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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网络分析视域下的教师实践性知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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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性知识是衡量优秀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标准之一袁针对实践性知识开展的知识治理可以有效提升教

师研修组织内的知识效益最大化遥 认知网络可用于反映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在关联特征袁有效支持显性化地获得教师

实践性知识的发展变化特征规律袁为教师实践性知识治理提供新视角遥 文章采用内容分析法和认知网络分析法袁深入分

析了 165位研修教师在网络研修活动不同阶段中实践性知识的认知网络发展特征遥 结果表明院新手教师群体的实践性

知识认知网络发展体现出以反思性知识为核心的星状认知结构特征袁胜任教师群体的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发展呈现出

以反思性知识为交点的蝶状认知结构特征袁而成熟教师群体的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发展呈现出以反思性知识和教育信

念为核心的复杂认知结构特征遥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袁文章从认知发展的角度袁依据不同教师类型群体的认知结构特征提

供了针对性策略袁以期为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实践性知识治理提供合适的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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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随着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曳渊以下简称野双减冶政策冤[1]

的颁布袁促进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成为基础教育改革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袁而加强教师培训尧优化教师专业

知识认知网络结构以及促进教师专业知识水平提升袁

既是野双减冶政策改革的必经之路袁也是教师队伍建设

与发展的重点所在遥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是教师实践

性知识的关注与获得[2]袁其教学行为也受到教师实践

性知识的直接影响[3]遥目前袁有关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正

处于从理论与行为研究转向认知结构与推理维度的

研究袁但从认知网络分析视角进行不同类型教师群体

实践性知识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遥 事实上袁基于认知

网络研究不同类型教师群体的实践性知识发展特征

并探索实践性知识治理新途径袁对于精准引领教师实

践性知识均衡发展尧优化教师研修方式以及提升教师

专业素养具有重要意义遥可见袁研究并回答野教师实践

性知识认知网络发展具备何种特征冶野如何进行教师

实践性知识治理冶袁是符合教育教学新需求的遥

依据上述分析袁本研究以参加靠谱 COP项目渊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袁 简称靠谱

COP冤中野响应耶双减爷政策袁教学提质增效冶网络研修活

动的 165位研修教师的实践性知识为研究对象袁 探究

不同类型教师群体的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特征袁 进而

得到认知发展视域下教师实践性知识治理策略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认知网络分析法

从布鲁纳渊Jerome S. Bruner冤的发现学习理论可

知袁学习的本质是学习者主动形成认知结构袁积极构

建知识体系的过程[4]曰谢弗渊Shaffer冤等人同样认为袁学

习是由知识间的结构来定义的袁即依据知识尧技能尧价

值观尧思维习惯和其他认知要素间的关联模式进行定

12



2022年第 10期渊总第 354期冤

义袁这种知识间的连接结构就被称为认知网络[5]遥

谢弗等人提出的认知网络分析法 渊Epistemic

Network Analysis袁ENA冤 是一种在语篇中识别有意义

语句的量化民族志分析方法[5]袁通过对数据的定量分

析来描述个体或群体的认知框架模式袁进而创建网络

模型来可视化呈现被研究者在话语数据中所隐含元

素的连接方式袁还原各认知要素间的共现关系和发展

特征[6]袁并能深入挖掘数据间的内在联系与耦合关系遥

在教育领域袁因其独特的可视化表征能力袁认知网络

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学习分析研究中袁主要集中在思

维发展尧知识建构尧协作学习尧学习评价及实践社区等

方面袁揭示被研究者的认知差异袁将其思维发展过程

与认知变化规律可视化袁深度追踪和分析被研究者的

思维架构和认知发展轨迹[7]遥近年来袁已有学者运用认

知网络分析对网络研修环境下的交互数据进行探索袁

主要包括教师的对话反思[8]与实践性知识[9]两类研究遥

目前有关实践性知识的特征研究虽已有相关成

果袁 但从时序角度上研究其认知发展的成果较少袁对

于教师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与反思的关注还远远不

够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生成与均衡

发展遥因此袁笔者认为袁从认知网络角度分析教师实践

性知识是必要的袁该类研究有利于明晰教师实践性知

识认知发展特征袁有效进行实践性知识治理袁精准促

进教师实践取向的知识发展袁提升教师专业能力遥

渊二冤教师实践性知识治理

知识治理思想源于交易成本理论与企业知识理

论之间的矛盾袁体现人们对知识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反

思[10]袁目前正处于研究发展阶段袁对知识治理的认识

主要分为两种院一种是将其视为影响知识管理战略的

机制袁另一种是贯彻在组织中并对实施知识管理活动

提供反馈与优化的过程[11]遥 当前以强调正式与非正式

的组织机制和制度在知识交换尧 转移和共享中的应

用袁进而实现知识的选择尧创造尧共享以及利用等目的

为主流思想遥

知识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大化袁

而知识是教师实践与专业发展的基础遥实践性知识是

教师实践取向的知识袁是对教学经验的反思和提炼所

形成的认识袁并实际指导着自身教育教学行为[12]遥 因

研究视角不同袁诸多学者分别从生成机制尧作用尧构成

要素等方面对实践性知识的基本理论与内涵进行了

研究遥 本研究采用陈向明的观点[13]袁将实践性知识分

为以下六个维度院教育信念尧人际知识尧自我知识尧策

略知识尧情境知识以及反思性知识遥在教育领域内袁有

关知识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知识形态[14]尧知识生产模

式[15]尧知识共享[16]以及大数据赋能知识治理[17]等内容袁

集中在应用研究和管理研究等方面曰在为进行教师实

践性知识治理而开展的相关研究中袁研究内容已经逐

渐从教师外在的教育教学行为研究转向教师内在的

认知结构和推理维度的探究[18]袁研究对象也从单一的

教师群体变为面向不同类型的教师群体研究袁研究方

法则从以思辨研究尧个案研究为主转向了大数据挖掘

和知识发现等[19]袁但借助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机制和

制度来优化教师实践性知识结构尧利用认知网络探索

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特征的研究仍相对较少遥

教师的知识一直是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袁通

过知识治理能够有效地优化组织活动袁提升教师知识

水平袁进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遥 但因知识治理源于经

济学与管理学领域袁部分成果无法直接用于教育研究

中袁且教育领域内的研究成果较少遥笔者认为袁从知识

治理角度分析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认知发展特征并提

出针对性策略袁进而优化教师实践性知识结构并促进

其发展袁这是可行且必要的遥

三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研究对象

本研究借鉴伯利纳渊Berliner冤的划分方式将教师

按照不同教龄分为新手教师渊教龄 0~5年冤尧胜任教师

渊教龄 6~10年冤和成熟教师渊教龄 10年以上冤[20]袁对参

与活动的北京市海淀区和西宁市城东区的 165位研修

教师进行群体划分后袁 发现共包含 39位新手教师尧66

位胜任教师和 60位成熟教师袁并以其在网络研修活动

不同阶段的实践性知识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究遥

渊二冤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资料分析方法为内容分析法和认知

网络分析法遥采用内容分析法袁从教师发布的讨论帖中

提取实践性知识袁 两位研究者以杨卉教授所提出的实

践性知识指标体系[21]为编码框架对讨论帖进行背对背

编码袁编码结果作为认知网络分析的数据遥采用认知网

络分析法袁探究研修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结构袁进

而分析不同类型教师群体的认知发展特征遥

渊三冤数据收集

本研究共收集到 340条研修教师的有效发帖袁由

两位研究者进行背对背编码袁对编码进行一致性检验

后得到 Kappa系数为 0.8875袁表明信度良好遥 针对不

一致编码袁两位研究者经协商后达成共识袁形成最终

的编码结果袁并导入认知网络分析平台进行分析遥 考

虑到研修教师的讨论帖分为主帖与回帖袁即文本内容

存在着相互关联性袁因此袁将每一个主帖与其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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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视为一组袁平均每组有 4条讨论帖袁故在进行认

知网络分析时将 4条讨论帖设置为一节遥

四尧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的发展特征分析

渊一冤 认知网络质心变化表明反思性知识是知识

治理的切入点

为探究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的发展特征袁笔

者将网络研修活动按照时间轴分为活动前期与活动

后期两个阶段袁并以活动阶段和教师类型为单元展开

分析袁教师实践性知识六个维度的分布情况如图 1所

示遥 在图 1中袁X维度占数据整体变异的 19.3%袁Y维

度占数据整体变异的 17.1%袁进行拟合优度计算后发

现 袁X 维度的 Pearson 系数和 Spearman 系数均为

0.94袁Y维度的 Pearson系数为 0.77袁Spearman系数为

0.78袁表明通过认知网络分析形成的教师实践性知识

认知网络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遥

图 1 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模型

根据图 1中教师实践性知识各维度的分布情况袁

可对 X轴和 Y轴赋予以下含义院渊1冤 偏向 X轴的实践

性知识有情境知识尧自我知识尧人际知识和教育信念袁

且自我知识尧 人际知识和教育信念可以综合理解为教

师对于野原则理念冶的理解与把握袁因此袁笔者将 X轴

的两端分别定义为野情境认知冶与野原则理念冶曰渊2冤偏向

Y轴的实践性知识是策略知识和反思性知识袁因此袁作

者将 Y轴的两端定义为野策略认知冶和野反思认知冶遥 因

实践性知识各维度间是对立统一尧相互联系尧动态发展

的袁共同反映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水平袁所以笔者基于连

续统思维[22]认为院渊1冤X轴从左至右形成了野情境认知冶

与野原则理念冶的连续统袁表示教师的教学机智和原则

理念之间的联系与发展曰渊2冤Y轴从上到下形成了 野策

略认知冶与野反思认知冶的连续统袁表示教师选择教学策

略的能力和教学反思能力之间的联系与发展曰渊3冤在两

种连续统的共同作用下袁 才能完整呈现教师的实践性

知识认知网络结构遥 结合对 X轴和 Y轴的定义袁笔者

进一步将第一象限界定为 野策略认知要原则理念冶维

度袁第二象限界定为野策略认知要情境认知冶维度曰第三

象限界定为野反思认知要情境认知冶维度袁第四象限界

定为野反思认知要原则理念冶维度遥

质心是认知网络的缩影袁代表其网络模型特定排

列中的连接结构[6]遥 笔者针对不同活动阶段中三类教

师群体和研修教师整体的网络质心情况绘制了实践

性知识认知网络质心图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中的圆点

表示研修教师群体的认知网络质心袁正方形表示特定

活动阶段内所有研修教师认知网络结构的平均质心袁

虚线框表示 95%置信区间遥

图 2 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质心图

由图 2可知袁三类研修教师在不同活动阶段的认

知网络质心有较大的差异遥从不同活动阶段的教师整

体认知网络质心分布可以看出袁活动前期的网络质心

位于 Y轴正轴野策略认知冶上袁略偏向野策略认知要原

则信念冶维度袁其置信区间主要落在了野策略认知要情

境认知冶维度和野策略认知要原则信念冶维度上曰活动

后期的网络质心位于 Y轴负轴野反思认知冶上袁略偏向

野反思认知要原则理念冶维度袁其置信区间主要落位在

了野反思认知要情境认知冶维度和野反思认知要原则理

念冶维度上遥 通过分析三类教师群体在活动不同阶段

的认知网络质心分布可知袁 随着研修活动的进行袁三

类研修教师群体的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质心均逐步

下移袁其认知网络结构均发生了变化遥

为从统计意义上说明不同活动阶段的教师实践

性知识认知网络差异情况袁笔者使用双样本 检验分

析方法对活动前期和活动后期的认知网络平均质心

进行二维差异检验袁结果显示院活动前期 =0.20袁活

动后期 =-0.08袁 =-3.30袁 =0.00约0.05袁Effect Side=

0.54袁表明活动后期的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结构整体

相较于活动前期具有显著差异渊 =0.00小于 0.05冤袁即

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质心变化以 野反思认知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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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活动阶段教师实践性知识平均认知网络结构

变化为主袁反思性知识及其涉及的知识连接类别对教

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结构的转变具有显著影响遥

渊二冤认知网络结构发展特征表明群体认知结构

特征是知识治理的依据

为探究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袁笔者绘制了不同活

动阶段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平均认知网络结构图袁用以

直观呈现其认知结构袁如图 3所示遥

由图 3可知袁在活动前期袁教师的教育信念尧策略

知识和反思性知识之间的节点相对较大袁实践性知识

的认知连接以野策略认知要情境认知冶维度和野反思认

知要情境认知冶维度为主曰在活动后期袁策略知识的节

点变化及其与其他类型知识间共现程度的下降趋势

均较为明显袁且教育信念的节点在不同阶段的六种实

践性知识节点中最为稳定袁 反思性知识节点始终最

大袁人际知识尧自我知识和情境知识之间的共现程度

有所增加遥结合不同活动阶段研修教师的发帖内容发

现袁在活动后期袁研修教师更加清晰地阐述了自身的

教育信念袁并在教育信念的驱动下袁高效借助反思性

知识优化自身教育教学行为袁在交互中袁更加关注师

生间的沟通与学习袁 提升了教师自我角色的认知袁增

加了教学效能感袁积累了处理教学疑难问题的经验遥

结合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的共现系数可知袁三类

教师群体的共现系数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遥新手教师

主要呈现出以反思性知识为核心推动实践性知识各

维度发展的特征袁在活动前期袁主要在教育信念尧策略

知识尧 情境知识和反思性知识之间建立了较强的连

接袁在活动后期才出现人际知识尧教育信念和自我知

识之间的连接袁反思性知识与自我知识之间的连接有

所提高遥胜任教师在活动前期体现的实践性知识间的

联系整体均相对较高袁主要集中在反思性知识与教育

信念尧自我知识尧策略知识和情境知识之间连接的建

立袁并随着活动的进行袁在反思性知识尧策略知识和情

境知识之间建立了更强的认知连接袁但与人际知识相

关的认知连接有所下降遥成熟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在活

动中变化较大袁其实践性知识各维度间的连接呈现出

以教育信念和反思性知识为核心袁多维度优化实践性

知识的较为复杂的认知结构特征袁但自我知识与人际

知识间的连接有所下降遥

五尧研究结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袁野响应耶双减爷政策袁教学提质

增效冶网络研修活动对不同教师类型的实践性知识发

展均产生了促进作用袁且三类研修教师群体在参与研

修活动的过程中袁其认知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遥

渊一冤三类教师群体的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结构

特征

1. 新手教师呈现出以反思性知识为核心的星状

认知结构特征

新手教师主要以反思性知识为核心袁与其他五个

实践性知识维度间建立了强连接袁推动实践性知识各

维度的发展袁其认知结构特征如图 4所示遥

图 4 新手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结构特征

由图 4可知袁新手教师在研修活动中树立了较强

的批判反思意识袁提升了教育信念袁逐步明晰了教育

的目的与功能袁实现了经验的积累曰同时袁新手教师善

于通过观察与研讨探索教学改进的途径袁表现出强烈

的学习模仿欲望[23]袁在与同侪尧学生和家长等沟通的

过程中袁不断激发自身专业发展的需求袁对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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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角度反思袁 在汲取教学经验与人际沟通经验的

过程中发展实践性知识[24]袁因此袁新手教师的实践性知

识呈现出以反思性知识为核心的星状认知结构特征遥

2. 胜任教师呈现出以反思性知识为交点的蝶状

认知结构特征

胜任教师主要以反思性知识为支撑袁推动野教育

信念尧自我知识冶和野策略知识尧情境知识冶之间连接的

建立与发展袁形成了以反思性知识为交点的蝶状认知

结构特征袁如图 5所示遥

图 5 胜任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结构特征

由图 5可知袁胜任教师能够自觉加强批判反思意

识袁在实践中反思袁具体表现为院渊1冤胜任教师在实践

反思中深化教育信念袁提升自我角色认知与教学效能

感袁加强自我监控意识与学习意识袁并在教育信念的

引领下袁以野自我冶作为反思的对象袁重新审视与重构

所信奉的教育理论袁在反思中提升知识水平 [25]袁在运

用野自我冶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袁进一步坚定教育信念袁

呈现出野反思性知识尧教育信念和自我知识冶之间的三

角强连接结构曰渊2冤胜任教师通过教学反思袁更加关注

教学策略的归纳与创新[25]袁有意识地积累处理教学突

发事件的措施袁 并以教学活动和作业设置为突破口袁

结合多样化教学评价达成育人目标袁在反思中提升教

学策略的选择运用能力和教学机智袁呈现出野反思性

知识尧情境知识和策略知识冶的三角强连接结构遥经过

新手阶段的教学实践后袁胜任教师能够结合先进理念

与技术提升教学能力袁 自觉加强对教学策略的学习袁

并能结合教学经验理解政策内涵袁主动进行批判性反

思[24]袁不断积累教学经验袁发展实践性知识遥

3. 成熟教师呈现出以反思性知识和教育信念为

核心的复杂认知结构特征

成熟教师在六个维度之间的连接变化相对较多袁

呈现出以反思性知识和教育信念为核心的复杂认知

结构袁如图 6所示遥

由图 6可知袁在教育信念和反思性知识的带动下袁

成熟教师实践性知识各维度间的认知连接呈现出复杂

的认知结构特征袁分别形成了野反思性知识尧情境知识

和策略知识冶野反思性知识尧教育信念和自我知识冶的三

角强连接以及野教育信念和策略知识冶的强连接遥 分析

发帖内容可知袁 成熟教师能够将促进教学提质增效作

为教学改进的目标袁依据学情调整教学策略袁注重学生

的兴趣培养与思维发展袁 并有着坚定的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曰 同时袁 在教育信念和反思性知识的推动

下袁成熟教师加深了对教育工作和教师职责的认识袁对

教师角色有着更为深入的认识[9]袁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

格袁并结合经验与经历对课堂教学进行批判反思[24]遥 这

表明成熟教师能够充分调动实践性知识内部的关联结

构袁结合实际情况反思教师发展途径袁在反思性知识与

教育信念的带动下袁不断完善实践性知识认知结构袁但

人际知识与其余维度间的认知连接仍有待提升遥

图 6 成熟教师实践性知识认知结构特征

渊二冤实践性知识治理的方法与策略

1. 新手教师院以反思性知识为核心推动实践性知

识整体发展

在新手教师的实践性知识认知结构中袁反思性知

识处于核心地位袁与其他五个实践性知识维度建立了

认知强连接袁 表明新手教师能够以反思性知识为核

心袁对教育教学进行批判审视袁从而带动其余五种实

践性知识水平的提升袁 优化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结

构遥因此袁在设计以新手教师为主体的研修活动时袁可

以将教学反思作为活动设计的切入点袁以真实的教学

场景或经历为研修情境袁聚焦到某一具体内容袁并依

据教师反思层级相关理论针对研修教师角色提供个

性化的反思支架袁引导研修教师从课前尧课中尧课后[26]

三个时间段结合教学实践对能够引发认知冲突的教

学关键事件进行逐级深入的反思与研讨[27]遥 例如院课

前进行教学改进点发现的备课反思曰课中进行教学改

进点落实的观课反思曰课后借助贝恩渊Bain冤的教师

5R反思层级[28]对教学改进点进行授课反思袁结合数

据与教学实践分析优秀教学策略和问题产生原因的

课后集体反思等遥通过不同阶段的过程性反思活动强

化反思意识袁优化教师思维认知与行为方式袁完善认

知结构袁进而带动实践性知识认知网络的均衡发展遥

2. 胜任教师院借助反思性知识加强实践性知识各

维度间的连接

研究发现袁胜任教师的反思性知识在其实践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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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在设计以胜任教师为主体的研修活动时袁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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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进行二次反思袁 针对性地加强教师实践性知识各维

度间的认知连接袁进而优化实践性知识的认知结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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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袁通过知识共享优化认知结构

成熟教师的实践性知识认知结构与新手教师和

胜任教师存在较大的差异袁其认知核心除了反思性知

识袁还增加了教育信念袁整体认知结构也趋向复杂化遥

但研究发现袁成熟教师在反思性知识和教育信念的推

动下袁实践性知识整体虽有所发展袁但人际知识仍处

于弱势地位袁与其余维度的认知连接相对较弱遥因此袁

建议在设计以成熟教师为主体的研修活动时袁可以针

对教师反思活动开展基于知识共享行为的治理袁在引

导成熟教师充分表达教学经验与反思成果尧外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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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of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he Context of

Epistemic Network Analysis

ZHANG Sijia, WANG Lu, LIANG Youm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Practical knowledg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riteria to measur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excellent teachers, and knowledge governance for practical knowledg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ximization of knowledge efficiency within teacher training organizations. Epistemic networks can be used

to reflect the intrinsically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explicit acqui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patterns of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governance of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This paper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epistemic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o deeply analyzes the epistemic network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165 trainees' practical knowledg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online training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epistemic network of the novice teacher group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tar -like cognitive structure with reflective knowledge as the c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epistemic network of the competent teacher group presents a

butterfly-like cognitive structure with reflective knowledge as the intersection,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epistemic network of the mature teacher group shows a complex cognitive structure

with reflective knowledge and educational belief as the core.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rovides targete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eacher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a suitable way to promote

practical knowledge govern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Keywords] Knowledge Governance; Practical Knowledge; Type of Teacher; Epistemic Network

Analysi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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