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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近十多年来网络教学平台飞速发展，各种平台大量涌现。 用户面对众多的平台，因缺乏合适评价指标而无

从选择。 如何帮助用户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和分析网络教学平台？ 笔者在广泛调研国内外网络教学平台发展现状、分析现
有评价指标体系的优缺点的基础上， 提出从用户体验和教学可用性出发构建网络教学平台的选择和分析模型（SAM ）。
本研究通过文献调研、理论研究、平台分析与比较以及用户调研确定了该模型 9 个一级 维 度 、38 个 二 级 维 度 ，通 过 共 性
指标构建、个性指标构建和最终指标形成三个阶段，确定了 272 项具体指标，最后构建了五类平台的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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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并且也得到了中国用户的关注。 国内研发的较成功的

国内网络教学平台取得了蓬勃的发展， 国外各种

平台有以 Vclass、4A、清华教育在线（THEOL）、电大在

商业平台和开源平台也大量进入中国， 网络教学平台

线、WebCL 等为代表的传统型平台和以学习元、 下一

市场一片繁荣。 与此同时，我们依然看到众多机构仍在

代互联网教师专业化发展平台、 篱笆桩等为代表的体

花大笔资金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其理由是现有的

现 Web2.0 理念的新一代学习平台。

平台满足不了其需求。 调研发现，其根本原因是用户不

（二）已有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

了解网络教学平台的发展现状、对自身的需求模糊，且

经调研发现，国外在 2003 年就开始了网络教学平

缺乏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和选择分析的标准， 导致选

台比较、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且出现了专门的比较与选

择过程比较盲目和片面，甚至作出错误的决策。 解决该

择平台的机构与网站（如 http://www.edutools.info/）。 其

问题最可行的方法是构建一套能够帮助用户快速决策

中比较典型的网络教学平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如下五

的选择和分析模型（Selection and Analysis Model，简称

个 ： （1）Edutools 建 立 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 [1] （2）Ferl 在

SAM），帮助用户在明确自己需求的同时，全面分析、对

（一）网络教学平台发展现状

2005 年提出的学习平台评价模型 （Learning Platform
Evaluation Model）；[2]（3） 英国联合信息委员会于 1999
年公布的虚拟学习环境的教育评价框架（A Framework
for Pedagogical Evaluation of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3] （4） 美 国 纽 约 州 教 育 技 术 服 务 机 构

笔者通过相关文献、网络和专家指导，对国内外网

（EduTech）提出的 EduTech 的评价框架；[4]（5）英联邦学

络教学平台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目前国际上

习联盟开发的评价工具（LMS Report Card）。 [5]这些指标

主 流 的 网 络 教 学 平 台 主 要 有 以 LearningSpace、

都试图对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全面的评价， 有些指标在

Topclass、Virtual、Blackboard 为 代 表 的 商 业 平 台 和 以
Moodle、Atutor、Claroline、Sakai、LAMS、JoomlaLMS、

国际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例如 Edutools 至今还有一

Claroline 等为代表的开源平台， 这些平台都支持多国

少，2003 年张伟远教授在 《网上教学环境评价指标体

比、鉴别、诊断和评估各个平台，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

二、网络教学平台发展现状和已有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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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包括中文），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些机构在使用）。 而国内对网络教学平台评价的研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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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研究》中构建了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6]此外还有
两个借助国外的 Edutools 标准对网络教学平台选择和
评价的研究

以及一些平台之间的比较研究。

[7][8]

分析

[9~17]

发现，现有指标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用户选择平台
从这些指标体系设计的目的和出发点来看， 这些
平台都注重评分，通过评分来区别平台的优劣。 笔者认
为，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设计理念，其所面对的用户群

1． 设计时间较早，并没有进行持续更新，已经落后

体和使用的情境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通过一套统
一的指标体系定量评价平台的优劣是不合适的， 并且

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发展实际
英联邦学习联盟指出：“网络教学平台的发展速度

用户需求的差异性较大， 在某套指标体系中得分较高

非常快， 所提供的评价量表只是当时平台发展情况的

的平台，并不一定是对用户需求满足比较好的平台，反

缩影，要跟上发展的步伐，此评价工具也需要持续不断

之亦然。

地更新，基本上半年到一年更新一次。 ” 上述指标都

因此， 真正有资格对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评价的应

是在 1999 年到 2006 年期间制定的， 其更新的步伐没

该是明确自身需求的用户。 用户只有根据自身的需求

有与网络教学平台的发展同步， 一些新的学习理念与

对不同的网络教学平台进行选择和分析才能够对平台

模型、网络教学平台设计与开发的新技术均没有体现，

作出较客观的评价。 此外，对于用户来说，网络教学平

如学习设计、分布式认知等理念，移动通讯技术、语义

台的功能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越有针对性、越能体现自

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Web2.0 等。

己办学特点的平台越好。 如果功能与办学特色不匹配，

[18]

2． 很多评价标准都只停留在功能或者功能模块有
无的层次
根据袁松鹤归纳的网络教学平台评价研究的三个

功能太多反而是一种累赘。 网络教学平台评价指标制
定的出发点应该是帮助用户明确自身需求， 并根据自
身的特点，帮助其有针对性地选择和分析平台。

阶段（功能评价阶段、可用性评价阶段、有用性评价阶

（三）SAM 构建的原则

段）， 这些研究关注某项功能的有无，属于功能评价

根据已有的研究现状， 本研究希望构建一个帮助

阶段的研究，而可用性评价阶段、有用性评价阶段的研

用户选择最适合自己办学特色的教学平台选择模型，

究还没有开始。 我们知道， 同一个功能有多种实现形

模型构建原则如下：

[19]

式，它们的逻辑结构、页面布局等都会影响到交互的便
捷性和有效性，所以仅从功能有无来评价，无法深入分
析平台是否能够顺利地支持教学和交互的开展。

3． 以功能评价为主， 缺乏对用户体验和教学可用
性的关注

1． 理论和实践并重，融合最新的学习与教学理论、
最新技术与最优秀的实践
只有理论与实践并重，紧跟学习与教学理论、最新
技术与最优秀的实践， 才能真正帮助用户作出理性的
选择。 如建构主义、情境认知和分布式学习理论对网络

这些指标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对用户体验和教学

教学平台的要求，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新的学习形式

可用性的关注。 现有网络教学平台的很多问题都是由

的要求，Web2.0 技术给网络教学平台带来的变革等都

于在设计和开发的过程中注重功能实现而忽视用户体

应该体现在该模型中。

验与教学实际需求的结果，导致功能虽强大，但是逻辑
不符合用户的心理模型、 使用习惯和教学的实际需求

2． 以用户的实际需求为中心， 注重用户体验和教
学可用性

而被搁置。 这也可能是在 Edutools 网站上评价最好的

对用户体验和教学可用性的重视不仅是用户选择

Blackboard （8.0 版本），却遭到了中国众多用户批评的

和分析网络教学平台的关注重点， 同时也是网络教学

原因之一。

平台的设计和开发人员的工作宗旨。 应该把这两点融

4． 不符合中国网络教学平台的发展实际和用户习惯

入到网络教学平台的整个设计、开发、测试、实施和评

我国的网络教学平台随着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深入

价的流程中， 以此来指导网络教学平台的设计才能够

以及在教学中的深度应用， 开始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国

开发出高效、易用、交互友好的网络教学平台。 对用户

外平台的特点，如对精品课程的支持、对界面设计的注

体验和教学可用性的关注是本研究最高指导原则。

重，并且开发出了一些符合中国教学实际情况的功能。
国外的平台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很多本
土化的改造，特别是其命名体系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
国外的很多指标体系较难被中国用户接受。

5. 均只注重对平台进行打分，评价优劣，并非帮助

3． 以区别不同网络教学平台为特点， 以帮助用户
选择和分析平台为目的
本研究中将总结适用于不同用户群体、 不同情境
的网络教学平台的特点。 具体指标的设计需要帮助用
户了解网络教学平台发展的实际情况 ， 明确自身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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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针对性地分析同类型的平台，从而作出正确的选

1. 增加教学可用性、用户体验两个维度

择。

网络教学平台不同于其他社交或商业平台之处在

4． 结合中国网络教学平台的发展实际和用户的习惯

于其教学可用性。 教学可用性主要关注通过对教与学

具体指标的总结将重点参考国内的优秀网络教学

过程的支持来促进教学质量的发展和学习者学习技能
对教学过程的支持体现在对教学

平台的发展实际，采用中国用户所熟悉的术语，体现对

的提高两个方面。

精品网络课程、网络课程建设相关规范的支持。

设计组织实施，对多种教学策略、教学模式、教学方式

三、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

[20]

（包括合作学习、协作学习、自主学习等方式）的支持，
而对学习过程的支持体现在工具支持、 学习动机的激

为了构建该模型， 本研究从网络教学平台选择和

发、学习兴趣的维持和学习迁移发生等方面，以及相关

分析模型维度的确立、每个维度下具体指标的设计、该

的激励机制。 学习者学习技能的发展需要通过给学生

模型的应用研究三个方面展开， 各部分的研究过程和

提供符合自身水平和能力特点的学习内容、学习活动、

方法如下：

学习资料等，促进教师和学生习惯的养成，即适应性学

一、二级维度的确立经历了文献分析、理论研究、
用户调研与网络教学平台分析四个相互交错、 不断修

习， 并且能给用户提供一个便于教学和学习开展的个
性化学习环境。

改的过程。 （1）通过文献分析获得对国内外网络教学平

用户体验表现在平台交互设计、界面设计、导航设

台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的整体把握。 （2）通过对教育

计是否友好，功能的设计是否简约、易用，能够给用户

软件评价理论、 网络教学平台设计理论和用户体验相

提供方便的支持等方面。 用户体验从低级到高级包括

关理论进行研究，为本模型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3）

感官意义上的体验、知觉意义上的体验、行为意义上的

通过访谈法和问卷法调查不同用户选择平台时关注的

体验、情感意义上的体验四个层次，[21]良好的体验能够

重点，提高模型的针对性。 （4）通过对主流网络教学平

给用户带来感官、知觉、行为、情感上的满足，促进有意

台进行功能模块、具体功能特性的分析和比较，了解网

义学习的发生，保证教学效果。

络教学平台的实践发展情况。

2. 增加学习评价、技术特性两个维度

具体指标的设计经历了共性指标构建、 个性指标

网络教学平台的重要特点即能实现对教学与学习

构建和最终指标形成三个阶段，通过多轮反复修改，才

过程的全面记录与跟踪， 这些信息是对学习者进行评

形成了最终的指标。 在此过程中采用了综合归纳法、问

价的重要依据。 在网络教学中， 教师通常设计多种活

卷调查法和典型案例分析法。 具体如图 1 所示。

动、作业或者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来确保教学的质量和
效果。 学习评价功能是在实际教学中通常是教师使用
最多的功能之一，特别是在远程学习中，该功能尤其重
要。 目前它也是各大网络教学平台深入研究和开发的
重点。 现有网络教学平台一般都支持多种评价方式，自
评、互评与他评相结合，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

具体指标的确定过程

合。 清华在线设计了基于 CIPP 模式的网络学习跟踪

模型的应用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对 4A 网

与评价系统，[22] 4A 网络教学平台设计和开发了基于发

图1

络教学平台进行分析和评价。 （2）用于适用于不同使用

展性评价理念的网络教学平台学习评价系统。

情境和用户群体的网络教学平台的特点与参考模型的

都说明学习评价是网络教学平台的重要特点。 而从调

构建。

研来看，以往的指标都忽视了学习评价功能。

四、SAM 各级维度和指标的确立及效果验证
（一）一级维度确立
经过调研发现， 国内外对网络教学平台的评价维

这些

此外，技术特性，包括平台在部署、安装、访问、维
护的过程中所需的技术要求。 这些都是用户（特别是管
理员）在选择平台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3. 修改与调整课程的设计和开发、交流协作、教学

度只包括课程设计和开发、 资源管理、 教学和学习支

与学习支持三个维度

持、交流协作、管理五个方面。 根据网络教学和网络教

IMS 在 2003 年 开 发 了 学 习 设 计 规 范 （ IMS
Learning Design），来支持学习活动的设计；余胜泉教授
等在 2009 年提出 e-Learning 平台的发展九大趋势，

学平台发展实际和本研究的原则， 对其修改和调整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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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就是“从内容到活动”，即从注重对内容的设计和

计、帮助设计、导航设计、界面设计和易用性六个方面。

管理转向注重内容和活动的设计与管理。

而《现代远

学习内容专指结构化的内容， 而非结构化的内容属于

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中规定：“网络课程是通过网

学习资源。 学习活动依托于学习内容而开展，包括如答

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

疑、讨论、调查、投票、任务布置等学习活动，也包括由

和。 ” 由此看来，学习活动已经成为了一个与学习内容

这些活动组成的学习活动序列。 但诸如作业、考试、测

等同网络课程的组成部分，网络教学平台的核心功能即

验等与学习评价密切相关的活动， 尽管在很多文献中

支持网络课程，因此有必要将 “课程设计和开发”分解

都称为学习活动， 但在实际教学中更多的是用于学习

为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开发。

评价，因此将其纳入学习评价中。

[24]

[25]

教学支持系统从为教师的教提供更好的支持转变
为学生探索、发现、获取信息、解决问题提供工具支持，
辅助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和沟通，从而促
进师生、生生之间的信息交互，以弥补师生时空分离造
成的不足，即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学。 因此将教学支持修
改为学习支持。 同时交流也是学习支持的重要手段，因
此将其纳入到学习支持中。

图3

SAM 的二级维度结构

（三）具体指标形成
通过图 1 所示的具体指标的研究过程，征求专家、
一级维度的划分

用户、开发人员的意见，经过五轮的修改，形成了各个

经过上述修改，选择模型的一级维度为学习内容、

维度的最终指标。 根据这些指标的通用性和用户对具

学习活动、学习支持、学习资源、学习评价、管理、技术

体指标的重视程度，所有的指标被分为基本项（共性指

特性、教学可用性、用户体验九个维度，其中学习内容、

标）和扩展项（个性指标）两类，其中基本项是平台的基

学习活动、学习支持、学习资源、学习评价五个维度与

本的判断标准，扩展项代表了平台的最新发展。

图2

武法提教授对网络课程要素的界定网络课程的六个要

为了保证该指标体系的效度， 笔者邀请网络教学

素 （教学策略体现在教学可用性中）相吻合。 这九个

平台的专家（4 名）、一般用户（4 名）、有选择网络教学

维度分为两个层次， 教学可用性和用户体验是最高的

平台选择经验的用户（4 名）对该模型进行评价。

[26]

指导原则，它们既是网络教学平台的综合考察维度，又

根据访谈结果，笔者将重复指标删除，相近指标合

是各个具体功能模块设计的重要考察点。 一级维度如

并，对歧义指标进行解释，并调整指标之间的关系，形

图 2 所示。

成了包括 9 个一个维度、38 个二级维度和 272 具体指

（二）二级维度确立

标（其中基本项 166 个，扩展项 106 个）的最终模型。

笔者通过按照一级维度对国内外 18 个主流的网

为了帮助用户更直观地查看各个维度的分析结

络教学平台进行功能梳理和分析， 将其进行拆分、分

果，笔者采用雷达图的形式将维度的结果可视化。 本分

析，相似功能合并、归纳。 根据芬兰坦佩雷理工大学的

析模型没有给出具体的评分标准，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

Silius 等对教学可用性的界定，以及用户体验、网络教

的需求对某一模块重视程度的不同而自由设定。 雷达

学平台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 构建本模型中

图的构建方法如下：总得分/某项总分乘以 5，转化成五

的二级维度（如图 3 所示）。

分制评分标准，然后在雷达图的编辑状态输入分值，即

其中教学可用性包括教学设计、协作和合作学习、

可以雷达图的形式查看结果。

适应性学习、个性化学习环境、激励机制、教学标准兼

为了验证该模型的使用效果， 笔者邀请了三位用

容性六个方面。 用户体验包括功能设计与定制、交互设

户采用 SAM 对 4A 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综合评价，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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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二级维度的一致性达到 100% ，三级指标中只有

实用，易于学习和使用；平台整体风格符合中小学生

1~2 个指标存在偏差（后调查发现偏差是由于有些用

的认知风格。

户不了解最新开发的功能）。 用户指出该指标能够较

根据典型平台分析以及专家调查结果，中小学辅

全面地分析和反映 4A 网络教学平台的真实情况。 并

助教学平台参考雷达图如图 5 所示（理论值是根据专

且通过将 4A 的雷达图与 Moodle 的雷达图进行叠加

家对此类网络教学平台在八个维度的评分的平均值

（如图 4 所示），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两个平台在各个维

统计出来的，下同）。

度上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发展空间。

图5
图4

4A 与 Moodle 的比较分析雷达图

五、基于 SAM 的教学平台选择参考模型

中小学辅助教学平台参考雷达图

2. 高校辅助教学平台
高效辅助教学平台特点：对在线网页式学习内容
要求比较低，内容的管理以文件夹管理课件或者大纲

在 SAM 效果验证过程中发现该模型对用户的专

直接关联课件为主；学习活动主要以讨论交流、调查

业化要求依然比较高。 为进一步简化操作，帮助用户

投票、答疑、在线交流等形式为主。 拥有整个系统范围

区别不同网络教学平台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某一

内用户的讨论交流（简易化的学习社区）；注重对各种

类平台，笔者根据用户群体和使用情境将平台分为中

学习资源的建设、管理和分享的支持；支持精品课程

小学辅助、高校辅助、远程学习、教师培训、企业学习

的建设和展示；注重对考试、作业、成绩的管理；要求

平台五类。 利用 SAM 分析不同类型的网络教学平台，

有较好的合作学习和协作学习支持机制；支持研究型

得出各类平台的特点及参考雷达图。 为避免个人总结

教学、混合式教学的开展；注重用日历（日程）来管理

的主观性， 笔者邀请了 27 位专家对五类平台在九个

学习任务；能够按照专业和班级进行管理用户；系统

维度的重要性进行评分， 并对总结的特点进行评价，

功能分类明确，操作简单。

从而构建了这五类平台的参考特点以及理论上的参
考雷达图。

根据典型平台分析以及专家调查结果，高校辅助
教学平台参考雷达图如图 6 所示。

（一）各类网络教学平台的特点和参考雷达图

1. 中小学辅助教学平台
中小学辅助教学平台特点： 编辑器操作简单，拥
有常用的编辑功能，支持公式编辑，允许嵌入多种动
画表情和互动方式（红花、掌声）等以增加内容的互动
性和趣味性；学习活动以讨论、调查、投票、答疑为主；
拥有符合中小学生实际教学特点的课程学习和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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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工具，如语文阅读与写作工具，英语、数学学习工

图6

具； 允许嵌入配套的学科学习资源库， 支持个人、班

3. 远程学习平台

级、系统资源库的管理和共享；有专门的教学设计工

远程学习平台特点： 对九个维度的要求均较高；

具（授课页面），方便教师设计教学和学生参与学习；

特别强调对多样化教学内容的支持和编辑，包括文本

支持符合中小学生特点的激励机制的设计；能支持中

和视频的结合，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的结合；支持给

小学的研究性学习和合作学习。 管理方面，系统能直

每一模块提供建议学习时长，并记录学生学习历史情

接生成年级以及年级课程目录，支持对课程、班级、学

况，可自动从上回学习结束之处开始学习 ；支持常见

科、教师和学生的批量化操作与管理。 平台功能简单

的学习活动，并能够为多样化教学模式的开展提供支

高校辅助教学平台参考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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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支持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及时的反馈；拥有清晰、便

共建；拥有员工职业发展和岗位认证体系 ；支持企业

捷的同步、异步学习支持和 Web2.0 的互动交流方式；

的岗位能力课程模型；能够为各种数据提供强大的统

支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有易于检索使用的

计报表的功能；拥有强大的在线考试功能；具有积分

资源库；支持自动化答疑；注重教学设计功能，支持导

和激励管理功能； 支持辅助企业文化管理； 遵循

学设计、重难点展示，并能为学生参与学习提供明确

ISO10015 标 准 （ISO10015 培 训 过 程 管 理 ）；能 够 与 内

的学习指导；支持多样化的激励机制的设计 ；有提醒

部培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集成；有基于组织架

机制帮助或提醒学习者参与学习；拥有学习资源的自

构的分级管理和岗位纵向管理等多种管理方式。

适应机制，支持多样化的帮助形式，能够给用户提供
随时随地的帮助。

根据专家调查结果， 企业培训平台参考雷达图
（理论值）如图 9 所示。

根据专家调查结果， 远程学习平台参考雷达图
（理论值）如图 7 所示。

图9
图7

远程学习平台参考雷达图（理论值）

4. 教师培训平台

企业培训平台参考雷达图（理论值）

（二）SAM 的使用方法介绍
该模型的使用比较灵活， 用户可以用于单个平台

教师培训平台特点： 学习内容方面支持按专题

的分析，也可以用于多个平台的比较，还可选择全部指

提 供 培 训 ；学 习 活 动 方 面 ，支 持 多 种 互 动 交 流 方 式 ，

标或者部分指标进行分析。 最佳使用方法，是先了解自

并能为教师网络教研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持 ； 拥有教

身需求，判断所要选平台的类型，根据提供的不同类型

师教学过程中常用资源的专门的资源库 ， 并能支持

参考模型和参考雷达图，选定功能点和具体指标，然后

在线播放优秀的教学视频案例 ； 拥有多重合作学习

对平台进行分析，形成对比报告。 为了直观地比较各个

和协同工作的方式（支持协同备课、wiki 、协同研究）；

平台，可计算各维度得分，将得分输入雷达图中进行对

支持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的开展 ； 支持 “自组

比，然后作出选择。 具体流程如图 10 所示。

织”式的圈子和团体的构建（形成同伴互助团队）；支
持教师的知识和人际网络的构建与共享和师徒制学
习的开展。
根据专家调查结果， 教师培训平台参考雷达图
（理论值）如图 8 所示。

图 10
图8

教师培训平台参考雷达图（理论值）

5. 企业培训平台
企业培训平台特点：支持企业知识管理、分享与

选择分析平台流程

六、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从如何帮助用户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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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选择和分析网络教学平台的角度出发，提出

具体指标的设计既立足实际又注重发展。 例如对内容

构建一个网络教学平台选择和分析的模型（SAM ）。 在

和资源的协同构建，对序列化学习活动、发展性评估、

广泛调研网络教学平台的发展现状和已有的网络教

个性化学习、Web2.0 技术对教学的支持、知识管理和

学平台评价指标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

人际网络等的关注，对平台功能的开放性、灵活性的

该模型构建的原则。 通过文献调研、理论研究、平台分

重视等都较好地顺应了网络学习时代对平台的要求。

析与比较以及用户调研确定了该模型的一 、 二级维

希望该模型能够帮助用户明确自身需求，并根据需要

度，并通过共性指标构建、个性指标构建和最终指标

选择合适的教学平台。

形成三个阶段，确定了具体指标。 最后基于平台分析

不过，该模型缺乏相应的系统提供支撑，用户只

和专家调查总结出了适用于不同用户群体的网络教

能手动查找、分析、计算，操作不太方便。 在后续的研

学平台的功能特性和参考雷达图。

究中可以基于该模型开发一个网络教学平台选择和

该模型着重从教学可用性和用户体验角度来综

分析的软件，使分析过程变得更加简单。 同时，随着新

合分析网络教学平台，体现了网络教学平台服务于教

技术和新的教学理念的不断出现，网络教学平台将继

学、关注用户的使用体验，注重功能的易用性等特点。

续发展，该模型也应随着平台的发展而调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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