

来越多袁而国内学界尤其是教育领域对经验取样法的

研究仍比较缺乏遥

众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经验取样法在教育研究

领域的应用潜力[3-4]袁将这种方法视为一种收集野真实冶

数据的新方法[5]遥目前袁国内外研究者对经验取样法都

有详细的介绍[6-8]袁但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学尧临床心

理学尧组织行为学等领域[9-10]遥 Zirkel等虽然介绍了该

方法在教育领域应用的优势潜力以及在应用中可能

遇到的问题[3]袁但这种研究方法在教育领域所适用的

情境和经典应用案例尚未得到介绍袁研究价值也缺乏

深入的探讨遥 鉴于此袁本研究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关

于经验取样法在教育领域应用的研究文献袁结合经验

取样法的发展袁总结经验取样法与传统自陈测验的区

别以及经验取样常用的四种方法遥 接着袁通过列举与

分析经验取样法在国外教育领域顶级期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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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袁从技术和方法层面袁探究现有的研究如何把经

验取样法应用到教育领域中袁并对研究主题的应用价

值尧未来趋势和存在问题进行展望遥 本研究为教育研

究领域引入了一种更接近野事实冶的纵向数据采集方

法袁进一步丰富了教育研究方法遥通过采集即时数据袁

经验取样法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教育研究

的质量遥 在应用层面袁本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新技术和

工具在经验取样法中的应用曰另一方面袁通过介绍经

验取样法在教育领域中的适用主题袁并结合前沿应用

案例袁以期帮助教育研究者更好地认识尧理解和应用

该方法袁拓展研究主题袁进一步探究个体在不同情境

中的学习变化规律遥

二尧何为经验取样法

经验取样法也称生态即时评估法渊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袁EMA冤袁是一种在自发尧自然的

情境下袁研究某事件发生时个体即时性反应渊包括行

为尧认知尧情绪等冤的测量方法[11]遥 经验取样起源于测

量个体的沉浸体验渊Flow冤[12]袁属于自陈测验的一种袁传

统上要求被试随身携带一个电子传呼机或者带闹铃

的腕表袁每天电子传呼机或者腕表会以随机的时间间

隔发出响声袁被试在听到铃声后即时填写一份有关沉

浸状态的自陈测验遥

渊一冤经验取样法的发展

经验取样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袁最早采用

纸笔测验渊Pencil-and-Paper Measures冤[13-14]遥 在初期袁

一些研究者采用了寻呼机[15]尧手表[16]作为辅助设备袁发

射信号提醒被试遥 一般而言袁传统的经验取样在数据

收集上对于研究者和被试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袁且数据

分析困难袁 这些缺点严重阻碍了经验取样法的发展遥

随着移动技术的蓬勃发展袁 手机尧PDA等移动设备得

到普及袁使得依赖于简单定时器的传统工具支持的经

验取样法逐步发展为移动技术支持的经验取样法袁具

体见表 1遥

表 1 经验取样方法的主要发展阶段

与传统的经验取样设备相比袁移动设备具有普适

性尧便捷性尧情境感知等优点袁逐渐成为经验取样的最

佳工具遥移动技术支持的经验取样法是指在移动终端

上安装已开发的采样应用程序袁 并利用这些辅助设

备袁 在真实情境中多次收集被试的即时数据的方法遥

针对不同的移动平台有许多经验取样工具 [17-23]袁例

如院MyExperience[23] 袁采用了三层架构袁即感应层尧触

发层和动作层袁通过位置传感器尧用户交互和设备状

态等袁记录用户的使用日志袁并通过量表收集用户的

主观体验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移动技术支持的经验取样架构图

渊二冤经验取样法与传统自陈测验的区别

典型的科学研究包括理论基础尧数据搜集与数据

分析三个阶段[24]遥 经验取样法与传统的自陈测验在理

论尧数据来源尧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四个方面存在着

差异遥 在理论方面袁经验取样法注重在事件发生过程

中测量被试的即时数据曰数据来源方面袁经验取样法

的数据来源于真实情境袁具有真实性曰数据收集时间

的差别决定了经验取样法的特征和优势渊见表 2冤曰在

数据分析方面 袁 传统自陈测验侧重于个体间

渊Between-person冤的一般规律袁而经验取样法更关注

个体层面渊Within-person冤的研究遥 Larson等应用经验

取样法袁随机对儿童玩伴尧地点和情感等即时数据进

行收集袁研究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渊9~15 岁冤的日常经

验遥研究发现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袁与父母在一起的

时间显著下降袁年龄较大的学生是年龄较小的学生的

一半[25]遥 如果用传统自陈测验收集这些数据袁即使这

些青少年很配合研究袁他们也许不能针对不同的情境

给出准确的回答遥 但是袁经验取样法能够为研究人员

获取这些即时数据提供可靠的方法袁能够准确反映个

体的自然尧社会和心理生活遥

发展阶段 使用的工具 优 点 缺 点

传统工具支持

的经验取样法

闹钟 尧 定时

器尧寻呼机等

利用已有设

备袁易实现

耗费大量人力袁

数据分析难度大

移动技术支持

的经验取样法

手机尧智能手

机尧平板电脑

等移动终端

获得更加丰

富的数据曰便

于数据分析

对于研究者而

言袁 开发程序难

度大

动作层

触发层

感应层

同步存储自陈测验多媒体采集情境感知

拼命采集中

交互
用户

分类器
事件噪音

传感器
温度
传感器

位置
传感器

随机时间 固定时间间隔

最小提醒时间间隔

每天最大提醒次数

提醒时间段/预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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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经验取样法与传统自陈测验方法的对比

渊三冤经验取样的四种方法

经验取样法的核心特征是野取样冶袁即实地尧实时地

收集个体在真实情境中的即时数据遥经验取样有四种常

见的取样方法袁分别是随机取样渊Random Sampling冤尧固

定采样 渊Fixed Sampling冤尧 基于事件的采样 渊Event-

focused Sampling冤[3袁6]尧情境感知经验取样渊Context-aware

Experience Sampling冤[21-22]袁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

择不同的取样方法或将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遥

随机取样是指在随机的时间获取被试的即时体

验遥 这种取样方法一般适用于情境和时间宽泛的研究

场景遥 Shumow等以手表作为信号发射工具袁采用随机

取样法袁 调查了学生在不同情境下做家庭作业时的主

观体验袁并探究了这些主观体验与学业成果尧社会情感

结果的联系[27]遥 通过经验取样法袁研究者能够更加真实

地了解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情境袁如他们在哪里尧与谁一

起做作业等遥 而这些情境因素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学

生做家庭作业的效果遥

固定取样要求被试在特定时间或按特定的时间

间隔进行测量遥 有研究者借助电子记录设备 渊如

Electronically Activated Recorder袁EAR [17]冤袁按照固定

的时间间隔收集数据袁如每隔 5分钟采集一小段被试

环境的音频袁或间隔 2~4小时收集一次被试的即时体

验遥 与其他取样方法相比袁采用这种取样方法获得的

数据更加具有时间维度上的结构性袁可帮助分析各个

变量在时间参数上的变化袁并对之进行评估遥

基于事件的取样是为特定的事件而采集数据的

方法遥 当研究人员对特定的事件感兴趣时袁可以选取

这种取样方法遥研究者如果对学习伙伴是否影响学习

参与感兴趣袁 可以在学生每次与朋友一起学习时袁测

量学生的即时体验[3]遥 Xie等以 iPAD为载体袁利用基

于事件取样的方法袁对大学生课外学习习惯进行了研

究袁并发现基于事件的取样方法能显著提高取样的准

确性和效率[28]遥 总之袁基于事件的取样的目的是让数

据采集更接近于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境遥

情境感知经验取样是 21世纪初新兴的一种经验

采样方法袁它通过计算感知和传感器技术袁自动侦测

事件袁触发取样袁完成数据收集遥 通过多种数字化技

术袁记录学习的即时体验和行为等袁研究者不需要过

多地依赖自陈测验数据和人格因素对测验产生的偏

差[29]遥 例如院可穿戴设备渊如手环尧头盔等[30]冤作为数据

收集的载体袁 能实现对学生相关指标的追踪记录曰心

电尧脑电尧眼动等生物传感器获得的生物数据具有真

实性尧情境性尧可视化尧精确定量及多维度等特性[31]袁

有利于把握学生的情绪和认知状态的变化遥

三尧经验取样法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渊一冤经验取样法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情境

经验取样法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关注个体

在学习过程中的行为尧认知和情感的表现遥 由于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行为尧 认知和情感表现是复杂的尧多

维的袁 并随着学习的时间和情境变化不断发生波动袁

因此袁个体的学习行为具有个体波动的规律性袁个体

的认知和情感是极易受到环境影响的存在状态遥正因

如此袁经验取样法在国外教育领域中袁尤其是学生投

入度尧主观体验和学习环境信息的捕获等方面袁逐渐

得到重视和应用遥经验取样法在课堂尧实验室尧家庭作

业尧网络学习尧非正式学习等不同的情境已经取得了

相关的研究进展袁见表 3遥 可见袁经验取样法在国外教

育领域的应用情境多样袁通过移动技术尧采集器和传

感器等袁能够捕捉到个体在不同学习情境中的行为数

据尧多模态数据尧学习体验和心理状态等遥

渊二冤经验取样法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案例

经验取样法在教育领域应用的研究主要包括不

同情境因素渊时间位置尧学习活动尧学习伙伴等冤对学

生情绪尧情感尧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曰在更细粒度上测量

元认知尧自我调节学习曰不同学习环境下生物数据表

征袁认知负荷的衡量曰网络环境下知识的获取尧保留和

迁移的影响因素曰学习者行为特征的抽取及其变化规

律等遥 下面分别选取了传统工具支持的经验取样尧移

动技术支持的经验取样两个案例袁对如何运用该方法

探究学习投入和主观体验进行分析遥

1. 传统工具支持的经验取样在课堂学习投入中

的应用案例

我们选取了传统工具支持的经验取样在课堂学习

投入渊Learning Engagement冤应用中的研究作为案例遥

学习投入是一个多维的结构袁在不同的研究中袁其概念

和分类有细微的差别遥 但是总体来说学习投入包括行

为尧情感和认知投入三个维度[39-40]遥 影响学习投入的因

素有很多袁学校尧教师尧学习伙伴等外在环境因素和个

类 型 发生时间 特 点 优 势

传统自

陈测验

事 件 发 生

前/后渊前测/

后测冤

存在反应心向尧数

据具有一定程度

的超前或滞后性

测量理论与方法成

熟曰省时省力袁快速

搜集大量数据

经验取

样法

事件发生过

程中

数据来源于真实

情境尧数据具有即

时性尧数据来源于

重复发生事件[26]

是传统自陈测验的

补充尧 降低社会期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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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因素渊性别尧年龄和个体认知等冤都会影响学生的投

入[39-41]遥

Schmidt等采用震动寻呼机作为辅助工具袁 从学

习活动和学生选择两个方面探究课堂学习投入的影

响因素[32]遥 此研究主要选用基于事件的取样法和视频

内容分析法袁 对综合性高中的 12个教室的科学课进

行了长期的跟踪遥研究分别在秋季和春季两个周期对

数据进行采集袁在数据收集的每个周期内袁采用经验

取样法对科学课上学生的学习体验进行了连续五个

工作日的重复测量遥 参与测试的学生携带震动寻呼

机袁在科学课上袁选择两个随机的时间点隐蔽地向寻

呼机发射信号遥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课堂的干扰袁

且能够尽量多地采集课堂活动的信息袁此研究将每个

班级的学生分为两组袁 每组有不同的信号发射安排遥

学生收到发射的信号之后袁需要花费 1~2分钟填写一

个简单的李克特量表袁这些量表简洁地记录学生在收

到信号时所做的活动及他们的主观体验遥此研究共收

集了 4136 个响应表单袁 经验取样信号的响应率达

91%袁而参与者没有响应信号的原因一般是请假或旷

课遥通过聚类分析得到学生参与科学课的投入的瞬时

投入剖面渊Momentary Engagement Profiles袁MEPs冤遥 根

据这些剖面袁研究对象被聚为六类袁分别是院渊1冤低投

入型袁即行为尧情感尧认知三个维度的投入都偏低曰渊2冤

勉强投入型袁代表中等程度的行为投入袁而情感尧认知

投入偏低曰渊3冤理性投入型袁代表较高的认知投入袁而

行为和情感投入较低曰渊4冤愉悦投入型袁代表情感投入

偏高袁而其他维度的投入偏低曰渊5冤中等充分投入型袁

代表三个维度的投入处于中等水平曰渊6冤充分投入型袁

代表三个维度的投入处于高水平遥 研究表明袁大部分

学生在课堂学习投入的某一维度上偏高袁而在另外的

维度偏低曰三个维度都偏低袁即低投入型袁占 22%曰而

三个维度都偏高袁即高投入型袁仅仅占了 11%遥 此外袁

该研究通过卡方检验验证了学习活动尧学生的选择与

学生即时投入的关联遥 与传统的变量指向方法

渊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es冤不同袁该研究采用了个

体指向的研究方法渊Person-oriented Approaches冤探索

个体在具体的课堂学习情境中的内在变化尧个体间学

习投入的内在差异及其影响因素遥

2. 移动技术支持的经验取样在非正式学习中的

应用案例

移动技术支持的经验取样为深入探究非正式学习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遥 余胜泉等认为袁非正式

学习指在正规学校教育或继续教育之外袁 在工作尧生

活尧社交等非正式学习时间和地点接受新知的学习方

式袁具有个性化尧随机性尧多样性尧知识来源多元化等

特点袁 它是教育技术人员亟待研究的一个新领域[42]遥

从教育传播的视角看袁非正式学习一般是由学生自主

安排袁 没有固定的技术或媒体作为中介实施干预袁并

且在学习环境尧学习材料尧学习目的尧学习伙伴尧学习

工具等方面表现出富于变化尧各式各样尧模糊不明等

特点遥 那么袁如何准确获取非正式学习情境下学生学

习的主观体验尧个体行为和认知等即时数据袁成为有

效探究非正式学习的学习主体的内在状态及变化规

律的关键遥

Xie 等以智能终端作为取样工具对非正式学习

环境下学生的行为尧认知尧情感和自我调节等进行了

实证研究[28]遥 此研究选取了 133名师范生作为样本袁

周期为两个学期袁每个学期分前测尧中测尧后测三次

测量袁分别测量非正式学习环境下学生的认知尧情感

投入度及学生的自我调节水平遥 中测采用经验取样

法袁第一个学期采用固定取样方法袁第二个学期采用

基于事件的取样方法袁 两种经验取样均是通过智能

终端实现遥 该研究比较了经验取样法与传统的自陈

测验的区别遥 研究发现袁经验取样能够更细粒度地采

集非正式情境下学生的行为数据遥 通过时间与空间

上的视觉呈现袁 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分析学生的行

为参与遥 传统自陈测验中袁存在着被试社会期许性的

问题[43]袁即学生在前测与后测中更偏向于回答社会希

表 3 经验取样法的几种应用情境

应用情境 取样方法 取样工具 采集内容 备 注

课堂学习[32-33]尧

高中生物实验[34]
基于事件的取样 寻呼机

学习活动尧主观选择尧课堂投入尧感知能

力尧挑战尧专注尧归属感等

课堂学生被分为两组袁 每组

信号方案不同袁以降低干扰

家庭作业 [27]尧校内

外阅读情况[35]
随机取样 腕表

位置尧活动尧原因尧学习伙伴尧情感尧认知

和动机等心理状态

大量随机取样袁 选择活动为

做作业尧阅读的进行分析

网络学习环境[36-38] 情境感知经验取样
采集器尧传感器

等

获得的眼动数据尧坐姿及生理状态等曰用

户操作和交互数据足迹曰系统日志文件

取样或测验能嵌入于学习发

生的前尧中尧后阶段

非正式学习[28]
固定取样尧

基于事件的取样
智能手机

学习地点尧学习时间尧学习原因尧情感尧认

知尧自我调节

第一学期采用固定取样袁第

二学期采用基于事件的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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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他回答的结果遥 研究证明袁经验取样在时间与空间

上更加接近于真实情境袁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

这种反应心向遥 此外袁该研究将固定取样与基于事件

的取样进行了比较袁 发现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非正式学习中数据采集的精度袁 提高了教育研究的

准确性遥 移动智能设备不仅开辟了非正式学习的野新

战场冶[44]袁 而且逐渐成为研究非正式学习领域的有效

的野取样冶工具遥

四尧经验取样法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渊一冤侧重学习者内在的主体性与真实性

教育研究既要重视宏观的群体袁也要兼顾野每一

个个体的真实冶遥 经验取样法强调在学习发生的地方

研究学习袁侧重于学习者内在状态的真实性尧情境性袁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研究中学习者的主体取向遥

经验取样法主要测量个体的日常学习尧生活所经历的

情感尧想法尧行为尧情境和活动等袁通过在自然情境下

研究个体学习的体验和行为袁更关注个体学习的真实

性和普遍性遥 与传统自陈测验不同袁经验取样法的测

量发生在学习事件过程中袁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学习

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境袁研究学习者野此时此刻冶的主观

体验及行为遥 相对于传统的问卷调查尧访谈等研究方

法袁它能降低传统自陈测验的误差袁更接近真实体验遥

经验取样法使我们更了解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学习

行为尧认知和情感状态及变化规律遥 研究者采用经验

取样法袁以新的方式捕获即时的个体体验尧情感和行

为等袁以此来研究学生的真实体验袁并有助于更好地

了解主体和环境是如何塑造这些体验的遥通过经验取

样法袁 我们能够探究一些新颖而有趣的教育问题袁例

如院学生尧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是如何真实地投入或参

与到学习尧教学和管理中的袁进而能够帮助我们更真

实地了解教育情境如何塑造个体的行为尧认知及其他

社会化结果遥

渊二冤关注学习者内在的动态性与规律性

通过探究学习情境中个体内在的变化袁经验取样

法更关注个体内在学习体验的动态性与规律性遥传统

自陈测验往往侧重于个体间的研究袁所收集的信息仅

仅是学习者对相关事件和体验的野回忆冶袁不能有效地

反映个体波动的规律性遥经验取样法是解决微观个体

视角的跨层次研究的重要方法[5]遥通过跟踪测量袁研究

者能够获得不同时期内个体在学习中的即时认知尧情

感和行为等数据袁以及这些变量随时间动态变化的规

律袁以便更加精确地获得学习者的野真实冶感受遥 这些

纵向数据在统计学上的价值袁尤其在野个体层次探索冶

上袁是其他统计方法所不能相比的遥 这些变量的变化

轨迹及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袁有助于进一步探究不同情

境中个体内部思想尧情感和学习行为的规律性变化遥

渊三冤提高教育量化研究的准确性与生态性

量化研究是实证科学范式的产物袁在教育研究领

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遥经验取样法是提高自陈

测验的数据准确性和有用性的重要工具[45]袁与传统自

陈测验相比袁经验取样法在削弱反应心向尧降低回顾

性误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46-47]袁有助于提高教育

领域量化研究的质量袁 提升教育领域量化研究的精

度遥 学习的发生过程具有主体性和情境性遥 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行为尧 认知与情感易受情境因素的影响遥

班杜拉的交互决定理论强调个体尧环境和行为相互影

响袁交互决定[48]遥 虽然野环境冶不是个体行为改变的决

定性因素袁但是对于个体的沉浸体验尧学习投入尧注意

力和目标导向等具有重要的影响遥 通过经验取样法袁

更真实地探究情境因素与变量间的关系袁从微观视角

探索尧解释个体行为的情境动力遥 经验取样法作为传

统自陈测验的补充袁对于不同情境下个体学习的研究

有一定的潜力和价值袁有助于提升教育领域量化研究

的准确性与生态效度遥

五尧经验取样法的研究展望

渊一冤研究主题将聚焦情境对个体学习的影响

目前袁经验取样法已经广泛应用在情绪尧参与尧压

力等具有情境化特点的研究领域袁研究其过程性以及

在事情发生时个体的认知和感受遥 同样袁学习过程具

有情境化特点袁情境认知理论认为袁野个体冶和野环境冶

都是同一个学习系统中的要素袁两者相互作用[49]遥 所

以从情境的视角研究学习者的行为与感受袁可以挖掘

学习者在不同学习情境中的行为尧认知和情感的客观

规律遥 从技术角度来看袁以前没有收集学习者即时数

据的工具袁而且数据分析与数据管理受到了技术的制

约遥但是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

决遥 当收集到足够多的个体学习即时的纵贯数据时袁

就可以发现不同情境下学习者认知尧情感和行为的客

观规律遥 因此袁不同情境对个体学习的影响将受到更

多的关注与研究遥

渊二冤移动技术支持的经验取样将成为趋势

移动技术支持的经验取样能够有效降低对被试

学习和生活的干扰遥研究者应当充分利用和开发相关

应用程序袁借助学生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渊如智能手

机尧智能手表冤袁动态采集即时数据 [50]袁经无线移动网

络上传数据库袁更好地实时动态监测遥 鉴于目前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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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Real-time Data Collection: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Prospect of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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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渊ESM冤 enables us to examine human experiences at the time of

an event in a spontaneous, authentic contex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ools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SM, making it a new method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raditionally, to collect real-time data in natural situations, ESM reminds subjects using auxiliary tools (such

as alarm), so that subjects would report themselves at any random time or close to event occurrence. Compared

with other self-report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ESM measures individuals' changes in natural and real

situation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recall biases of the subjects. ESM

emphasizes the vertical and dynamic educational research under the real situations, focuses on authenticity

and contextuality of learners' inner state,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and regularity of individuals'

learning experience,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precision of educational quant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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