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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永远不会停止， 
即使在远距离  
重新构想远程学习的 IT 教育

数字时代的教育 

2020 年以后的教育正在进行重新构想。数字化能力已经在改变教育 1，但 COVID-19 疫情使
教育颠覆，并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和规模极大地加速了这种数字化转型。然而，看到全球各
地的教师坚韧地挺身迎接这些挑战，为未来注入希望和勇气。也许在我们展望地平线的时
候，我们甚至可能会看到这种数字化颠覆带来的好处，以及为我们技术时代的学习者做准
备的新机会如果我们有意为数字化未来设计课程，教育会是什么样子？

在我们重新构思和重新设计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仍然是首要任务，学习科学必须成为基础
框架，无论是面对面教学、在线教学还是两者的混合教学。这对于确保教育效率不受损害
至关重要。在本文中，我们阐述了作为学习效率基础的关键学习科学原则，并为在远程学习
背景下应用这些原则提供了指导。

由于远程学习对传统上严重依赖动手实验室作为核心教学组成部分的领域来说尤其具有
破坏性，因此我们看一个这样的领域，并以信息技术 (IT) 教育为例。IT 教育的一个基本要
素是网络 —— 如何通过互联网和现代计算机网络连接用户、设备、应用程序和数据。我们
将在本白皮书中使用网络示例。

© 2021 思科和/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



白皮书
思科公开信息 

© 2021  思科和/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

有效的远程学习 — 基于学习科学原则
正如数百万学生和教师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有效的远程学习并不像在线移动讲座
那么简单。在研究和实践的支持下，学习科学领域可以提供基础见解，作为提高
学习效率的北极星，即使在教育方法和模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是如此。通过应用
这些原则，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在这种新的远程学习环境中实现预期的学习成果。

学习发生在关系中。   

现在，面对大流行病强加的身体距离和隔离，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感觉
到，他们的教师知道他们是学习者，他们是社区共同学习的一部分。所有年龄段
的学习者都可以受益于鼓励以及让朋友、家人和社区成员参与学习过程。我们通
过实体课堂中的互动学习方式有很多：全课（灵感、演示）、讲师到学生组（“
肩膀上” 脚手架）、讲师到个人学生（支持）和学生对学生（同伴帮助，新视
角）2,3。借助现代化的网络协作，这些互动的元素仍然是可能的。混合同步和异
步学习可以帮助您优化学生的学习。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同步时间进行真正的
联系和主动学习 —— 活动、讨论和问题。考虑将讲座转换为视频，以便学生在
自己的时间访问。

学习需要学生控制学习过程。  

远程学习需要学生进行更多的自我调节。所有学员都需要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和空间
进行探索才能犯错误，但是当学生距离教师距离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无法
像亲自面对面一样轻松地帮助他们。学生需要获得更多的权能，并提供适当的指导才
能进入这一新的机构级别。为他们建立场所，以反思自己的学习进展，确定他们的学
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及如何追求这一目标。

学习是活跃的。   

我们理解我们所做和使用的事情。主动学习需要学生应对这些材料，只有足够的支
持来感觉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而且足够的挑战才能激励和满足 4。例如，为学生
提供机会，不仅仅是配置网络，再进行故障排除，然后再设计网络。对网络或安全威
胁进行建模的能力是衡量内容掌握程度的有力指标。帮助学生学习提出自己和同龄
人的问题。

学习需要用反馈来练习。 

基于学习是积极的观念，光靠活动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高效学习而言。高
效、有效的学习需要指导。谈论指导或脚手架的一种有用方法是临近端开发区
（ZPD）的概念 —— 学习者在获得帮助的情况下可以成功工作的空间：不是太容
易，但也不是太难。当学员的 ZPD 中出现问题时，几乎超出了他们当前无法在没
有帮助的情况下解决的能力，必须通过持续的反馈来关闭循环。反馈可以来自自
己、同行、教师甚至软件。但是，为远程学习提供这些反馈机制看起来不同于面
对面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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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发生在关系中 

“网络学院教我冒险。
它帮助我分支，而不是
害怕提问。 

我还得和许多不同的人
合作-来自不同背景、视
角和知识集。看到你与
多少人有共同点真是太
棒了。”  

Justin Smith

前网络学院学生

Evergy 高级网络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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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认知、情感和动感的。 

人们完全用自己学习，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大脑。我们的理解（思维、规划、设
计）受到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联系程度（我们的情感、社交自我）以及我们可以
接触和实验的东西（亲自处理物理设备）的影响。远程学习要求我们考虑并与同
事讨论我们的认知、 情感和动感学习成果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使用技术解决方
案，仍然可以通过分组活动、团队项目、游戏或比赛提供协作学习。如果没有实
际设备，远程学习必须包括其他形式的练习，并提供接近亲自学习的反馈。示例
包括模拟实验室活动、基于远程访问真实和虚拟网络的实验室、交互式课程或学
生可以在家中实际完成的项目。

学习应包括解决问题。   

为了支持认知和技能发展以及持续参与远程学习，使学习者着眼于通过基于问题
的和基于项目的学习等教学方法解决现实的情境问题。学习者感兴趣的问题会增
加他们的参与度，而造成对他们有意义的问题也可以推动更深入的学习和留存
率。 

将这些原则应用于 IT 教育的远程学习
对于面向实验室的课程（例如 IT 领域的课程），我们不能指望提供与物理实验室
的面对面课相同的体验。相反，我们希望通过利用远程学习可以提供的独特优势
的仔细教学设计来实现学习成果的等同性的目标。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例如，我们看看全球 IT 和网络安全教育计划思科网络学院。思科网络学院正在
面对这一挑战。作为思科规模最大、运行时间最长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网络学
院自 1997 年以来一直与世界各地的学习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所有人提供职
业机会。通过该计划提供的课程植根于学习科学原则，重点放在学习工具和经验
上，使学生能够获得实用、准备就业的技能，而不仅仅是概念知识。该课程包含
许多功能 — 互动活动、基于模拟的实验室、评估等 — 但职业准备课程的基础一
直是配备物理网络设备的面对面实验室。转向远程学习模式并不是一件小事。

幸运的是，自该计划启动以来，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是，网络学院的教师正在参与
其中，以此产生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教师知道他们的学生正在寻求培养进入
激动人心且改变人生的 IT 职业生涯所需的解决问题的技能。考虑到这一目标，我
们现在正在努力通过远程学习解决方案为教师提供支持，同时还规划和试验未来 
IT 教育的可能性。

近期远程学习
在短期内，网络学院正在对远程学习进行重大改进，重点放在基于模拟的实验
室、增强的评估和协作工具 —— 所有这些都以学习科学原则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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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Packet Tracer 
的基于模拟的实
验室  

每年有超过 100 万 
Packet Tracer 用户，模拟
软件已成为网络学院课
程中的关键学习工具，
使教师能够在没有复
杂硬件的情况下教授
复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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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拟的实验室

如果没有物理设备，亲自学习必须与其他形式的 主动学习、练习和解决问题相
近。基于模拟的软件，例如思科 Packet Tracer，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环境，甚
至可以远程探索和实验。例如，思科 Packet Tracer 为学生提供了超越配置网络的
机会，还可以进行故障排除和设计。仿真环境还可以通过可视化提供丰富的学习
体验。Packet Tracer 具有 “物理模式”，可帮助学生练习与网络机架互动，构建
更好的网络模型，并从模拟中获得主动学习。即将发布的增强功能将使 “物理模
式” 更加逼真，并通过诸如 “机架和堆栈” 交互等新的可视化效果。像这样的
仿真技术可以显著改变可能的学习互动类型。此外，模拟活动和评估可专门为远
程学习而设计，为学生提供更多练习机会，并提供即时反馈来指导学习进度。

增强的评估 

为了 让学生更好地控制学习过程，让学生有时间按自己的节奏探索并犯错误，我
们正在重新设计远程学习的评估。这些增强将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使他们能
够反思学习进度、检查他们的理解情况，并通过增强的形成性评估来更多地掌握
自己的学习。我们还在建立安全的评估，以进行更可靠、有效和公平的总结性评
估。

协作工具 

由于学习是通过 关系进行的，因此向学员提供让他人参与学习过程的机会至关重
要。借助现代化的网络协作工具，这些互动版本仍然可能实现。视频会议提供了
通过视频、音频和屏幕共享举办在线会议的功能，团队协作工具则提供通过消息
传递、文件共享、白板和呼叫进行连接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思科 Webex 
Meetings 和 Webex Teams 协作工具集成在线教学和学生协作的灵活性。借助思科 
Webex Meetings 视频会议，教师可以通过分组活动、团队项目、游戏、比赛等提
供同步的协作学习。借助思科 Webex Teams 团队协作平台，教师还可以异步提供
扩展或基于项目的协作工作，从而为学生的 认知、情感和动感学习提供更多支
持。

为未来而创新
网络学院将继续创新，因为我们的学习也永远不会停止。我们正在重新构想 IT 教
育，并展望一些令人兴奋的发展。将此视为我们的教学设计师、学习型科学家和
主题专家团队正在探索的未来对 Networking Academy 课程的增强项目的预览。

自适应学习

进一步 练习反馈 。如果你能同时在每个学生需要的时候为每个学生提供 “肩
上” 支撑，该怎么办？自适应学习使用学员先前技能水平的证据为他们提供一系
列个性化的活动。这些个性化建议将调整活动的顺序和节奏，目标是优化他们掌
握学习目标的学习路径。我们正在运用自适应学习来通过使用思科 Packet Tracer5,6 
的模拟实验室丰富学生体验。通过自适应学习增强功能，Packet Tracer 将能够根
据学生之前的行动为他们提供实时反馈。如果学生可以在 Packet Tracer 中使用智
能的 “肩膀” 脚手架，那么这将如何使教师能够提高他们与学生的互动水平，
以加深他们的理解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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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评估转化为教
育机会 

有意义地尽早参与学
生，经常反思他们正在
学习的内容。 

Networking Academy 
提供了一套全面的学习
活动和评估，与学习科
学专家合作设计，以支
持学生并将错误转化
为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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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自适应学习技术具有令人信服的游戏化潜力，可以让学习
更加有趣。事实上，网络学院已经有了一款网络安全游戏，通过一系列任务挑战
学生来测试他们的网络技能。教师可以激发团队竞争，让学习变得社交和乐趣，
并通过身临其境的故事情节激励学生，同时强化技术、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 

以自适应学习为基础，它为设计吸引人的学习游戏打开了大门，例如服务器辅
助、同步、多人远程快速消防网络挑战。

面向教师的见解

最后，在远程学习中，教师失去了通过与学生面对面互动而获得的人际关系线索
和见解的丰富自然反馈。但是他们不应该盲目。如果教师能够获得其中一些见解
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为教师提供数据驱动的见解。我们正在开发新的
仪表板，为教师提供更好的数据访问权限， 以帮助您更清楚地了解学生需要支持
或需要受到挑战的地方以及哪些干预 措施最有帮助。 这些仪表板旨在帮助您集
中精力通过与学生的 关系 花费的时间，并向学员提供及时有效的 反馈 。

与学生今天的位置见面，为明天的工作做好准
备 
2020 年代及以后的工作要求 IT 学生建立核心网络能力，并具备在动态情况下解决
问题的能力，同时与他们可能从未见过的人合作。远程学习仍然可以为学生提供
培养这些技能所需的机会，最终甚至可能有好处，让他们更好地为应对这些情况
做好准备。此外，借助当今的数字徽章凭证所带来的附加值，学生可以展示思科
网络学院等备受尊敬的计划中经过验证的技能，以增强他们的专业知识。

数字化转型影响着每个行业的每一家企业。这种教育中断是困难和不确定的：教
学和学习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但是，这也开辟了机会。在数字、在线世
界中进行协作是工作的未来，我们只是在开始。今天的学生是明天的劳动力，他
们将继续拥有并创造甚至可能还不存在的就业机会。我们打算帮助他们做好准
备。 

我们对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包容性的未来感到兴奋，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思科构
建网络。网络学院教师为其创造未来。让我们一起重新构想它。

了解详情
要了解有关思科网络学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etacad.com。

要访问远程教学的最新资源，请查看 netacad.com/learning-never-stops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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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室保持连接 

远程学习不一定是孤立
的学习。 

像 Cisco Webex 这样的
数字平台提供了灵活、
安全的方式来在课前、
课中和课后吸引学生。

利用小组分组讨论室、
团队协作消息等，让学
生彼此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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