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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

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西北师

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吉林省教育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任友群、雷朝滋、黄小华、舒华、赵静、任昌山、张春柳、李琳娜、吴砥、陈

敏、闫寒冰、郭绍青、李亚婷、杨宗凯、杨金勇、王金涛、宋海英、李青、钱冬明、方海光、郭炯、余

胜泉、余云涛、吴晨、徐建、卢春。





JY/T 0646—2022

1

教师数字素养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规定了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

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维度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训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教师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教师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

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

3.2

数字技术资源 digital technology resources

在教育教学中使用的通用软件、学科软件、数字教育资源、智慧教育平台、智能分析评价工具、智

能教室等数字教育产品的统称。

4 教师数字素养框架

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包括5个一级维度、13个二级维度和33个三级维度，见图 1。一级维度包括：数

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以及专业发展。每个一级维度由若干二

级维度组成，每个二级维度由若干三级维度组成。

第5章到第9章分别规定了各个一级维度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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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数字素养框架

5 数字化意识

5.1 概述

客观存在的数字化相关活动在教师头脑中的能动反映，包括数字化认识，数字化意愿，以及数字化

意志。

5.2 数字化认识

教师对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中价值的理解，以及在教育教学中可能产生新问题的认识，

包括理解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中的价值，以及认识数字技术发展对教育教学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

5.3 数字化意愿

教师对数字技术资源及其应用于教育教学的态度，包括主动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资源的意愿，以及

开展教育数字化实践、探索、创新的能动性。

5.4 数字化意志

教师在面对教育数字化问题时，具有积极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信念，包括战胜教育数字化实践中

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的信心与决心。

5.5 维度

数字化意识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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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化意识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化意

识

数字化认识

理解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及教

育发展中的价值

了解数字技术引发国际数字经济竞争发展；理解数字技术

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认识数字技术发展对教育教学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认识到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教育创新发展；意识到数字技术

资源应用于教育教学过程会产生教学理论、教学模式、教

学方法方面的创新要求，以及可能出现伦理道德方面的问

题

数字化意愿

主动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资源

的意愿

主动了解数字技术资源的功能作用，有在教育教学中使用

的愿望；理解合理使用数字技术资源能够推动教育高质量

发展

开展教育数字化实践、探索、

创新的能动性

具有实施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主动性，愿意开展教

育教学创新实践

数字化意志
战胜教育数字化实践中遇到的

困难和挑战的信心与决心

能够战胜教育数字化实践中面临的数字技术资源使用、教

学方法创新方面的困难与挑战，坚信并持续开展数字化教

育教学实践探索

6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6.1 概述

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应了解的数字技术知识与需要掌握的数字技术技能，包括数字技术知识，

以及数字技术技能。

6.2 数字技术知识

教师应了解的常见数字技术知识，包括常见数字技术的概念、基本原理。

6.3 数字技术技能

教师应掌握的数字技术资源应用技能，包括数字技术资源的选择策略及使用方法。

6.4 维度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2。

表 2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技术

知识与技

能

数字技术知识
常见数字技术的概念、基本原

理

了解常见数字技术的内涵特征，及其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方

法。例如：了解多媒体、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的内涵特征，及其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方法

数字技术技能
数字技术资源的选择策略

掌握在教育教学中选择数字化设备、软件、平台的原则与

方法

数字技术资源的使用方法 熟练操作使用数字化设备、软件、平台，解决常见问题

7 数字化应用

7.1 概述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包括数字化教学设计，数字化教学实施，数字化

学业评价，以及数字化协同育人。

7.2 数字化教学设计

教师选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学习情况分析、设计教学活动和创设学习环境的能力，包括开展学习情

况分析，获取、管理与制作数字教育资源，设计数字化教学活动，以及创设混合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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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数字化教学实施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实施教学的能力，包括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教学活动组织与管理，优化教

学流程，以及开展个别化指导。

7.4 数字化学业评价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学生学业评价的能力，包括选择和运用评价数据采集工具，应用数据分

析模型进行学业数据分析，以及实现学业数据可视化与解释。

7.5 数字化协同育人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能力，包括学生数字素养培养，利用数字技术

资源开展德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家校协同共育。

7.6 维度

数字化应用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3。

表 3 数字化应用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化应

用

数字化教学设计

开展学习情况分析

能够运用数字评价工具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例如：

应用智能阅卷系统、题库系统、测评系统对学生知识准备、

学习能力、学习风格进行分析

获取、管理与制作数字教育资

源

能够多渠道收集，并依据教学需要选择、管理、制作数字教

育资源

设计数字化教学活动 能够依据教学目标，设计融合数字技术资源的教学活动

创设混合学习环境
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突破时空限制，创设网络学习空间与

物理学习空间融合的学习环境

数字化教学实施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教学活

动组织与管理

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有序组织教学活动，提升学生参与度

和交流主动性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优化教学流

程

能够使用数字工具实时收集学生反馈，改进教学行为，优化

教学环节，调控教学进程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个别化

指导
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发现学生学习差异，开展针对性指导

数字化学业评价

选择和运用评价数据采集工具 能够合理选择并运用数字工具采集多模态学业评价数据

应用数据分析模型进行学业数

据分析
能够选择与应用合适的数据分析模型开展学业数据分析

实现学业数据可视化与解释
能够借助数字工具可视化呈现学业数据分析结果并进行合

理解释

数字化协同育人

学生数字素养培养
能够指导学生恰当地选择和使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学习，注

重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数字社会责任感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德育 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拓宽德育途径，创新德育模式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

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辅助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例如：利用数字技术资源辅助开展心理健康诊断、团

体辅导、心理训练、情境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辅导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家校协

同共育

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实现学校与家庭协同育人，主动争取

社会资源，拓宽育人途径

8 数字社会责任

8.1 概述

教师在数字化活动中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方面的责任，包括法治道德规范，以及数字安全保护。

8.2 法治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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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遵守的与数字化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规范，包括依法规范上网，合理使用数字产

品和服务，以及维护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

8.3 数字安全保护

教师在数字化活动中应具备的数据安全保护和网络安全防护的能力，包括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维

护工作数据安全，以及注重网络安全防护。

8.4 维度

数字社会责任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4。

表 4 数字社会责任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社会

责任

法治道德规范

依法规范上网 遵守互联网法律法规，自觉规范各项上网行为

合理使用数字产品和服务
遵循正当必要、知情同意、目的明确、安全保障的原则使用

数字产品和服务，尊重知识产权，注重学生身心健康

维护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 遵守网络传播秩序，利用网络传播正能量

数字安全保护

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 做好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的管理与保护

维护工作数据安全
在工作中对学生、家长及其他人的数据进行收集、存储、使

用、传播时注重数据安全维护

注重网络安全防护
辨别、防范、处置网络风险行为。例如：辨别、防范、处置

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电信诈骗、信息窃取行为

9 专业发展

9.1 概述

教师利用数字技术资源促进自身及共同体专业发展的能力，包括数字化学习与研修，以及数字化教

学研究与创新。

9.2 数字化学习与研修

教师利用数字技术资源进行教育教学知识技能学习与分享，教学实践反思与改进的能力，包括利用

数字技术资源持续学习，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反思与改进，以及参与或主持网络研修。

9.3 数字化教学研究与创新

教师围绕数字化教学相关问题开展教学研究，以及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实现教学创新的能力，包括开

展数字化教学研究，以及创新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

9.4 维度

专业发展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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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专业发展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专业发展

数字化学习与研

修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持续学习

根据个人发展需要，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学习。例如：

利用数字教育资源进行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技术知识、

教育教学管理知识的学习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反思与

改进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对个人教学实践进行分析，支持教学反

思与改进

参与或主持网络研修
参与或主持网络研修共同体，共同学习、分享经验、寻求

帮助、解决问题

数字化教学研究

与创新

开展数字化教学研究
针对数字化教学问题，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教学研究活

动

创新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活动、转

变学生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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