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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TPACK协同建构模型的
构建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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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曲阜师范大学 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2.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信息时代教师必备TPACK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宣言。教师TPACK的发展方式是教师TPACK研究领

域亟需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学习作为协作知识建构的社会化过程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该研究

将协同知识建构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教师TPACK发展过程中，构建了教师TPACK协同建构模型。模型包括基于

吸收生成的个人知识建构、基于参与协作的协同知识建构、基于共享创造的集体知识建构三个方面，具体包含吸

收、反思、生成、内化、共享、论证、协商、应用、共享、创造等认知环节。基于此模型，团队在深圳南山区开

展了促进TPACK发展的课程实践的研究，结果表明，教师TPACK协同建构模型能够促进教师TPACK发展，促进

教师协同建构和智慧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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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0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
要》)，明确指出了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
影响[1]。技术为教育提供了新的要求、新的能量、
新的发展方向，技术和教育将进行双向融合。而实
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关键还要看教
师。诚如梅赫所言，是人用机器，而不是机器自
身起作用。教师成为决定技术整合质量的关键因
素，决定学生发展，决定了改革成败。美国教师
教育者联合会(AMTE)指出教师若拥有整合技术到
课堂中的知识和经验，才能让技术更好地应用于
课堂，服务于课堂，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和有意
义的学习，才有可能成为当今课堂中的有效率的
教师，TPACK框架强调了技术教学的这种需要。
TPCK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Koehler和Mishra在学科
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基础
上提出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CK)。“TPCK”
均由辅音字母组成，不利于拼读和记忆，AACTE
创新与技术委员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决定
将原来的缩写“TPCK”改为便于拼读和记忆的
“TPACK”(即在原来名称中增加一个词“And”，
使原来的英文名称变为：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该名称的原意不变；但可
读成“T-Pack”意为教师知识的Total PACKage)[2]。

信息时代教师必备TPACK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宣
言。目前对教师TPACK的研究已经成为教育技术领
域与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而优化
和丰富教师TPACK的发展路径是教师TPACK研究领
域亟需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3]。如何
将技术纳入教师的知识体系，如何发展和提高教师
TPACK成为信息时代数字教师和教师教育者面临的
挑战。而在网络学习领域已经形成了如何看待学习
的共同观点，即“学习是一个协作知识建构的社会
过程”[4]。协同知识建构为教师TPACK学习和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如何借助信息时代提供的在
线网络环境，借鉴协同知识建构的理念和方法促进
教师TPACK发展，满足知识社会发展对教师提出的
愈来愈高的要求，更好展示教师的教学实践智慧，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理络不清但
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TPACK特点和发展需求

关于什么是PCK没有统一定论，基于PCK基
础上的TPACK是什么也就没有一致的观点。对于
TPACK概念和模型的理解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定义
无外乎三种TPACK观点：作为PCK的扩充T(PCK)；
作为一种独特而鲜明的知识体系TPCK；特定情境
下三种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的交叉TP(A)-
CK[5]。对TPACK概念的理解不同会产生不同的
TPACK模型。从众多的TPACK模型看出通常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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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1)指代TPACK中的七个元素，强调整体性。
Mishra、Koehler、Cox等框架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
的研究等多属此类。(2)把TPACK作为一种独立的
知识成分。如Niess、Angelina、Valanides等研究属
于此类。本研究总体采用第一类研究框架。认为
TPACK是指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教师在学科知识、
一般教学法知识、技术知识及其他广泛知识基础上
形成的关于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如何使用新兴技术，
将特定学科的活动或者特定主题的活动，与特定主
题的表征协调起来以促进学生良好学习的一种指向
教师实践的富有创造性的知识体系。

Mishra和Koehler认为TPACK具有复杂多面、情
境性和实践性三个特征。除了这三个特征之外，本
研究认为还具有动态性、个人性、缄默性、学科相
关性等特征。

(1)动态性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和变化是

瞬息万变的，那么包含技术元素和技术复合元素的
TPACK框架同样处于不断更新、发展、扩充的动态
过程中。

(2)个人性
每位教师所具有的TPACK因为教学经验的不

同、教学经历的不同、教学境脉的不同甚至教师个
人风格的不同，会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化标志。同时
TPACK也取决于教师自身的反思能力、行动能力
等，TPACK带有鲜明的个人性特征。

(3)学科相关性
TPACK发展的落脚点和着眼点是学科课堂教

学，目标是实现信息化环境下三高(高效率、高效
益、高绩效)课堂，因此实质和核心就是创设数字
化学科学习环境，用技术解决学科问题，高效完成
学科教学目标。不同学科内容，不同学科主题，教
师TPACK内容就会不一样，TPACK具有明显的学科
相关性。

(4)缄默性
有学者认为PCK具有缄默性，它虽然能够被教

师感知并经历着，但却难以通过语言、文字或者
符号进行合理说明和正规地传递[6]。建立在PCK基
础上的TPACK同样是无意识在起作用的“隐性知
识”，具有缄默性特征。

基于以上对TPACK的理解和特征分析，我们认
为TPACK的发展体现以下需求：

(1)TPACK发展的实践性需求
教师TPACK的实践特征决定了TPACK的学习

是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的，与教师所处的教学
实践密切关联。教师要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与

情境的各种互动中积极丰富和完善各种境脉下的
TPACK。情境是教师TPACK发展的土壤，实践是催
化剂。教师紧紧抓住课堂教学的实际问题，围绕实
际问题开展，通过实践而得知所以然。

(2)TPACK发展的持续性需求
TPACK的复杂动态特征决定了发展具体情境

下三种知识成分的复杂关系需要长期投入TPACK实
践中。正如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上的研究所证实
的，TPACK这种能力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只能通
过持续不断的实践和增长积累经验逐步来发展[7]。
TPACK的发展是教师持续学习的过程。

(3)TPACK发展的社会性需求
TPACK具有复杂性、个性化、实践性、默会性的

特征，TPACK特征决定了TPACK发展需要在显性化、外
化、组合化和内化的循环过程中发展，需要教师在与
教师分享、论证、协作、共识、创生活动中发展，需
要教师在与资源、环境、制品等的交互活动中发展。
社会性成为了TPACK学习活动价值体现的重要途径。

(4)TPACK发展的技术性需求
TPACK框架需要教师面临两个维度的革新。

一方面教师需要一定的思考和使用技术的方式和思
维，需要具备对技术、教学、内容复杂关系的深层
次理解和灵活的教学决策能力，技术成为教师学习
内容中的核心词汇。另一方面技术越来越被看作是
学习的推动者[8]。只有学会用技术学才能够有效地
用技术教。技术是TPACK发展的外向路径。无论
是从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学习手段上来讲，教师
TPACK发展都是处于技术的包围圈里，呈现明显的
技术性需求。

(5)TPACK发展的设计性需求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掌握一种通用的技术思维

方式比掌握一种技术更为持久和重要。在课堂中整
合技术是一个复杂和劣构的问题，很少有固定便捷
的规则适用于各种条件、情境、学生、案例。这就
要求教师从最初的技术应用者和消费者的角色逐渐
转向有效的技术使用者并最终发展成为有创造性的
技术使用者和技术设计者，从机械被动使用到有效
主动使用发展到创造性的设计，对技术用途进行重
新思考、重新定位、重新开发。设计的特征与技术
整合教学的劣构性具有一致性，教师TPACK发展的
关键在于形成教师对技术融入教学的创造性的设计
思维和能力。 

(6)TPACK发展的生成性需求
TPACK发展的生成性指教师在发展TPACK过

程中，会经历隐形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动态转化过
程，在转过过程中会伴随各种思想、观点、技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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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报告方案等等各种基于技术实践的TPACK制品
的产生。这些TPACK制品的产生过程会改进教师
个人的技术实践知识和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并推动
集体智慧的共享，实现TPACK发展的良性循环。
TPACK发展的生成性也将成为TPACK培训中区别其
他知识的一个关键特性。

(7)TPACK发展的系统性需求
TPACK是包含了七种知识成分复杂的知识框

架。TPACK系统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影响着教师开展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行动。提升对TPACK
系统各个元素的理解程度，是提高整合能力的关
键。现行知识本位的教师教育模式有助于教师获得
CK、PK、TK等知识，而对丰富TCK、PCK、TPK
则收效甚微，甚至无法涉及信息时代教师教育的核
心TPACK，因此在TPACK发展过程中，应该完整建
构TPACK体系，体现TPACK的系统性。

三、协同知识建构对教师TPACK发展的支持

Scardamalia和Bereiter认为知识建构是一个创
建、分享个人知识并不断修正公共知识的认知过
程，是通过创建公共认知目标、小组协同讨论、
协商以达到综合的想法、以及创建新的共同的认知
产物的过程来得以实现的[9]。作为一种新的学习理
念、学习方式，协同知识建构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1)强调与学习者先前的知识和经验相互联系；(2)关
注个体和集体的双重建构；(3)以知识和观念的持续
改进为最终目标；(4)强调协作中的共同目标和共同
参与；(5)强调建构任务的情境性；(6)强调建构环境
的技术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能够为教师TPACK发
展提供理念和方法上的支持，满足TPACK发展的技
术性、社会性、设计性、生成性和实践性等需求。

(一)协同知识建构支持教师TPACK发展的社会性
在协同知识建构过程中，学习是通过共享、论

证、协商完成的。教师通过前期学习或者通过课堂
观摩等社会化活动，描述讨论主题、提出问题、发
表个人看法，外化自己的TPACK观点和经验，同时通
过分析教师观点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之处，识别有争论
之处，提出并回答问题，教师们可以进一步阐述、协
商、纠正、完善个人观点和小组观点，不断在协商中
组合TPACK，在周而复始的协作活动中，实现TPACK
的社会化、外化、内化、组合化的社会性需求。

(二)协同知识建构支持教师TPACK发展的设计性
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是协作知识建构活动的先决

条件。在协作知识建构活动中，能够充分发挥学习
者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贯穿从学习
目标、内容、过程、方法到结果的整个过程。学习

者的主体性很好地支持教师TPACK发展的设计性，
能让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结合自己的教学
需求进行TPACK制品的设计、开发、修正和完善。
同时协作建构过程中个人和集体建构的循环过程支
持了TPACK制品设计的循环发展，知识建构的过程
就是TPACK制品设计改进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促进。

(三)协同知识建构支持教师TPACK发展的生成性
协同知识建构过程中生成认知人造物。在协作

的过程中，教师将产生新观点、新理论、新假设、
新方案，新设计等人工制品，并且人工制品在协同
知识建构的过程中，通过教师们的协作，将不断的
外化，协商、组合和外化，从而得到不断发展和创
造，形成个人TPACK库和集体TPACK库，满足教师
TPACK发展生成性的需求。

(四)协同知识建构支持教师TPACK发展的技术性
网络技术工具和平台是协同知识建构得以发

生的有效支撑。有一些研究者设计和开发了专用的
促进协作知识建构的学习工具和系统。这些工具和
平台在促进教师协同知识建构过程的同时为教师
TPACK发展提供相应技术支撑，满足教师TPACK发
展的外在路径，支持TPACK发展的技术性需求。

(五)协同知识建构支持教师TPACK发展的持续性
协作知识建构作为一种过程，是一系列活动的

连续体，线下和线上无缝隙的学习连接为学习者的
持续学习提供动力支持。同时学习者在参与活动的
过程中逐渐建立知识网络、人际网络和社会认知网
络，协同知识建构提供了获取和维护TPACK持续发
展的管道，教师不仅可以共享TPACK资源，还可以
利用社会认知网络促进TPACK的发展和创新，从而
满足TPACK发展的持续性。

四、教师TPACK协同建构模型的构建

协作知识建构模型是对协作知识建构过程、
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化、简约化、抽象化
的描述。很多研究者对于协同知识建构的过程和阶
段进行过具体的描述和研究，提出过很多模型，其
中以Stahl提出的知识建构模型最具有代表性(如下
页图1所示)。(1)Stahl模型从个人知识建构和社会建
构两个层面来建构，全面描述了知识建构的完整过
程，体现了知识建构是一个没有终止的不断循环发
展的复杂过程，知识建构是个体知识建构和协作知
识建构的连续统；(2)Stahl模型强调了知识建构中群
体活动的重要性和人工制品的重要性，为从认知理
论角度进一步探讨协作知识建构提供了基石；(3)
Stahl模型具体、详细地展示了知识建构过程中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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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阶段和知识的流动状态。通过个人吸收、问
题化、话语表达、其他讨论等认知阶段，实现了知
识从个人理解、前潜在理解状态、个人信念等知识
状态的循环发展。本研究借鉴Stahl知识建构模型，
结合知识创造学习隐喻的启示、TPACK发展需求、
Web2.0技术和理念的支持，来建构教师TPACK的
协同建构模型，目的是通过构建协作建构模型，明
晰协同建构过程，为教师开展协同知识建构实践提
供参照，更好促进教师TPACK的发展。

(一)知识创造隐喻带来的启示
学习理论的研究表明人类学习历经了学习即个

体获得的获得隐喻和学习即情境参与的参与隐喻正
在走向学习即知识创造的新型隐喻[11](如图2所示)。

知识获得隐喻观点强调知识的传承性和客观
性，把学习看做是一个灌输式、记忆式的个体建构
过程，关注焦点在于知识和个体学习。参与隐喻
观点强调知识的社会性、情境性和建构性，把学
习看作一个各种文化实践中的参与、协作、共享过
程，关注的焦点在于活动和群体学习。随着知识社
会的到来，教师不能停留在仅仅去掌握和学习现有
知识，更重要的是持续建构、应用、改进、创新知
识。知识获得隐喻和知识参与隐喻对学习的认知具
有保守的倾向，只是从是个体还是集体这样的一个
维度来界定学习空间，忽视了学习的多维分析和建
构，忽视了人工制品的创建和创新，忽视了知识的
分布性特征，忽视了个人、群体、集体、制品的多
维互动，忽视了公共空间知识的提升，忽视了文化
的创新与变革。知识创造隐喻对获得隐喻和参与隐

喻涵括式的继承互补、发展和超越，对学习进行了
多维度描述；主体维度上从个体走向基于集体和网
络的互动；知识维度上从内容、活动走向内容、人
造物、知识网络的互动；认知维度上从习得走向建
构、共享、创新的互动。知识创造隐喻开辟了国际
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新方向[12]。

习得隐喻、参与隐喻到知识创新隐喻，表明了
思维发展的连续统特征[13]，也充分表明了知识的动
态性和学习的动力机制。三种学习隐喻相互支持，
层层递进，为我们展现了知识学习所经历的不同层
面和过程。换言之，一个完整有产出的学习应该包
括获得、参与、创造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是互为
基础、互相促进的。知识时代应该让学习者参与到
创造新知识的活动中去，并把它看作是生活的一部
分，应允许和实现基于知识创造隐喻的多重学习隐
喻的实践化和整合化。因此教师完整的学习过程应
该是基于知识创造隐喻但同时包含获得隐喻和参与
隐喻的连续统。教师TPACK学习是在习得知识、建
构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学习连续统中发展起来的，即
包括基于吸收生成的个人知识建构、基于协作参与
的协作知识建构、基于共享创造的集体知识建构这
样三个方面的连续统，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构建多样
化的学习活动序列，达成多层次的学习目标，充分
发展教师的高级智慧技能，实现深度学习，从而促
进教师智慧从发散、收敛、凝聚走向创新。

(二)Web2.0理念与技术的支持 
2005年Web2.0席卷全球并成为互联网历史上的

第二次理念、技术和运作模式上的重大变革。Blog、
Wiki、BBS、微博等社会化软件、Diigo、Annotate社会
化批注工具、学习元[14]、KF平台等为人与人、人与内
容、内容与内容建立深度联系建构了平台。Web2.0通
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为个人建构、协作建构、智慧
汇聚提供无缝学习空间，可以实现知识的共享、协作
和聚合，从而促进知识流动、促进集体智慧的生成。
Web2.0使得知识建构从个人知识走向协作知识建构和
集体知识建构，人人成为使用者、建设者，人人成为
贡献者，人人成为协作者，为个体集体的知识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Web2.0时代有利于教师设计和共享
自己的TPACK制品，允许教师通过协同知识建构利用
群体的智慧共同对TPACK制品进行改进与完善，并在
建构的过程中关注TPACK之间的关联关系，并逐渐建
构连续的系统的知识结构，从而不断累计个人TPACK
库和群体TPACK库。同时以TPACK制品为中介点，不同
学习者之间形成了各种关联。教师群体可以通过资源
进行学习，也可以通过人际来学习，拓展学习路径，
促进持续发展。Web2.0促进了教师个人和群体的TPACK

活动中的应用

人工产品

个人理解

前潜在
理解状态

形成
问题     公开表述个人信念 其他人的

公开表述

协作的知识
形式化
目标化

观点
交流

理解共享

意义澄清

辩论与原理

其他讨论

社会知识
建构

话语

表达

个人
理解

个人
吸收

 解释含义

图1  Stahl的知识建构模型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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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和积累。
(三)TPACK发展需求的体现
单独讲授技术的培训效果就是教

师只是会软件操作，不会课堂整合应
用。为了帮助教师对技术形成灵活、
情境化的理解，Mishra 和Koehler 提出可
以采用“通过设计学习技术的途径，
即让教师以协作小组的形式针对真实
的教学问题开发技术方案”。Mishra
和 Koehler 在研究生课程以及教师专
业发展项目中实践了这种途径，如让
他们设计在线课程、教育影片或者重
新设计已有的网站等。将技术作为一
个必然、自然要素内隐到课程中，采
取让教师解决真实的与技术相关的问
题，让教师在参与和做的过程中发
展TPACK的形式。而对这种途径的实
践以及后续研究也促成了 TPACK 框
架的建构与发展[15][16]。体现设计性成
为TPACK发展的需求。设计TPACK制
品可以让教师整合复杂多面的TPACK
知识，设计TPACK制品可以让教师协
同，设计TPACK制品可以让教师投入
有意义学习，设计TPACK制品让教师
学习循环迭代，设计TPACK制品可以让教师学习情境
化，设计TPACK制品是教师发展核心。由此可见教师
知识建构的过程就是TPACK制品的设计循环过程，也
是TPACK制品持续改进和提升过程。协同知识建构过
程应能体现TPACK制品的设计过程。

综上所述，基于Stahl协作知识建构模型，在考虑
了知识创造隐喻带来的启示、Web2.0技术和理念的支
持以及TPACK本身发展需求下，我们建构了如下的教
师TPACK协同建构模型(如图3所示)。该模式依托的网
络环境是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研发设计的网络互动平台
“学习元”平台[17](http://lcell.bnu.edu.cn/index.jsp)。学习
元平台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即可以开展针对个体的知识获得，也可以开
展协作研讨，还可以将个体化和协作性结合起来，通
过师师互动、人际活动、资源共建共享、社会认知网
络等综合的途径，为教师TPACK观点的互动、发展、
聚合、评点、修正、传播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而
为协同知识建构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环境。

五、教师TPACK协同建构模型内容及特点

(一)TPACK协同建构模型要素分析
1.基于吸收生成的个人建构

(1)吸收
为了完成任务或解决问题，学习者原有的知识

结构就需要弥补，学习者通过重新吸收相关知识，
相关解释来补充原有的知识结构，从而达到一个新
的理解层次。这个环节中，教师需要对提供的相关
资源、视频、PPT讲稿或者文章、课堂实践等进行
思考和学习，形成内隐的TPACK理解。学习元平台
可以通过学习元、知识群、学习社区等为教师提供
资源。同时，教师的经验对教师TPACK发展是至关
重要的。所以倡导人人为资源建设作贡献，让教师
自身成为学习资源的创建者和提供者，让教师分享
和推荐关于TPACK问题的相关知识和经验。

(2)反思
在思考和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进一步回顾

和梳理自己的知识经验，另一方面积极的对TPACK相
关知识进行反思，逐步加深对问题的看法从而形成自
己的TPACK个体信念。TPACK个体信念是学习者将已
有的TPACK知识与从学习元平台中获取的TPACK显性
知识进行结合，并对已获得的信息和知识进行排序、
增删、分类和综合，从而使个体产生新的更加系统
化TPACK知识的过程。学习元平台上可以通过反思活
动、画概念图活动等促进教师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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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成
此环节中教师在充分理解新知识之后，寻找解

决问题的路径，获取问题解决方案。教师个体首先
围绕相关的技术整合问题进行TPACK制品的设计和
开发。在制品开发过程中，个体通过不断地尝试、
思考和内化，以达到对TPACK更系统和深入的理
解。设计和开发出的TPACK制品将引发一系列新的
学习活动，学习的社会化互动就开始了。

2.基于协作参与的协同知识建构
(1)共享
根据Stahl的模型，在社会知识建构环内，学习

者首先将个人的问题或观点公开化，为原有观点能
进入到一个更深入和更广泛的讨论空间提供基础，
从而引起其他参与者提出不同的观点，积极参与讨
论，所以教师首先应该共享并陈述自己的TPACK制
品，在学习元中教师可以通过创建学习元、发布作
品等活动来完成。

(2)评价
形成性评价既是一种检测也是一种激励，能够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TPACK进一步显性化。
形成性评价包括自身评价、同行评价、专家点评等
等。同伴评论对整个学习社区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因此我们应重视同伴评估，在论证之前让教
师按照TPACK相关评价量表对TPACK制品进行打分
陈述，调动教师积极性，聚焦TPACK研究问题，提
高在线学习效率。

(3)论证
教师评价完成之后通过头脑风暴，比较信息，发

现不一致、矛盾、争议、质疑之处等，各种观点和解
释在此交锋和冲突，教师群体共享理解，并对关键认
知冲突进行选择式的讨论辩论和推理、阐释和澄清。
同时为了让教师更有效地聚焦在TPACK内容上，让教
师讨论更有的放矢，教师可以先对照TPACK评价量表
对TPACK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学习元平
台提供了评论、微批注、协同编辑、评分等不同方式
让教师参与到知识的协作学习中来。

(4)协商
教师在和其他教师论证、解释、澄清的过程中

加深了对TPACK思想和制品的认识，在协作建构的
基础上形成更为完善和更为深刻的协作式TPACK，
并据此进一步修正完善TPACK制品。 

(5)应用
只有用到行动中的知识才是有效的知识，知

识的创造才能真正发生。教师需要将参与中获得的
TPACK转化为行动中的TPACK，应用到教学实践
中，通过实践来验证知识的有效性，从而促进知识

的进一步理解。
3.基于共享创造的集体知识建构
(1)反思
在协同知识建构活动中，教师的反思是保证教

师在建构过程中有实质性收获的重要条件。教师需
要在知识建构后对自己的所做、所思和所得进行自
我反思和提炼整合。为了促进教师的自我反思，可
以设计反思评价表，以问题提示的形式督促教师反
思，以评促思，促进教师的TPACK制品的继续完
善，并形成自己的TPACK库。

(2)共享
教师TPACK制品库不仅包含一定的知识还包含一

定的思维方式。教师除了进行自己知识库的组织和积
累之外，还应进一步分享传播自己的TPACK知识库。
教师通过推荐传播进入更广泛的空间领域，以更多更
开放的方式存在和持续发展。其他教师可以在TPACK
制品库中选择自己需要的案例学习、参考、借鉴，内
化为自己的TPACK理解和知识。

(3)创造
集体智慧的构建不仅包含TPACK制品的共享

和传播，更重要的是包含TPACK形成过程中所产
生的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
系所构成的社会认知网络。教师通过相关的人或者
是相关的学习内容如学习元平台建立的社会认知网
络，对TPACK制品进行评论、编辑、讨论，从而直
接参与到该学习共同体中；或者通过建立一个新的
小群体围绕该TPACK制品展开讨论协商，不断完善
该TPACK制品，从而使个人知识库不断得到完善，
并不断促进公共知识的增加和集体智慧的生成，同
时加深具体情境下TPACK的理解，不断促进教师
TPACK的持续发展和数字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
知识建构中并不是以行动中制品的完成为终点，而
是通过社会认知网络以更为多样和开放的方式存在
并持续发展，从而促进知识的创造和应用。

(二)教师TPACK协同建构模型的特点分析
教师TPACK协同建构模型的特点在于：在学

习维度上体现了知识创造隐喻基础上的多种学习隐
喻的实践化和整合化；在主体维度上实现了认知主
体从个人到群组到基于社会认知网络集体的互动转
变；在交互维度上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
TPACK制品、资源与资源、制品与制品之间的多
维互动；在知识维度上通过个人TPACK理解、个
人TPACK信念、TPACK制品、公共TPACK、共享
TPACK理解、协作式TPACK、行动中的TPACK、
社会认知网络、个人TPACK库、集体TPACK库等不
同的形式展现了知识连续体之间的动态生成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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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认知维度上，知识建构的过程包括吸收、
生成、共享、协商、论证、应用、反思、传播、创
造等一系列认知活动。在动力维度上，建构过程实
现了从记忆中的知识到建构中的知识到行动中的知
识不断迭代的协同过程。

(1)吸收知识创造隐喻带来的思考。教师TPACK制
品不断创造、改进和提升的过程，包括获得、参与和
创造三个方面的学习连续统。该模型强调TPACK的生
成、传播、共享和创造，强调基于社会认知网络的集
体智慧的共建共享，体现了知识创造隐喻基础上的多
种学习隐喻的实践化和整合化。

(2)利用网络作为群体性、交互性、分布性与协
作性的认知工具。随着Web2.0理念发展，教师之间
的群建共享、学习的协作化、个性化等成为可能，
教师将在知识网络和人际网络的不断构建过程实现
持续发展。模型体现出了教师TPACK的个人建构，
协同建构以及社会认知网络的构建，体现出新技术
可能的教育价值。

(3)凸显TPACK设计性和生成性的特征。强调协同
知识建构过程中TPACK制品的中介作用。教师TPACK
协同建构的过程就是教师利用TPACK理论和知识设
计、共享、协商、完善、应用、传播、创造等一系列
持续改进TPACK制品的过程。通过TPACK制品形态的
不断流动和变化，从而关注制品背后TPACK思想和知
识的持续提升。模型展现了TPACK制品改进和知识建
构的双重循环过程。制品改进和知识建构两者之间是
一种相互交叉、关联和促进的关系。

(4)重视TPACK积累和共享。个人TPACK知识
是知识建构的起点，经过吸收、参与、应用、共
享、创造后会形成集体知识，从而促进集体智慧的

汇聚。集体知识又会成为教师个人知识持续推进
的源泉和动力。在知识不断建构中，教师个人的
TPACK还是集体的TPACK都处于一种动态的生成状
态。同时正是这些知识库，实现了知识积累，能够
将更多教师的知识、经验、资源等汇聚起来。

(5)强调行动的重要性。经验学习圈理论强调
学习需要通过实践行动和个人反思进行改造，知
道了未必会用，教师TPACK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
能得到真正理解，这和TPACK发展的实践性需求
也是一致的。

(6)强调社会认知网络的形成和知识生态的发展。
正如连通主义认为的，学习不仅仅是获得知识，学
习还是建立网络的过程，是形成持续的获取知识路
径和通道即社会认知网络的过程。因为在信息时
代，知识在哪里和知道谁比知道什么和知道怎样更
重要。建构网络的过程就是保持TPACK的时代性，
持续获得经验以及创造和连通新的TPACK，因为在
课程中获得的TPACK只是暂时的和部分的。

六、教师TPACK协同知识建构模型的实施

基于本模型，研究者根据深圳南山区教师
TPACK现状和TPACK框架设计了相应的TPACK发
展课程并进行了实施。课程以学习元平台为技术支
撑平台，研究者根据平台功能细化了与教师TPACK
协同建构模型相对应的具体活动种类及其支持策
略，15名教师参与了TPACK发展课程。课程内容和
活动安排具体如表1所示。

在课程实施前后，对教师进行TPACK自我评估
问卷的调查。笔者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统
计出15位教师在课程实施前后TPACK水平的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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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图 学习

活动

创建
学习元

发布
作品

微批注
评论

协同编辑
评分

版本对比
版本记录

反思

教学
实践

评价
反思

加入
好友
推荐

微批注
评论

协同 编辑

TPACK
观摩
整合
案例

理解数码故事用于主题教学
有效表征和呈现主题内容，
促进学生理解的知识，并对
其进行分析

观看
学习元

创建
学习元

创建
学习元

推荐
反思 学习

活动

创建
学习元

发布
作品

微批注
评论

协同编辑

版本对比
版本记录

反思

教学
实践

评价
反思

加入
好友
推荐

微批注
评论

协同编辑

TPACK
设计
整合
案例

创建并应用数码故事用于主
题教学有效表征和呈现主题
内容，促进学生理解的知识

观看
学习元

创建
学习元

推荐
反思 学习

活动

创建
学习元

发布
作品

微批注
评论

协同编辑
评分

版本对比
版本记录

反思

教学
实践

评价
反思

加入
好友
推荐

微批注
评论

协同编辑

TPACK
总结
整合
策略

综合概念图在学科教学的技
术应用策略

观看
学习元

创建
学习元

推荐
反思 学习

活动

创建
学习元

发布
作品

微批注
评论

协同编辑

版本对比
版本记录

反思

教学
实践

评价
反思

加入
好友
推荐

微批注
评论

协同编辑

表1  教师活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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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表2所示。
表2  前后测量数据的配对t检验结果

类别 前测均值
／()

后测均值／
() 配对t值 Sig.(双侧 )

T 3.07/(0.41) 3.53/(0.32) -0.305 .016

C 3.89/(0.37) 4.11/(0.37) -2.309 .073

P 3.92/(0.48) 4.08/(0.35) -2.066 .050

PC 3.87/(0.48) 4.18/(0.35) -2.306 .022

TC 3.42/(0.58) 3.82/(0.27) -2.619 .031

TPCK 3.47/(0.67) 3.91/(0.42) -3.592 .007

TP 3.22/(0.66) 3.77/(0.44) -2.316 .032

如表2所示，P、TP、TC、PC、T、TPACK的得
分变化显著水平依次提高，且显著性水平值分别
为.050、.032、.31,、022、.016、.007、均小于0.05，即
变化显著。这说明在教师TPACK开展前后，教师的
P、TP 、TC、PC、TPACK六个成分的得分水平有所上
升，且上升显著，教师TPACK水平提升。

在课程实施过程前后，每位教师都提供了两
份教学设计方案。在教师提交的两次教学设计方案
中，按照Judi Harris、Neal Grandgenett和Mark Hofer等
开发的整合技术的教学设计评价工具，工具的评分
者之间信度系数为0.857，内部一致性为0.911，重测
信度为87.0%[18]。三位教师打分取平均分之后，15位
教师的TPACK的得分变化如图4所示：

从图4中可以看出教师教学设计的TPACK得分
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经过配对t检验之后，发
现教师得分的平均分在上升，标准差在降低，教学
设计TPACK得分变化显著(如表3所示)。这说明从整
体上来看，参与教师的TPACK教学设计能力变化显
著,课程学习效果突出。

表3  教师教学设计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前测均值/
(标准差)

后测均值/
(标准差) 配对t值 Sig.(双侧)

教学设计
得分 19.3/2.42 23.2/2.10 -.211 .015

最后通过TPACK自我评估报告中开放题目的
回答，我们发现有13位教师的最大收获是知道了
什么是数码故事，并且学会了使用PPT等软件制作

数码故事，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如何将数码故事整
合课堂教学模式中，如何用来创设情境，促进学
生思维，促进学生想象等等。由此可见通过课程
的学习，教师不仅掌握了数码故事技术的操作技
能，并且能够结合所教的内容，将数码故事整合
到课堂中的具体策略和方法。综合各种形式数据
说明，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教师越来越关注数
码故事、学科内容和教学方法三者的复杂联系，
教师的TPACK得到发展。

七、结论

通过实践应用表明协同知识建构用于TPACK
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是有效的。教师TPACK的协
同建构模型丰富了教师TPACK发展的相关理论，拓
展了Web2.0时代下协同知识建构的新理解和新应
用。教师TPACK的协同建构模型为落实2013年10月
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提供了实践渠道和参考
路径，同时为改革在职教师教育的培养提供方法，
改进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方式提供可能。教师
TPACK的协同建构模型可以更好促进信息时代数字
教师的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入融合，使
信息技术对教学的革命性影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同时基于学习元平台的教师TPACK的协同建构为改
善发展乃至重构教师网络学习带来新的思考和新的
发展方向，未来的网络培训和学习将从内容呈现设
计到活动设计再到开放共享的知识创造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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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 of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Model for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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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286526; 2. Colleg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ngNormal University, Bejing 100875)

Abstract: As the most popular teacher capability framework in 21st century, TPACK highlights what teachers need to know about 
integrating technology effectively.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aid on teacher TPACK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think 
learning as a social proces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Hence, the author introduce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xperience to the field of teachers’ TPACK acquisition, trying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model of promoting 
TPACK developmen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e research provide vivid experience of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Keywords: TPACK;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Model; Curriculum;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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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Microlecture in Chi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ai Xiaohua, Che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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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cro era”, micro-blog, micro-message, micro-film and micro magazines hav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s. 
Microlecture emerged, but relatively immature, and it’s in the stage of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Whether in the cognitive level, 
building level or application level,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s low awareness, lower level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se issue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everal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the 
research leading, actively adaptation, optimizing the platform, organizing competitions and innovation evaluation, optimizing 
technique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microlectur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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