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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各种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近几年教育技术研究视野更加开

阔，继续围绕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通过对

2015—2017 年教育技术期刊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如下：教育技术基

础理论研究反思与展望并重，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与实践研究稳步推进，学习资源与环境

建设紧贴教育理念前沿，在线学习和开放教育注重效益和效果，学习方式与教学模式变革

研究关注学习过程，信息化环境下的绩效评价研究宏微观并重，信息技术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研究关注内涵和培训。然而，教育技术研究也面临着零敲碎打的现象仍然普遍、对学习

微观层面的作用机理关注有限、对应用语境的差异重视不足等问题，亟须引起重视并加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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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

确要求，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

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教

育技术研究应服务于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战

略部署，推动教育信息化在支撑引领教育现

代化伟大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本研究收集

了《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

大学教育评论》、《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

育研究》、《开放教育研究》、《现代教育技术》

等十份重要学术期刊近三年发表的千余篇教

育技术相关学术论文进行分析，对教育技术

研究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

析，以期使读者对我国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

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一、教育技术研究取得的进展

近三年教育技术研究继往开来，对已有

主题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为未来研

究打下了扎实基础，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反思与展

望并重

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对教育技术指导

——————————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重点项目“基础教育公平实现机制与服务均等化研究”

（项目编号：71433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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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研究态势、理论框架、学科定位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进行了理性反思，并由此提出未

来发展策略；对创客教育、STEM教育、智慧教

育、场馆教育等近年来新兴的教育理念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体现了未来教育技术的

重要发展趋势；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研究

稳中求进，教育资源共享仍是实现教育公平

的主要途径。

1. 对教育技术进行了理性反思

有学者从布鲁纳学术思想的两次重大转

向反思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两个问题：一

是从领域走向学科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研究方

法与研究对象的匹配；二是学科理论建构过

程中如何保持科学和人文并重。［1］教育技术

学发展需要“学科”与“跨学科”两种思维，学

科是研究现代性和知识合法性的前提，跨学

科性是理解教育技术学的钥匙。［2］教育理论

（原理）融合信息技术，是助力信息技术与教

育深度融合最终实现的有效途径。［3］有学者

根据“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的学科体系一般

框架，尝试构建了教育技术学理论框架。［4］

还有学者根据“互联网+”时代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新趋势与新需求，提出教育技术学应定

位为用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破解教育问

题，推动教育变革的创新实践领域；教育技术

学人才培养的方向应是注重利用新技术、新

理念和新方法破解教育问题的创新能力。［5］

2. 新兴教育理念研究增长趋势明显

创客教育是传统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

具有促进知识学习、实践能力和创造力培养

的潜在可能性。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应根

据学生认知发展和科学素养采用不同策略，

从“玩”中学、“做”中学到基于真实情境的

“干”中学。［6］STEM 教育的核心特征是跨学

科性，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门学科的教

学必须紧密相连，以整合的教学方式培养学

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并且能够进行灵活迁移

应用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7］智慧教育是

“互联网+”教育的新形态，是智慧时代所呼

唤的与时代相匹配并以引领时代为己任的新

教育。［8］智慧教育驱动了教育理念、教学模

式、学习理念和学习方式、教育制度和人才培

养模式、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的创新与变

革。［9］场馆教育具有明确的教育身份和重要

的教育意义，拥有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

共同属性。［10］在信息化社会的大背景下，博

物馆应当成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正式学

习和非正式学习的桥梁。［11］

3.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研究稳中求进

有学者提出通过学校自身的内涵发展来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从而实现“教育

结果公平”。［12］有学者对信息技术促进基础

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前景进行了预

判。［13］有学者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

平三个阶段的整体推进策略，探究了认知建

构的“信息—知识—智慧”的内化流程。［14］资

源共享仍然是教育公平研究的重点。有学者

对教育信息资源区域间交换共享进行数学建

模。［15］有学者提出数字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从

共建共享到公建共享。［16］有学者构建了一个

既符合信息共享本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数

字化教育资源共享新模式。［17］师资力量作为

学习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技术的支持

下实现共用共享。［18］有研究团队设计和开展

了“双师服务”，为每位学生提供与其选择相

匹配的个性化教学辅导服务，实现精准化、个

性化、多样化的在线教育服务供给。［19］还有

研究团队设计和建设了“视频同步互动”分布

式学习专用教室，将两地学生通过网络技术

融为一体，开展课堂教学活动。［20］

（二）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与实践研究

稳步推进

在信息时代加速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具

有引领性和前瞻性，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政策，

争取在信息化的浪潮中占据优势地位。我国

政府更是如此，并力争先行一步，从现代化进

程的宏大视野出发，提出了以教育信息化全

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教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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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积极落实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部署，从

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发展实践和发展路径

三个方面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方向明确，强调

“互联网+教育”

2016年 6月 7日，《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正式颁布。该文件为我国未来五年乃

至更长时期教育信息化在提高教育质量、提

升教育治理能力、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现

代化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了针

对性高、执行性强的实施蓝图。［21］在“双一

流”建设的背景下，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大

学，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战略

选择。［22］教育工作者必须解放思想，敢于突

破传统模式，必须用互联网理念和互联网模

式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教育服务模式，

建设新体制与新机制，更好地满足人的终身

个性化发展的客观需求。［23］“互联网+教育”

不是现有教育的网络化，而是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新阶段。［24］“互联网+教育”的本质是“农

业”，不是“工业”。“互联网+教育”的关键是

用互联网思维建设未来学校，探索新型教育

服务供给方式。［25］

2. 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走向微观，关注

技术与课程的融合

随着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领域全方位、

实质性、立体化的渗透，信息技术与教育逐渐

走向深度融合。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有效融合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否嵌入生

态、走向“常态”。［26］有学者认为，针对课堂教

学信息化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

具有合作、干预、迭代循环等特点的“设计研

究”可成为其指导思想。［27］信息技术课程已

经发展到课程思想建设阶段，呈现出“倚重技

能训练”、“体现技术内涵”、“关注课程思想”

三种教学状态。［28］信息技术课程设计应面向

学科思维发展，关注学生信息化思维方式的

发展，将学科思维融入课程观念、知识体系

中，凸显信息技术课程的本体价值。［29］有学

者从信息技术课程的学科本质出发，以计算

思维为横向维度，以核心素养为纵向维度，初

步构建了信息技术课程的核心素养框架。［30］

3. 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立体展开，人的

因素得到足够重视

有学者在深入分析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

政策推进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教育

信息化推进的启示。［31］有学者从大学、政府、

企业和中小学校四方协同的视角建构了区域

教育信息化协同推进机制，阐释了协同推进

的过程、策略和方法。［32］有学者通过教学模

式与方法创新、全媒体适切性资源建设等方

面的探索来寻找信息化促进农村教学点开齐

课、开好课的有效方法，并形成具有地方特色

的区域义务教育发展模式。［33］有学者采用建

模方法，构建了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变革的

影响因素模型，涉及信息化领导力、学生能

力、教师专业发展、教学方式、学习空间、数字

资源、学业评价七个要素。［34］校长在教育信

息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校长信息化教

学领导力包括核心能力、关键环节、价值理

念、综合保障四个要素。［35］

（三）学习资源与环境建设紧贴教育理

念前沿

学习资源与学习环境建设思路有所拓

展，智能终端、云计算、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

术的飞速发展和情境认知理论、分布式认知

理论、联通主义等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兴起，为

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数字化学习资源趋向多元共创和开放

共享，个性化推荐成为关注焦点

有学者从教育生态学视角，透视数字教

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提出数字教育资源将趋

向多元化形态与转换、共创式建设与发展、精

准化定位与推送、过程性评价与建设。［36］

MOOC、创客课程、STEAM 课程、数字教材以

及虚拟仿真资源是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

重点方向。［37］有学者分析了数字教育资源的

特征，并从资源形态、推广方式、应用情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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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方式四个维度提出了资源开放成熟度分

析框架。［38］有学者探讨了大数据背景下数字

教育资源服务的内涵和特征，提出了基于共

建共享、基于群体定位以及个性化追踪等三

种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模式。［39］智慧教育环境

下，不同教学形式最终落脚点都在于为不同

学习风格的学习者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40］

嵌入式泛在学习过程的信息服务，能为学习

者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服务。［41］而基于知识推

荐技术和本体技术，能实现知识资源个性化

推荐。［42］

2. 数字化学习环境建设注重虚实融合，

线上线下学习一体化

信息技术给学校教育带来的首先是环境

的变化，使教育空间拓展为物理空间、资源空

间和社区空间，三空间的无缝整合实现了线

上线下学习一体化，支持教育教学全过程。

信息技术必将促进一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

化的教育环境，其中所有教育资源得以联结，

架起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平台，并孕育出先进

的教学理念和方法。［43］未来课堂应是一个集

多种感官于一体的教育平台，其基于视觉传

感、听觉传感、声音反馈以及视觉反馈可以帮

助置身于该环境中的学习者获得多通道感

知，使得他们的听、闻、见、感都能得到相应的

刺激和体验，提高学习的有效性。［44］随着学

习场所立体化和多元化，环境的建设不仅局

限于课堂教室的建设，还包括网络学习平台、

移动学习等多方面的建设以适应和支持不同

的学习过程。基于社交网络的学习环境为每

个学习者提供了个人学习空间，学习者可以

方便地对各种学习资源进行关联、聚合、管理

与分享，实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45］

3. 新兴技术和理念催生智慧校园、未来

学习空间等新型学习环境

虚拟技术、人机交互技术、3D 打印技术

日趋成熟，实验室建设呈现出新的形态，智能

实验室、虚拟实验室、创新实验室、革新实验

室等成为主要发展方向。未来学习空间建设

将逐渐从课堂融入生活，实现虚实空间的无

缝融合。智慧校园建设注重智慧教育理念在

环境中的渗透，核心是为学习和教学提供智

慧应用和服务。［46］随着学习环境泛在化，无

缝学习空间可以为学习者构建能够将正式学

习与非正式学习相联结、跨越个人学习与社

群学习、衔接现实学习与网络学习的学习环

境。［47］增强技术的学习空间具备人性化、灵

活性、交互性、智慧性、连续性等特点，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48］网络学习空间平台是

实现“人人通”的重要支撑，指向学生个体的

发展，支持学生个体学习的多元化和个性

化。［49］构建面向人人的众创空间，对于激发

学生创造活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50］

（四）在线学习和开放教育注重效益和

效果

在线学习加深了人们对学习过程的认

识，将逐步改变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在线学

习和开放教育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研究内容

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MOOC 研究重视课程设计，趋向混合

学习

有学者认为，MOOC 设计成功的关键要

素包括知识与信息的聚集、知识的重组与连

接、知识的再利用与创新、通过分享扩大知识

源。［51］有学者从课程设计流程、课程目标、课

程环境、课程内容、教学活动、课程评价、课程

实施等多个角度探索社会化网络环境与

MOOC 整合的途径与方法，为 MOOC 设计提

供新的视角。［52］有学者以深度学习理论为指

导，结合MOOC的特点，构建了基于深度学习

理论的MOOC学习活动模式。［53］泛在学习环

境下的移动MOOC设计能够有效地促进学习

模式的转变，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学习

满意度。［54］引领式在线学习活动对学习者的

学习态度、学习行为以及元认知能力等方面

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向积极影响。［55］在线学习

和面授教学各具优势，“未来取决于混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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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即面授教学和在线学习的结合。［56］

2. 在线学习强调用户参与，倡导多元评

价

有学者指出，有效开展MOOC，既需理论

指导，也要在高素质的教师、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与能力、准确评价学习结果等方面得到满

足。［57］为满足在线学习者个性化学习需求并

提高课程学习效果，在线课程开发不仅要关

注资源的丰富性，更要关注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多元评价与多重交互。将学习者纳入课程

建设者的群体中，突出学习者在课程开发中

的重要作用。［58］目前，在线学习课程评价综

合运用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与课程认证等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但仍偏

重静态而发展性匮乏。［59］在线学习需创新学

习评价理念，设计有效的评价机制，推进学习

分析的实践应用，开展个性化学习评价。［60］

在传统面授课堂中广泛使用的学生互评模式

也适用于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情境。［61］

3. 开放教育明确办学定位，创新教学模

式

以开放、灵活、全纳、终身为特征的开放

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的理念高度契合。面对

新形势，开放教育要补短板、调结构、稳增长、

惠民生，为加快建设“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

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贡献力量。［62］广播电

视大学向开放大学的战略转型标志着具有新

的教育理念、新的办学和育人模式、新的运行

机制的新型大学正在诞生。［63］国家开放大学

教育质量观，必须运用互联网思维，以开放

性、合作性和创新性为核心理念，明确两个基

本定位：一是社会需求导向定位，二是办学特

色定位。［64］有学者从学习活动管理、课程管

理、学习内容管理和个人学习空间等方面设

计云端综合的学习环境，新型云端学习环境

在创新开放教育教学模式、满足学习者个性

化需求等方面成效显著。［65］

（五）学习方式与教学模式变革研究关

注学习过程

学习方式与教学模式变革研究视野开

阔，更加关注学习过程。

1. 新媒体与新技术驱动学习方式变革，

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成为研究热点

微信强大的功能和广泛的用户基础，为

网络环境下的开放学习者提供了新的学习方

式。有学者探究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移动

微学习活动。［66］随着脑科学研究技术与游戏

技术的不断进步，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游戏

化学习有望实现更加快乐、更加科学的学

习。［67］使用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技术能促进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身体与环境交互，游戏

化设计能够促使学生产生心流体验。［68］“人

工智能+教育”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

服务模式，实现因学定教和精准教学。［69］个

性化自适应学习是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学习的

新常态。［70］有学者针对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系

统的核心要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基于大数

据的个性化自适应系统架构模型及其实现机

制。［71］

2. 教学模式和方法推陈出新，翻转课堂

与微课方兴未艾

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是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信息技术不断发

展将推动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有学

者凝练了九大类信息化教学模式和方法创新

发展的主题趋势［72］。翻转课堂是一种新兴

的教学模式［73］，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探

究，如基于微课程的翻转课堂［74］、基于SPOC

翻转课堂［75］、促进深度学习的翻转课堂［76］

以及创客教育相融合的翻转课堂［77］等。翻

转课堂中的问题导学策略研究有助于翻转课

堂教学的有效开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78］电子书包教学系统能够

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

撑，有效提升翻转课堂教学效率。［79］微课凭

借其精心的信息化教学设计特色正逐渐走进

各学科课堂。有学者从教学设计层面将微课

的演变划分为微视频、微讲座、微讲课和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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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四种形式。［80］微课只有置于智慧教育框

架，才有旺盛生命力，智慧教育也只有微课的

加入，才能实至名归。［81］

3. 教学研究关注课堂互动，可视化分析

技术得到有效运用

有学者通过改良和优化弗兰德斯编码系

统（FIAS），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分析编

码系统（SIAS），并量化记录和分析了翻转课

堂课中和常态课堂课中的教学互动过程。［82］

有学者比较了基于无线射频技术和基于网络

数据传输技术的课堂互动答题器，认为使用

基于网络的移动终端工具进行互动反馈将成

为今后支持课堂互动教学的重要方式。［83］有

学者借助互动观察工具，记录并分析智慧教

室环境下的课堂互动过程，认为技术丰富的

智慧教室环境较好地提高和丰富了互动频

率、互动主体和互动内容，有效地支持了课堂

互动的开展，课堂互动的整体质量较好。［84］

通过对基于移动终端的课堂互动信息进行可

视化分析，能够实现评价与教学过程的有机

融合，有利于教师开展基于形成性评估的灵

活教学，提升课堂互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改

善学生的学习效果。［85］

（六）信息化环境下的绩效评价研究宏

微观并重

信息化环境下的绩效评价是促进教育信

息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教育信

息化绩效评价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

1. 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价持续推进

有学者综述了国内外基础教育信息化测

评指标体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归纳出了基

础教育信息化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的一般过程

与方法，指出了基础教育信息化测评指标体

系研究的未来走向。［86］有学者依据绩效理论

和元建模技术，构建了绩效导向的教育信息

化评价模型。［87］有学者尝试从利益相关者视

角分析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由谁评估、评估什

么以及怎么评估，构建了基础教育信息化绩

效评估过程模型。［88］有学者以绩效理论为基

础，阐述了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内涵、

结构、考核内容，并对绩效提升的因素进行了

分析。［89］有学者在分析智慧城市和智慧教育

特征的基础上，设计提炼了适合于智慧城市

的教育领域应用评价指标体系。［90］

2. 课堂教学评价紧紧围绕信息化教学

有学者提出信息化环境下以评价为主

导、融合教学方法与技术工具的信息化教学

模型（简称APT教学模型），倡导“以评促学”

的信息化教学理念。［91］有学者结合混合式教

学设计和实施的流程，构建混合式教学质量

评价体系并进行初步的实践应用。［92］有学者

从课堂观察和课堂测验两个角度研究了信息

技术环境下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框架，并通

过实例验证了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93］有学

者从教育均衡发展视角出发，构建了微课学

习资源应用与绩效评价模型。［94］有学者以深

度学习和浅层学习两种学习方法作为研究维

度，创建了基于深度学习视角下的智慧课堂

评价指标体系。［95］

3. 学习绩效评价重视个性化服务

有学者构建了网络环境下基于问题的协

作知识建构学习行为评价体系，并实证研究

了其可用性和有效性。［96］有学者认为，“一对

一”认知诊断与干预能够关注学生个性差异，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并能帮助学习

困难学生构建学习环境、提高智能化的诊断

水平。［97］学习分析技术的研究目标是为了系

统化监测与评估学习者在混合式学习环境下

的学习过程，通过教学设计把创新技术和工

具嵌入教学过程中，改进教学实践。［98］有学

者构建了以学习分析为中心，以学习目标、学

习过程、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和反思改进为主

体的网络学习评价模型。［99］有学者基于大数

据分析，从数据与环境、关益者、方法和目标

等四个维度构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评价指标

体系，并验证了其效果的准确性。［100］

（七）信息技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关注内涵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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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是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在“三通

两平台”、“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简称

“晒课”）、“优质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等政策

层面的深入推进，以及在翻转课堂、微课、慕

课、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等方面的深入实践，

加快了教师观念的转变，并对教师的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提出了基本要求和发展性要求。

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开展创新教师培训模

式势在必行。

1. 信息时代教师专业素养构成日趋完善

有学者探讨了教师观念与教师信息技术

一体化教学实践之间的联系，建构了教师新

的观念，提高其信息技术一体化中的教学水

平。［101］有学者从个体认知、社会建构和涌现

观三个维度剖析了TPACK的发展机制，提出

了教师TPACK的多元化培养路径。［102］有学

者提出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教师TPACK

的深入理解，最终成为教师个人的教育理论

与实践智慧，促进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

知识的持续发展。［103］有学者依据美国教师

能力标准及其能力开发模型，构建了适合中

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特色的教师数字化能力标

准模型。［104］

2. 教师培训模式多样化，混合式培训是

主推模式

教育部要求要深化中小学教师培训模

式，重点推行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

训。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探索，如，大

型定制式区域教师在线培训模式［105］、基于

大数据的教师移动培训课程的设计与开发模

式［106］、基于MOOCs的混合式培训模式［107］、

基于翻转学习的教师专业发展新模式［108］、

基于五要素的（PCAEM）教师混合式研修O2O

模式［109］。有学者从区域教师混合式培训形

式、区域综合公共服务平台、组织与管理机

制、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四个方面构建区域中

小学教师混合式培训模式。［110］有学者研究

基于活动理论，采用立体化设计思想，对教师

混合式培训中的主题研修活动进行纵向与横

向设计，以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增长和教

学能力的提高。［111］

3. 技术支撑下的教师培训注重迁移与应

用

从影响培训迁移效果的因素考虑，有研

究发现政策制度、培训因素、工作环境中的人

为因素与非人为因素等外部因素以及自我效

能、动机、学习倦怠等内部因素，均会对教师

培训成果的获取与迁移产生影响。［112］为此，

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提升薄弱学校的基础设

施，转变培训内容与方式，开展层次化培训，

鼓励并督促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创新课堂

教学模式［113］；注重培训内容质量的提升，加

强培训教学内容的结构化建设，保证学习资

源与工具的丰富性和适切性；增强交互功能，

增进受训教师间的交流，促进培训成果在教

学中的迁移与转化［114］。有学者指出教育部

启动的“晒课”活动激发了教师的内生发展智

慧，为教师成长提供不竭动力。［115］教师工作

坊网络研修中的坊主、学伴、管理者等“重要

他人”力量可以保持教师的研修动力，增强教

师学习者的归属感。［116］

二、教育技术研究面临的问题

近几年教育技术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瞄

准教育领域发展趋势，加强了对教育过程中

微观因素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

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研究零敲碎打的现象仍然普遍，系

统性不足

教育技术针对各个主题的研究较以往更

加深入和全面，但是从整体上看，研究仍然显

得有些参差不齐，相互之间缺乏继承性，系统

性不足。科学研究需要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

之上，针对同一主题的研究相互之间应有所

联系，不管是认可、否定还是完善，都是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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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究的一种促进。然而，当前很多同主

题的研究并没有恰当地借鉴或者继承他人的

研究，往往造成研究的重复进行，或者是事物

的关键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比如，同步课

堂被普遍认为是解决薄弱学校师资水平低、

课程开不齐开不好等问题的有效手段，有关

各种形式同步课堂的研究较多，但有些研究

并没有参考经研究论证的比较先进的同步课

堂解决方案，而是基于比较落后的同步教学

环境。在这样的语境下，即使研究结果合理，

研究意义也大打折扣。再如，对于信息技术

支持下的学习环境研究，从技术层面探究学

习环境的构建已经比较成熟，所以学习环境

研究应超越技术层面，从对学习过程支持和

对学习效果促进的角度来研究环境，通过实

践数据来检验学习环境的合理性。因此，教

育技术研究需要直面研究问题本身，将核心

问题逐个破解，而不是顾此失彼、舍重就轻；

研究之间需要通过学术产出加强联系，查漏

补缺、激发灵感，最终形成联系紧密、结构清

晰、主次分明的研究格局。

（二）对学习微观层面的作用机理关注

有限，深度不够

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度融合需要探究技

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发现对学

习效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环节和因素。近

年来，教育技术研究较以往更多地关注学习

过程中的微观因素，但有些研究仍然停留在

一些表层的描述，数据与学习本质之间联系

不紧密，论述说服力不够，研究缺乏深度。比

如，在线学习已经成为当代重要的学习方式，

在整个学习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

如何提高在线学习的效果依然属于尚未得到

很好解答的问题。一些研究把重点更多地放

在了在线学习的形式上，设定了理想状态下

的学习流程，却忽略了互动、激励、评价、监督

等因素，或是研究方法偏简单，没有深入问题

本质。再如，学习资源开发随着虚拟现实、可

视化等技术的发展，在形式和内容上有着传

统资源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对于如何真正

发挥新型学习资源的优势，而不只是通过华

丽的呈现带给学习者感官上的刺激，当前研

究仍然显得单薄，没能充分揭示学习资源促

进学习过程的作用机理。此外，新型媒体工

具应用于学习的研究也未能很好地抓住问题

的关键，过多地关注一些表层的特征，数据来

源简单，结论说服力不够。因此，教育技术研

究应加强与教育学、心理学、学习科学等不同

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深入到学习的

本质来研究信息技术在学习过程中扮演的角

色，找到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三）跟风现象仍然存在，对应用语境的

差异重视不足

教育技术研究主题广泛，但部分主题研

究偏多，存在跟风现象，个别研究有生搬硬套

之嫌，忽视了应用语境的差异。这一弊端造

成的可能后果是对信息技术的适用性产生误

判，导致技术的误用或过度使用。比如，近几

年来，翻转课堂一直都是教育技术研究的热

门主题，从小学到大学，从英语到数学，各层

次教学和各种课程都在尝试翻转课堂教学研

究，研究结果几乎都是该教学模式带来了更

好的教学效果。然而，有些研究并没有真正

抓住翻转课堂的本质，只是从形式上进行了

模仿，甚至有些以牺牲教学最基本的要素为

代价，导致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大打折扣，

并且会对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产生误导。再

如，MOOC 自引入国内以来掀起了一股研究

热潮，从关键词词频统计可以看出，2017 年

MOOC依旧位居前列。虽然经过了几年的热

捧，人们对MOOC已经有所反思，但仍有一些

研究依旧停留在 MOOC 浅层形式，研究过程

简单粗糙，还有一些研究应用语境有牵强附

会之嫌。此外，对于一些新兴的教育技术研

究主题，如创客教育、智慧教育等，着眼于宏

观性的理论基础研究和机制研究较多，但真

正落实到教学实处的研究偏少，实践性不

强。因此，教育技术研究需要摒弃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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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论文而研究的做法，应深入教育教学实

际，看清问题的本质，将信息技术以最有效的

方式应用到最适合的学习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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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Reflection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Xiong Caiping，Dai Hongbin & Ge Jun

Abstract：With the emergence and prevalence of various new technologies and media，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of recent years has a broader horizon and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innovatio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of articl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journals（2015-2017），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advancements：theoretical studi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mphasize on both reflection and prospect；studies
of strategy and practice for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dvance steadily；studies of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keep up with frontier educational ideas；studies of online learning and open education emphasize on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studies of the changes in learning styles and teaching models emphasize on learning process；
studie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roceed on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studies to promot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mphasize connotation and training. However，the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 also faced with
problems. There is a widespread piecemeal phenomenon，limited attention to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n the micro level，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in the application context.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solved.

Key words：educational 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research progress
Authors：Xiong Caiping，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Deputy

Director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Informat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Dai Hongbin，doctoral studen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Informat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Ge Jun，Ph.D.，lecturer of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2）

［责任编辑：刘 洁］

——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