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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特·西尔，
教育心理学博士，现任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心理学与学习系统系教
授，
并领衔该系教学系统研究项目，
同时，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学习与教学设计领域教授及负责
教授，
后任得雷斯顿技术大学教育
人。他曾任德国远程教育研究中心通信与继续教育系主任、
科学系主任、学校教育与教学实证研究方向教授，并曾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创建了欧洲第一个
教学设计研究项目。
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社会与数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与技术，
并特别强
调准实验设计，目前研究主要包括基于模型的学习与教学、
归纳推理及复杂问题解决、
技术支
教学设计中的决策过程以及基于研究的教学设计原则。他出版了
持环境下的发现学习研究、
已成为教学设计
多部著作并发表逾百篇学术论文，
代表作如《教学设计的国际观》系列三卷，
专业培训及研究的经典读本。

问：西尔教授您好，中国学者对您的了解主要是
通过教学设计国际观系列著作， 您对教学设计理论
与实践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该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
与未来发展的论述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
当前教学设计领域的核心问题及其未来发展， 以及
该领域研究与逐渐兴起的学习科学领域研究之间的
关系等内容的探讨， 是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均为关注
的重要方面， 我们也希望就这几个方面了解一下您
的观点。
众所周知，教学设计最初在美国兴起，早期由心
理学家采用行为主义技术方法为军队和工厂的人员
培养开发教材与资源。 二战后，教学设计采用了工程
学方法， 将控制理论和系统理论与心理学理论一起
纳入研究基础当中。 然而在欧洲，教学理论研究的历
史则更为久远，从 1657 年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
到赫尔巴特开发首个有关文化的教学法大纲， 再到
19 世纪初， 梅伊曼与拉伊引进实验教育学的概念，
创建了基于系统实验的对学习与教学新的理解。 那
么， 近代欧洲对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思路是怎样
的？ 欧洲与美国的研究思路有哪些相似相异之处？
答：是的，教学设计根植于 50 年前主宰心理学
的行为主义之中，最初主要是在美国兴起的，而在欧
洲（特别是在德国），植根于解释学的“一般教学法”
（General Didactics ）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 如你所说，
教学法在欧洲的历史更为久远，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德国显现出三条主要的教学法路线：（1） 作为“Bildung”（英语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 意指一种文化
制品， 包括所要教授的有关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共享
知识）领域的教学法；（2）作为教与学之科学的教学
法；（3）作为系统理论的教学法（受到控制论的强烈
影响）。 显然，（2）和（3）与教学设计模型相对应，而且
教学设计的某些模型与控制论路线的教学法之间没
有显著的差别。 但教学设计不仅仅是各种教学法方
法的结合，除了与教学法相对应的一些内容，教学设
计主要的特点在于它与信息通讯技术， 特别是计算
机技术存在很强的关联。
另外，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教学设计更多地
与实证研究和技术灌输相关， 而教学法则更多地考
虑宏观层面的课程与规划问题。 我们观察到，课程与
内容没有在教学设计中起到明显作用， 任务与职业
分析被认为是与课程等同的。 然而，学习并不是游离
于内容的，而且紧紧围绕课程主题。 我认为，有必要
将美国与欧洲的不同主流思想拿到一起来， 从而在
这一关键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基于这样的认识，
2001 年 我 们 在 弗 莱 堡 大 学 组 织 了 一 次 国 际 会 议 来
讨论这些问题。 那次会议也是作为欧洲第一个教学
设计研究项目的开幕而举办的， 我们邀请了大西洋
两岸的众多杰出学者。
问：对学习的建构性的共同理解，以及对技术中
介学习与教学活动的兴趣，让教学设计与学习科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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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研究领域有了交叉与融合，两者的关系似乎并不
是相互替代而是彼此支撑。 另一方面也有人提到，学
习科学家通过与教学科学家不同实质的理论透镜来
审视学习，您是如何看待这两个领域的关系的？
答：我认为，学习科学或学习与认知心理学是教
学设计的基础； 教学设计原则以学习与认知为教学
的核心目标。 然而，学习科学与教学设计之间不是一
一映射的，而是学习科学构成了教学原则（将被整合
进教学理论）起源的框架与背景。 另一方面，学习科
学家感兴趣的是现场学习与认知的发生， 目的是确
定普适的原则；而教学科学家的目标是完善理论（研
究）到实践的迁移。 我把这一关系与物理和工程之间
的关系对照，或者与医学对照。 你会发现，医学实验
室里的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中的医学是有差别的 。
学习科学更多指向基础研究， 而教育科学可以认为
是一个应用研究领域。
问： 我们看到了目前学习与教学研究的跨学科
性与兼容并蓄，学习科学将脑科学、认知科学、社会
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将能够回答“为什么学习”
“学习是什么”以及“如何促进学习”的所有科学研究
纳入学习与教学的研究基础。 对个体与共同体的发展
过程以及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的认识，也影响着人
们对教学设计的新的理解和实践研究。 这些理论甚至
能够直接指导教育实践，比如，脑科学家建议人们在
自身领域之外参与些完全不熟悉的活动，因为这能刺
激神经树突的生长，进而增添心智活动的基础，增强
心智活动的能力。 社会学相关研究为解释交往与合作
在智力发展与知识生产上的作用提供了线索，进而促
进了学习与教学科学以及技术设计的发展，像合作学
习已经成为远程教学设计的重要关注。 还有，学习科
学在计算机科学及教学科学的交叉点上催生了人工
智能、虚拟仿真及普适计算等的教学应用。 另外，这些
基础科学对人的个体性、差异性、独特复杂性的认识
也启发着学习与教学研究的新思路和视角。 您怎样看
待这些研究对教学技术研究的影响？
答：在我个人看来，学习科学本身是一个科学领
域，也许会与其他领域有些重要的交叉重叠，正如你
前面提到的。 我不确定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是否能
够马上转变为人类学习之用， 因为差异不仅是硬件
造成的，还有我们的儿童所成长的社会境脉。 对此，
我认为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对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
的思考无法与宏观层面上对人类课堂内外学习的思
考兼容。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一幅大的图画，这幅图
画更像一个拼图而不是一个控制系统。 我在开发多
构成、多变量的人工学习环境时，参照了设计实验的
内容，并且聚焦在“学习理论”和“以工程方式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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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行 一 个 工 作 环 境 ” （Engineering a Working Environment）之间的关系上。 我想，没有一个唯一的、综
合性的学习理论可以作为工作环境设计的奠定性基
础，而只有可能有助于工作环境的不同实现（Different Realization ）的不同学习理论，关键是有各种不同
的学习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工程学的各类信
息。 当需要我给予反馈时，我会参考动机理论；当考
虑基于模型的推理的构成时， 我会参考心智模型理
论；当思考环境界面时，我会参考基于游戏的学习方
法，等等。 也就是说，我将人工学习环境的各个方面
集中到一起，并参考不同的学习理论来解决问题。
问：随着学习复杂性不断被揭示，以及人们不断
发展着对教学系统的多因素、开放性、动态性以及复
杂性的认识， 研究者不得不在教学技术研究方法上
不断探索和创新， 以缩小理论研究与实践可用之间
的差距为主要目的，和反思实验室研究为基础，更为
贴近现实研究需求的方法论，如设计研究逐步兴起。
然而， 也有人认为设计研究只不过是行动研究的改
头换面，或是与定量研究的简单联合。 并且，设计研
究也面临着一些自身的问题， 如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以及设计的可重复性等等。 您如何看待教学技术研
究中的设计研究？ 它是否相对传统研究方法有特别
的优势？ 您的方法论是什么？
答：教学技术领域的研究质量一般来说比较差，
因此常常受到批评。 教学研究被认为是很少能对支
撑教学的基本学习理论有所贡献， 而且对解决实践
问题来说也很少有价值。 因此，教育研究者开发了设
计实验来完善教育系统中的教学实践， 目标是特定
形式的教育干预，进而为学习与教学创造新的条件。
设计的核心思想在于理解和应用创新性教与学技
术，即设计学习所经验的过程。 教育领域设计研究的
系统实验， 符合指向对真实世界中教育干预进行实
证检验的田野研究（Field Experiment ）的方法论。 田
野实验（这是我所倾向的）与设计实验唯一的不同在
于工作环境的工程设计思想， 即对在控制条件下进
行学习与教学的环境的设计。 在人工学习环境中改
变某个构成而严格控制其他构成是有可能的， 在我
看来， 这是将设计实验框架应用于设计工作环境的
最重要的方面。 然而，设计实验的思想是否也适用于
教学研究？ 即设计实验相比传统田野实验是否有特
别的优势？ 或许相比传统的实验研究，设计实验能够
更好地填补教学研究与实践的鸿沟。 将设计实验解
释为行动研究与定量方法， 这一显而易见的倾向是
令人吃惊的， 这表明了对设计实验方法论的一个根
本误解。
目前的设计研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多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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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控制某些要素以及研究的重复（Replication ）对
改进目前的设计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研究观测数据（Observational Data ）的研
究者常常面对两难境地：要么他（她）不得不接受严
格形成的实验原则， 并不得不在此之下给出因果推
理，而后发现它们对观测资料来说不是那么合适，在
研究中也不那么适用； 要么就试图将实验逻辑强加
于研究，这又将遭反对，结果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
道因果关系。 因此，在社会学家中似乎广泛得到共识
的是：因果关系不能够从经验数据中直接、简单地获
得，无论它们是否是从随机实验获得的，或是通过精
制的研究设计，经系统观测收集到的，亦或是通过特
别先进的统计模型获得的。 因果推理必须基于合理
的理论和假设。 理论观点必须清晰说明一个特定事
件或处理（即起因）如何最终必然地产生一个结果 ，
其中的特定规则或机制是什么。 我们可以将这一关
系表述为“当且仅当 X，则 Y ”，或者更一般地，可识
别的独立变量是如何在一个给定情境中总是依据某
一理论精确地彼此影响。 考克斯在“模型在统计分析
中的作用”中提到，实验设计和随机原则的一个主要
局限在于缺少一个有关所要解释的内在过程的具体
理论，如学习或问题解决。 然而，它应当是这样的理
论： 必须对数据收集的设计和数据分析与解释的方
法两方面都有所“引导”。
另一方面，正确的重复意味着先前研究结果范围
的扩大，这就使研究指向一般性结果而不仅仅是孤立
的、不确定的发现。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很少看到
研究的重复。 然而，精心的规划重复能够增强应用研
究的解释力。 “重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纯复制；一
种是近似重复。 我认为，后者更能提供有价值的结果。
通过一系列近似重复中系统地改变研究的条件，人们
有可能确定先前研究结果的精确实质，以及这些结果
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不同种群和情境。
显然，我是个实验心理学家，比较倾向于定量的
方法。 过去，我做了大量实验室中的准实验研究和田
野实验研究。 目前，我正开展一种“新的”研究策略，
这类策略将田野实验与设计实验结合了起来。
问: 能否结合您的研究进一步解释一下设计实验？
答:设计实验昭示了教学科学和教育实践的巨大
潜力，我的预言是设计实验将从教学研究中有其成果
丰硕的位置涌现出来，对评价领域做出有用的贡献。
我在研究中将设计实验的一般原则描述为设计
研究的特定形式。 设计实验可以同时用作设计整体
化学习环境和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启发式算法。 狭义
上讲，设计实验并不新颖，而是田野实验的精细加工
（Elaboration ）。 设计实验的倡导者认为他们的源头是

应用科学，依靠的是精确的研究方法，也包括对干预
和学习设计中的失误的熔补 (tinkering with) ，因而其
最终产品是符合最高标准的。 应用研究的设计是为
了解决实践问题， 而设计实验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
新的干预研究形式。 显然，设计实验的根基是对学习
与教学的传统实验及准实验研究， 但又超越了实验
室方法。 因为设计实验明显是作为一种形成性研究
的方法来开发的， 从而能够据此测试和修改教育问
题、解决方案与方法。
我在设计工作环境的研究中， 借用了布朗的设
计实验框架，包括：（1）对学习理论的贡献；（2）设计
实验使用的可行性和传播 ；（3）由课堂风气、教师与
学习者特征、课程和技术构成的输入变量；（4）作为
输出变量的测试与评价， 以及最为主要的构成——
—
以工程方式设计和运行工作环境。
我们开发了以基于模型的推理为核心的工作环
境 ，如 下 图 所 示 ，其 构 成 还 包 括 仿 真 程 序 、界 面 、反
馈、决策制定、社会系统和评价诊断工具。 我们将设
计实验作为开发这一人工环境的启发式算法以及研
究的方法论， 其核心思想即我们可以控制其他构成
而替换其中任何一个构成。
界面

反馈

评价与诊断

基于模型
的推理

HiMATT*
-Deep
-Mitocar
-SMD
-…

仿真程序

因果图
言语陈述

决策制定
社会系统

协议数据

基于模型的推理的工作环境设计

问：据我所知，你系统研究了基于模型的学习与
教学理论， 理论模型探讨的是自我指导的发现学习
及支撑心智模型建立的探究学习环境。 建模不仅是
科学家或其他专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反复经历的过
程，也是他们在不断修改和完善之后，用以解释所研
究的问题与现象的方法或依据。 而对于建模在学习
与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是包括两种思路： 一是在使用
专家模型的过程中学习； 另一种是在自行构建模型
的过程中学习。 无论哪一种思路，学习者在不断完善
心智模型的过程中接触的是完整的任务， 与之互动
的是真实的问题情境， 获得的是完整的迭代的探究
体验。 可以说，在教学设计反思片段化线性的思路使
学习活动与结果变得支离破碎时， 这样一种理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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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了当前教学设计对真实性情境脉络的强调， 以及
对促进学习结果的迁移所尝试的努力。 您是如何考
虑并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解学习与教学的模型的？
答：大约 30 多年前，我开始在教学情境下研究
“图式”，而且认识到，如果将信息加工（由“同化”定
义）比作一枚硬币的话，图式只是它的一面。 我开始
对一些情境感兴趣，我们没有任何先前知识、任何图
式，亦或任何认知结构以供我们同化新信息。 例如，
你碰到一个全新的问题， 一个真实的问题。 也就是
说，你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它。 事情紧急，但你显然不
知道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 没有图式，没有结构化的
知识……，但问题不等人。 在这种情境下，你根据一
些已知领域的知识， 创建了一个工作模型 （一套假
设），并用问题来检测这第一个工作模型，你失败了。
现在你必须创建一个新的模型或修改先前的模型
……从学习的角度看， 建模活动使人能够参与开发
一个心智模型。 这一活动始于一套试验性接受的知
识， 这些知识逐步发展为对某一待理解的现象或待
解 决 的 问 题 的 一 致 性 理 解 。 25 年 前 ， 与 JohnsonLaird 同时，我创建了独特的、综合的心智模型理论。
在诸多实验研究都支持了这一理论之后， 我开始开
发基于模型的学习与教学路径（Approach ）。
基于模型的学习关注个人对正在研究的现象进
行的心智模型建构。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形成了有
关该现象的一个初始模型，可能是有意地满足某些学
习目标，也可能是自发地响应某些任务。 如果模型被
成功地运用了，它就得到了强化并可能最终成为一个
稳定的模型。 如果结果表明模型不令人满意，则可以
在心智模型的完善过程中修正或舍弃它。 学习者的前
概念和动机状态以及学习资料的质量是有效的以模
型为中心的教学的主要因素。 基于模型的教学关注的
是个人在课堂中遵循的，用于建构他们对某些现象的
理解的，参与、说服及模型建造的模式。 学生在试图通
过建模以及在建构中创建意义的过程中，“对话”
（Conversation）得以展开，并在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以
及学生与他们的模型和工作材料之间产生强交互。 这
主要通过与对由教师提供或指导的外部表征进行对
话来实现。 教师促进了谈话参与者——
—包括那些没有
到场的，如开发该领域概念模型的科学家与开发资料
和活动以促进学习者对现象的理解的教学设计者之
间的协商。 这一对话引导学生评价他们的方法论（他
们是如何建构模型的）及他们的评判（一个模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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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充分反映真实系统？ ），学生并不仅是简单地发现
事实，加以记忆，而是进入一个迭代过程。 在这个迭代
过程中，他们的理解为模型开发提供信息，而模型的
评价和测试又为理解的发展提供了信息。
问：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研究进展？ 您目前
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答：我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借助情境模型的自然
决策，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三年项目的资助。 我们将
情境模型定义为心智模型加情境意识，它支持着多类
应对策略的应用，如降低不确定性、直觉推理法、衡量
被选项的优劣、压制不确定性以及防范。 自然风险决
策方法强调认知及多水平加工过程、 专家推理的发
展， 以及决策支持在个体和组织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风险决策在自然情境中是很典型的，如消防应急指挥
或者项目管理。 这里，决策必须由高度熟练的人员在
承受极度的时间压力下做出，并且其决策结果将影响
生命和财产安全。 我们的研究问题在于：决策者是如
何将“不确定”概念化的？ 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不确
定”的不同概念与不同的应对方法之间有没有系统关
系？ 我们知道，即使是每个决策点上的少数选择，在做
出少量决策之后，通过场景跟踪，所有的可能路径也
会变得无法掌控。 某种程度上的组合爆炸是无法避免
的，但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凭借情境模型来支持快速
风险决策。 在我们的建设管理研究领域，对于情境需
求的不恰当理解通过“降低”的方法控制，信息的不完
整主要通过直觉推理来解决， 对于被选项间冲突，主
要采取衡量优劣的方法来解决。 可视化及仿真技术的
成熟化发展迅速，并且为增加目前的培训项目提供了
巨大潜力，如训练新一代项目经理或消防员。 另外，我
们在研究中发现，仿真和游戏的反馈的准确性对学生
的学习动机有很强的影响。
问：有关学习的认知构成、社会构成和技术构成
的研究为教学技术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今天
的教学技术研究关注着基于设计实验的教育研究方
法论以及内容领域对教学设计与技术开发的重要影
响。 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分享您对教学设计与技术领域
研究问题的见解以及您所做的科学研究与发现。
答：谢谢，我很高兴能与中国学者分享这些
发现。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07 年度规划基金项目“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的理论与应用”（ 项目批准号：07JA880056 ）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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