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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面对终身学习技术平台的多样性和终身学习项目的复杂性，如何全面连续记录终身教育参与者
的学习过程，建立市民终身学习电子档案，是发展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内容。目前电子学档的应用

大多基于某个学习阶段或某个学习机构，不同电子学档系统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学档内容进行描述，不利于电子

学档在终身教育各个应用场景间进行交换和共享。为了实现电子学档内容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全覆盖，并能够在

不同系统之间共享，需要对电子学档的内容组件及其描述规范进行标准化，本研究在分析电子学档在终身学习

中的应用及需求后，选取ＩＭＳ、ＪＩＳＣ以及一些开源组织提出的与电子学档相关的技术标准，从标准的信息模型
（数据模型）、标准之间的关系等角度比较各类标准的特点、使用方式和应用情况，提出一种适用于终身学习的

电子学档信息模型，包含能够基本覆盖终身学习的电子学档三大类九小类内容组件。文章最后提出电子学档信

息模型应用于终身学习系统的建议，包括属性设计、词汇表设计和视图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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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教育体系具有社会化、个性化和持续化
的特征，支持学习者开展终身学习的项目和学习

平台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不同学习阶段

的学习平台记录学习者学习过程、学习成果的具

体内容和结构均有所不同。在信息技术发展的今

天，这些内容和结构具体体现为一种电子档案。

如何全面连续记录终身教育参与者的学习过程，

建立市民个人终身学习电子档案，是发展终身教

育、建设学习型城市相关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

本文分析和比较与电子档案相关的主要技术标

准，提出适用于终身学习的电子档案的信息模型，

并为信息模型的技术实现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法。

一、终身学习中的电子学档

（一）电子学档内涵

本文将支持学习的电子档案称为“电子学档”

（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巴雷特较早给出了电子学档的定义
（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００；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１０），王佑镁（２００２）对电
子学档相关理论和应用开展了系统研究。一些学术

组织也一直关注电子学档，包括 ＩＭＳ全球学习联盟
（ＩＭＳ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简称ＩＭＳ）、太平
洋西北评价协会、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简称 ＪＩＳＣ）以及美国
电子档案袋协会等。这些学术组织的研究涉及电子

学档的定义、分类和功能（Ａｔｔｗｅｌｌ，２００５；Ｇｒａｙ，
２００８；ＩＭＳ，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２０１５）。

借鉴上述研究，笔者认为电子学档的内涵包括

以下几部分：

１）电子学档是多种格式的素材／资料的集合，
包括音视频、文本、图片等多媒体格式；

２）电子学档系统使用数字技术对学习档案进行管
理，包括对档案数据的采集、存储、呈现及交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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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电子学档内容包括学习者的学习目标描述、
学习活动记录、作品、学习成果记录、学习反思记录、

学习评估记录以及相关资质、认证材料等；

４）电子学档的用途包括学习过程的跟踪记录、
作品展示、知识及技能记录、学习反思、学习评估、求

职、职业发展、终身学习支持等。

（二）电子学档在终身学习中的应用

电子学档在终身学习中的应用广受重视，其对

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提供学习者不断

进步的证据，让学习者不断进行自我评估（Ｇｒａ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３年，欧洲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联盟发起普及电子学
档运动（贾洪芳等，２０１２），旨在到２０１０年所有的欧
洲市民都有自己的电子档案袋。

ＴＥ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是欧洲的一个项目
（Ｋｏｐ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采用“个人能力管理器”（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ｒ，简称 ＰＣＭ）体系架构，促
进和发展终身学习。个人能力管理器可以帮助人们

在正规、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情境中获取能力，其本

身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电子学档系统，但不是为电子

学档系统设计的，功能有限，如学习者不能决定如何

组织或可视化自己的学习证据及让其他人共享。项

目方希望可以提供更丰富的功能，让学习者可以表

现自己、对他们的获取能力进行反思、在学习网络中

展示和管理他们的社交表现。

美国明尼苏达州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启动ｅＦｏｌｉｏＭｉｎｎｅ
ｓｏｔ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８）项目，让电子学档软件为该州
所有居民使用。该项目为终身学习提供电子学档，不

仅支持课堂学习，还鼓励用户记录他们在工作、家庭

和社区中开展的学习和绩效。截至２００５年６月，该
软件已有３２万位用户，学生进入职场、职场员工准
备继续教育时都能够使用ｅＦｏｌｉｏ系统，教师也可以使
用ｅＦｏｌｉｏ系统将教学与专业发展集成起来。

在我国，电子学档也逐步应用于终身教育领域，

例如干部教育、终身学习以及学分银行等，这些应用

侧重于对终身学习的评估及能力认证。针对这种应

用需求，顾小清等（２０１０）提出了一种基于电子学档
的终身学习评估及能力认证模型。

（三）电子学档在终身学习中应用的典型场景

巴拉班等提出了终身学习应用电子学档的五种

不同场景（Ｂａｌａｂ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１）在单个教育机构

中使用；２）在多个教育机构的学习项目之间交换信
息；３）在求职时使用，涉及就业机构与教育机构之
间交换信息；４）在不同就业机构之间交换信息；５）
在业余学习／保留工作时使用，即个人已经是职员，
同时他们希望继续接受教育，因此学习和工作同时

进行（见图１）。这五种场景基本涵盖终身学习的各
种应用环境，涉及终身学习的三种不同学习方式

（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非正式学习）。电子学档

在不同场景中切换，要求在不同场景中能够交换和

共享。

图１　终身学习的连续统（Ｂａｌａｂ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四）终身学习对电子学档技术标准的要求
在终身学习中，电子学档技术标准的主要目标

是实现电子学档在不同系统之间的可交换性和可互

操作性，使得电子学档能够持续在不同应用环境中

共享。参考国外电子学档白皮书（ＥＰｏｒｔ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２００５），笔者认为电子学档的互操作需求主要包括：
１）跨系统访问学习者基本信息；２）跨系统访问用户
建立的学档内容（包括作品、反思、经历和成就等）；

３）标准化描述电子学档中内容对象的数据结构，实
现数据共享；４）实现系统间数据映射。

目前不同电子学档系统中的学习者信息和学档

内容采用不同标准，需要一个标准的描述和交换方

法，以便使电子学档能够在不同系统间进行映射，提

高数据完整性和可用性。

二、技术标准比较

（一）ＩＭＳ的电子学档相关标准
ＩＭＳ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学习标准的机构，其研

制的元数据标准、内容包装标准等已成为国际上使

用的标准，其中与电子学档密切相关的三个标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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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ＩＭＳ学习者信息包装（ＩＭＳＬｅａｒｎ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简称 ＩＭＳＬＩＰ模型）、
ＩＭＳ可重用能力或教育目标定义（ＩＭＳＲｅｕｓａｂｌｅＤｅｆ
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简称ＩＭＳＲＤＣＥＯ）和 ＩＭＳ电子学档（ＩＭＳｅＰｏｒｔｆｉｌｉｏ，
简称ＩＭＳＥＰ）。ＩＭＳＬＩＰ是描述学习者特征的数据
模型，用于记录和管理与学习相关的历史、目标和成

就。ＩＭＳＲＤＣＥＯ定义了一种信息模型，用于描述、
引用和交换关于“能力”（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的定义。“能
力”包括技能、知识、任务和学习成果。ＩＭＳＥＰ直接
使用ＩＭＳＬＩＰ和 ＩＭＳＲＤＣＥＯ的相关内容对电子学
档信息模型进行定义。

１．ＩＭＳＬＩＰ
ＩＭＳＬＩＰ（ＩＭＳ，２００１）于 ２００１年发布，旨在提

供一种灵活的方法表示学习者的活动和成就等信

息，支持在不同学习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系统、学

生信息系统、企业学习系统、知识管理系统、简历

资源库和学习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系统之间交换学

习者信息。ＩＭＳＬＩＰ的核心数据结构包括１１类信
息：身份识别（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目标（ｇｏａｌ）、资格／证
书／许可证（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ｉｃｅｎ
ｓｅｓ）、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转录（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兴趣（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技能（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专业组织会员（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可访问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安全密钥（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ｋｅｙ）以
及上述信息之间的关系。这些数据结构可以支持的

典型学习者信息类型包括：教育记录、培训日志、职

业发展记录、简历、终身学习记录以及社区服务

记录。

２．ＩＭＳＲＤＣＥＯ
ＩＭＳＲＤＣＥＯ（ＩＭＳ，２００２）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发布，

定义了一种用于描述、引用和交换学习者“能力”的

信息模型，使得学习系统间处理“能力”信息时具有

互操作性。ＲＤＣＥＯ信息模型采用以下元素对“能
力”进行定义：标识符（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标题（ｔｉｔｌｅ）、描述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定义（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和元数据（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其中“定义”元素是核心。“定义”元素是一种结构类

型，包含定义一个能力或教学目标的语句（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集合。ＲＤＣＥＯ的主要价值在于其可被引用，通过其
定义的唯一标识被其他标准或应用引用。

３．ＩＭＳＥＰ
ＩＭＳＥＰ规范是 ＩＭＳ在２００５年提出的，至今尚

未修改过。ＩＭＳＥＰ定义了最完善和复杂的电子学
档结构，在许多具体应用场合，可以选择其中部分元

素对电子学档进行描述。

１）ＩＭＳＥＰ数据模型
在ＩＭＳＥＰ数据模型中，学档内容由零到多个组

件（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Ｐａｒｔ）构成，每个组件描述一类信息。
ＩＭＳＥＰ将学档内容组件分为１８类，其中１１类继承
了 ＩＭＳＬＩＰ的类别，新增了断言（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参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产物（ｐｒｏｄｕｃｔ）、反思（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量
表（ｒｕｂｒｉｃ）、量表单元（ｒｕｂｒｉｃｃｅｌｌ）以及其他（ｏｔｈｅｒ）
七个类别。这些类别是学档记录的关于学习者作

品、反思、评价相关的内容。这也使得电子学档不仅

是对学习者个人信息的描述，还成为集学习者作品、

反思以及学习评价为一体的综合工具。

２）电子学档包装
电子学档的互操作性通过将学档定义为一个

ＩＭＳ内容包装（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ａｃｋａｇｅ）实现。ＩＭＳ内容包
的内容清单文件（ｍａｎｉｆｅｓｔ文件）定义了学档内容组
件，每个内容组件的具体内容作为内容包的资源。

这里的资源包含任何描述学档组件的素材，例如作

品样例、学历证明副本等。ＩＭＳ内容包装也用于交
换多个电子学档，此时每个学档包作为一个资源。

电子学档内容包的例子见图２（ＩＭＳ，２００５ｂ），名称
为ＭｉｎｉｍａｌＰｏｒｆｏｌｉｏ的学档包括两个组件：身份信息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作品（ｐｒｏｄｕｃｔ），每个组件的具体信
息通过两个ＸＭＬ文件及相关资源文件（图２中的．
ｄｏｃ文件）定义。

图２　ＩＭＳＥＰ电子学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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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ＪＩＳＣＬＥＡＰ２Ａ
ＬＥＡＰ２Ａ是ＪＩＳＣ的学档互操作性项目建立的电子

学档数据交换标准。鉴于 ＩＭＳＥＰ规范比较复杂，
ＬＥＡＰ２Ａ旨在建立一个更简单的规范。该标准覆盖多
种类型信息的表示，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收集、建立、反

思并使用自己的信息，用于开展学习、发展、自我表现

或其他相关目的。

电子学档通常有三类信息：１）学档持有者建立
的数字作品；２）学档持有者的信息，包括能力、成
就、体验、活动、目标、计划等；３）其他学档持有者撰
写的信息，包括博客、评论、反思等。在 ＬＥＡＰ２Ａ标
准中，这些信息及其组合被称为“项”（ｉｔｅｍ），“项”
是最小的信息单元，可以被其他学档“项”所重用。

ＬＥＡＰ２Ａ标准采用基于 ＡＴＯＭ的 ＸＭＬ标准，将电
子学档信息表示为一个 ＡＴＯＭ提要（ＡＴＯＭｆｅｅｄ），
包含多个“条目”（ｅｎｔｒｙ），每个“条目”对应一个电
子学档“项”，“项”的粒度可大可小。目前 ｅＰｅｔ、
Ｍａｈａｒａ、ＰｅｂｂｌｅＰａｄ等知名的电子学档系统已经支
持ＬＥＡＰ２Ａ规范。

（三）Ｍｏｚｉｌｌａ开放徽章
在描述通过非正式学习获得的技能和成就时，

一些专业组织通过提供“数字徽章”来认可个人完

成的活动或掌握的技能。个人通过收集徽章，表示

其在相关领域的学习成果。个人通常在网站上展示

自己获得的徽章，每个徽章还可以链接到标识该徽

章签发者的资源。雇主通过查阅个人徽章，了解其

技能，判断此人是否适合相应的工作岗位。

徽章与学档之间的关系是：学档作品可以展示

个人的技能或能力，而个人徽章可以连接到学档中

的相关作品。

２０１１年，Ｍｏｚｉｌｌａ基金会宣布开发“开放徽章”
（ＭｏｚｉｌｌａＯｐｅｎＢａｄｇｅｓ）系统，提供开放徽章架构
（ＯｐｅｎＢａ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简称 ＯＢＩ），使用开放技
术和标准支持徽章的签发者和显示者对徽章的操

作，同时为每个学习者徽章的采集和管理服务提供

一个资源库。ＯＢＩ采用元数据描述徽章信息，这些
信息包括：签发者、签发日期、有效日期、徽章条件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证据、徽章名、徽章描述等。在开放徽章
规范中（Ｍｏｚｉｌｌａ，２０１３），徽章的元数据被定义为一
个断言（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在使用时，徽章的断言统一资
源定位符（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ｒｅｓｃｏｕｒｓｅｌｏｃａｔｏｒ）被烧制

到徽章图片文件中，该图片看起来和原始图片一样，

但隐藏了断言定位符的信息，其他系统从该图片中

可以获取徽章元数据信息。

（四）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ＰＩ（ＴｉｎＣａｎＡＰＩ）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ＰＩ（ｘＡＰＩ），前身也称为 ＴｉｎＣａｎ

ＡＰＩ，是美国国防部先进分布式学习（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ＡＤＬ）机构推出的标准，被认为
是“下一代ＳＣＯＲＭ标准”。该标准于２０１３年４月发
布了第一个版本（ＡＤＬ，２０１３）。ｘＡＰＩ的目的是存储
和记录学习经验，包括记录传统的考试分数或完成进

度、学习者活动等，因此也可以用于描述电子学档。

在ｘＡＰＩ中，学习经验通过“语句”（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的
结构进行描述，一个“语句”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

行为者（ａｃｔｏｒ）、动作（ｖｅｒｂ）、对象（ｏｂｊｅｃｔ）、结果（ｒｅ
ｓｕｌｔ）和所在的情境（ｃｏｎｔｅｘｔ），其中“行为者”、“动
作”和“对象”是必须的，类似中文句子中的主语、谓

语和宾语。一个学习经验可以用多个“语句”描述。

与其他标准不同，ｘＡＰＩ没有定义具体的学档组
件类型，只是提供了描述“活动”的结构。

（五）几类标准的比较

上述电子学档相关标准侧重点不同，本研究从

标准涉及的学档组件、学档描述形式、标准的使用方

式和学档应用等方面进行比较（见表一）。

ＩＭＳＥＰ旨在定义一个完善的电子学档结构，其
结构最复杂，同时包含的学档组件类型丰富，尽量涵

盖所有学档内容。因此 ＩＭＳＥＰ的实际应用也比较
复杂。但由于 ＩＭＳ的其他相关标准受到业界广泛
应用，例如ＩＭＳ元数据标准和 ＩＭＳ内容包装，因此
该标准也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ＪＩＳＣＬＥＡＰ２Ａ形式小巧，目前已经得到一些知
名电子学档系统的支持，采用这种规范描述的学档

内容可以在这些系统之间交换共享。

Ｍｏｚｉｌｌａ开放徽章主要提供一种描述技能和成
就的方法，尤其适合描述通过非正式学习获得的技

能和成就。徽章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其中包含的数

据内容简单，容易携带和检索，目前应用较好。

ＡＤＬｘＡＰＩ是ＳＣＯＲＭ标准的研制单位 ＡＤＬ提
出的“下一代 ＳＣＯＲＭ”标准，采用统一的“语句”形
式，可以描述多种学习经验，由于该标准较新，其应

用前景有待观察，但由于标准应用的继承性，其被采

纳的可能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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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几种电子学档标准比较

标准名称 学档组件 学档描述形式 使用方式 学档应用

ＩＭＳＥＰ 定义了１８类学档组件 采用ＸＭＬ绑定 需要结合ＩＭＳＣＰ共同定义一个完整
的学档

较少发现已有电子学档系

统对该规范的支持

ＪＩＳＣＬＥＡＰ２Ａ 定义了１２类学档信息 采用基于 ＡＴＯＭ的
ＸＭＬ绑定

每类学档信息为 ＡＴＯＭｆｅｅｄ中的一
个条目，形式上较简单，可定义一个

完整的学档

知名的学档系统支持此规

范，包括 ｅＰｅｔ、Ｍａｈａｒａ和
ＰｅｂｂｌｅＰａｄ等

Ｍｏｚｉｌｌａ开放徽章 主要描述通过非正式学

习获得的技能和成就

采用 ＪＳＯＮ格式的徽
章断言描述

一个徽章对应一个具体的技能和成

就，通过将 ＪＳＯＮ断言烧制到徽章图
片上就可以携带，使用方便

在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和 ＰｅｂｂｌｅＰａｄ
等系统使用，可与 Ｍｏｚｉｌｌａ
开放徽章互操作

ＡＤＬｘＡＰＩ
主要记录学习经验（学

习活动），没有定义其

它学档组件类型

采用 ＪＳＯＮ格式的
“语句”描述

不仅提供了学习经验的描述格式，还

提供了交换数据的 ＡＰＩ，便于在系统
之间进行交换

尚未发现电子学档系统对

该规范的支持，但作为下一

代ＳＣＯＲＭ标准，被采纳的
可能性非常大

　　 ＩＭＳＥＰ和ＪＩＳＣＬＥＡＰ２Ａ支持较多的学档内容
组件，可以定义较完整的电子学档。Ｍｏｚｉｌｌａ和 ＡＤＬ
ｘＡＰＩ侧重某些类型的内容，因此不能支持完整学档
的定义，但可以作为一种对特定学档组件的描述方

式，纳入到其他规范中（如图７的例子）。

三、电子学档信息模型设计

参考ＩＭＳＥＰ的电子学档信息模型，本研究提出
改进策略和方法，以适用于描述终身学习电子学档。

终身学习的特点是跨度大，既包括学历学习，也包括

非学历学习以及职业培训和非正式学习。因此，终

身学习电子学档信息模型首先应该能够涵盖上述学

习过程中需要记录的各类信息。其次，电子学档信

息需要在终身学习各个阶段的电子学档系统之间进

行传递、交换和共享，需要采用合适的描述形式。

（一）内容组件设计

通过比较前面相关标准和系统中涉及的电子学

档内容组件，本研究认为适合终身学习的电子学档

的内容组件包括以下几类：

１）个人基本信息：描述电子学档持有者的身份
信息，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和人口统计信息。ＩＭＳ
ＥＰ中的身份识别（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Ｐ２Ａ中人员
（ｐｅｒｓｏｎ）等属于此类组件内容。
２）作品信息：描述电子学档所有者的作品信

息，这是学档内容的最基本组件。ＩＭＳＥＰ中的作品
以及ＬＥＡＰ２Ａ中的发表、资源和选集等属于此。根
据电子学档的定义，并不是学习者任何作品都纳入

学档，一般应根据标准进行选择。因此作品也是表

示学习者技能和能力证据的呈现，可以与技能和能

力建立对应关系，这样就更利于作品的使用，体现作

品的价值。作品信息的具体类型可包括：学习者制

作的各种格式的电子资源（文章、图片、音视频、软

件等）、非电子资源（模型、小制作）等。

３）技能和成就信息：描述电子学档持有者掌握
的技能和已经获得的成就。技能和成就的展示可以

为学习者开启更多的就业和教育机会，也是其学习

成果的体现，一般需要有资质的部门对技能进行鉴

定和授予相应的证书或签发徽章。ＩＭＳＥＰ中的能
力（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和ＱＣＬ及 ＬＥＡＰ２Ａ中的能力（ａｂｉｌｉ
ｔｙ）和成就（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等属于此类组件内容。在
我国学生信息中的“学历学位”和“综合素质”也属

于此类。技能和成就包含的信息类型比较广泛，具

体可包括：学历教育学分、非学历教育学分、社区文

化休闲教育学分、职业培训成果、资格证书、学历学

位证书、技能鉴定结果等，一般是经过一段时间学习

和培训的结果呈现，同时应经过权威部门的认可。

４）学习经历信息：描述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
结果的信息，可以是长期学习经历的概括（例如小

学阶段），也可以是短期学习经历的具体描述（例

如一门课程的学习和一项学习活动的经历），因此

此类信息的粒度可大可小。学习经历的结果可以

是经过认证的技能与成就，此时与“技能与成就”

类信息关联；也可以是成绩，此时与“评估”类信息

关联；当然也可以是简单的描述。ＩＭＳＥＰ中的活
动和 ＬＥＡＰ２Ａ中的活动和计划（ｐｌａｎ）等属于此类
组件内容。学习经历的类型包括：参加的各种类

型的学习、培训、进修和活动。

５）反思信息：描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针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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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习内容或作品的反思、讨论、评论、记事等。通

常在实现电子学档的学习支持功能时采用此类信

息，属于粒度较小的内容。ＩＭＳＥＰ中的反思和
ＬＥＡＰ２Ａ中的条目属于此类组件内容。
６）评估信息：描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或结束时

参与评估的信息。一般的学习成绩属于此类范畴，

一些基于评估模型和评估量表开展的评估信息也属

于此类范畴。ＩＭＳＥＰ中的量规（ｒｕｂｒｉｃ）、量规单元
（ｒｕｂｒｉｃｃｅｌｌ）和转录（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属于此类组件内容。
７）目标信息：描述电子学档持有者的个人目标

和愿望，也可用于对达成目标进展的监控。ＩＭＳＥＰ
中目标类属于此类组件内容。

８）兴趣偏好类信息，描述电子学档持有者的爱
好、对特定内容特征偏好等。这些偏好可以与技能

和成就关联。ＩＭＳＥＰ中的偏好和兴趣属于此类组
件内容。

９）参与专业组织的隶属关系信息：描述电子
学档所有者参与学术组织、专业团体、社团和协会

的信息，是学习者能力的一个侧面体现。ＩＭＳＥＰ
和 ＬＥＡＰ２Ａ中的机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属于此类组件
内容。

上述九类信息可归为三类，即个人信息（ｐｅｒ
ｓｏｎ）、过程信息（ｐｒｏｃｅｓｓ）和产出信息（ｐｒｏｄｕｃｔ）（见
图４）。这与 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１０）和 ＪＩＳＣ（Ｇｒａｙ，２００８）关
于电子学档的核心观点相符。

图４　电子学档内容组件

１）个人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兴趣偏
好以及个人隶属关系等，后两者随时间可能会有变

化，但总体数据变化率不大。

２）过程信息，主要包括学习者在不同阶段的学
习目标和学习经历，主要呈现动态性，随着学习过程

不断生成，数据变化率较大。

３）产出信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各
类信息，包括学习者制作的作品、拥有的技能、获得

的成就、学习过程的反思以及评估等。这些产出信

息一般是学习过程的结果，本身主要呈现静态性，一

旦产生就不再变化（版本变化除外）。

（二）描述方式设计

电子学档内容描述分两个层次：描述每个内容

组件的内容；将内容组件组装成一个完整的学档。

１．内容组件的描述
内容组件的描述形式可以借鉴已有的相关标

准。如果是电子学档系统内部的内容，建议选择

统一的形式，例如 ＩＭＳＥＰ或 ＪＩＳＣＬＥＡＰ２Ａ。
描述一个完整电子学档的内容元素，由电子

学档标识符和九类组件信息构成，每类组件由 ０
到多个实例构成（见图 ５）。例如，一个人的电子
学档可以包含他的多个作品和多种技能。对于构

成电子学档的九类信息可以展开描述，定义其下

一级数据元素。例如，对“技能和成就”类型的信

息描述见图６。
在实际应用中，一些元素可以设计成结构类型，

以包含更具体元素。同时一些元素可以设计为可递

归的元素，实现对多粒度内容的描述。例如一项技

能可有多个子技能构成。

图５　电子学档的整体内容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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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电子学档中“技能和成就”的描述

２．内容组件的封装
ＩＭＳＣＰ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内容封装标准，目前

其新的版本ＩＭＳ公共弹夹（Ｃｏｍｍｏｎ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简称
ＩＭＳＣＣ）也逐渐被各学习管理系统厂商所采纳。因
此，内容组件封装可采取ＩＭＳＣＰ或ＩＭＳＣＣ标准。

在一个内容包中可以封装采用不同内容描述标

准的组件，例如，可以将使用 ＪＩＳＣＬＥＡＰ２Ａ规范描
述的“活动”组件与ＩＭＳＥＰ描述的“作品”组件封装
成为一个完整电子学档包。具体做法是：使用 ＩＭＳ
ＣＰ／ＣＣ的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ｘｍｌ文件描述学档的内容结构。
例如，在之前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Ｐｏｒｆｏｌｉｏ学档样例中（见图
２），添加一个组件“活动—反思”（见图７），该组件
的描述文件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ｘｍｌ采用 ＬＥＡＰ２Ａ标准（见图
３），因此在ｍａｎｉｆｅｓｔ文件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部分也相应地
增加对描述文件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ｘｍｌ的定义。

图７　修改后的采用ＩＭＳＣＰ的学档内容包装

采用这种封装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学档内容

结构描述信息与学档内容本身打包在一起，能够将

不同来源的学档组件组合在一起，而不需要对这些

学档组件进行重新描述，以及便于在不同系统之间

进行学档内容的共享。加上 ＩＭＳＣＰ本身已经是业
界使用多年的封装标准，在实际使用时，这种封装方

式较容易被电子学档厂商所理解和采纳。

（三）模型的可扩展性

信息模型的可扩展性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１）内部数据元素的扩展。每个内容组件的描述元
素均包含扩展元素（见图６），可以根据需要扩展数
据元素。２）对外部引用的扩展。内容组件的定义
可以不局限于使用上述预定义的元素本身，可以通

过“引用”的方式，引用外部文件定义的描述信息。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对终身学习中电子学档的应用及对技

术标准的需求进行了分析，之后对不同标准组织制

定的相关的电子学档技术标准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ＩＭＳＥＰ和ＪＩＳＣＬＥＡＰ２Ａ能支持较完整的电子学档
描述，ＩＭＳＥＰ内容比较完整，ＬＥＡＰ２Ａ更轻量级，容
易被采纳使用。Ｍｏｚｉｌｌａ开放徽章侧重对非正规学
习所获技能和成就的描述，ｘＡＰＩ侧重学习经验的描
述，二者在应用中不能适用于完整学档的描述，但可

以用于描述学档的某个（些）内容组件。

基于对已有标准的研究，我们提出了电子学档

的信息模型，包括内容组件的构成和内容组件的封

装方法。内容组件由学习者个人信息、学习过程信

息和学习产出信息等三类共九小类构成。学习组件

的封装建议采用ＩＭＳＣＰ标准，可以将采用不同标准
描述的内容组件封装在一起进行交换和共享。该模

型在实际应用中可进一步细化处理如下

（一）学档组件的描述属性设计

各类学档组件的描述信息需要进一步细化，根

据实际需要定义每类组件的具体属性。具体属性的

设计可参考现有的国家、教育部和各省的相关标准。

例如，个人基本信息可以参考我国教育行业标准

“教育管理信息、教育管理基础信息”（ＪＹ／Ｔ１００２
２０１２）中的学生数据子集进行设计。

（二）学档组件相关的词汇表设计

只有使用标准的词汇表，学档内容才能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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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之间被统一理解。词汇表的设计需要在各学档

组件的描述属性确定后再进行设计。我们建议先参

考现有的国家、教育部和各省的相关标准，如我国教

育行业标准“教育管理信息、教育管理基础代码”

（ＪＹ／Ｔ１００１２０１２）汇集了学生管理类代码、教学管
理类代码、通用人员管理类代码以及相关国标代

码等。

对于终身学习在学习经历、技能与成就等组件

描述中要使用的体现终身学习特色的词汇表，目前

尚缺乏正式的国家标准定义，可以参考以下方式。

１）学习经历
根据目前大多数终身学习平台对学习活动的分

类，终身学习“学习经历”（学习活动）的一级词汇表

可包括：学历课程学习、职业培训学习、文化休闲课

程学习和文化休闲活动。

２）技能与成就
终身学习的“技能与成就”词汇表的设计可以

参考国内外对于“学科”“职业”的分类标准以及“国

家资格框架”的相关内容。

学历教育的学习成果可采用“学科”类别分级

描述学习成果的类型，具体类别可以采用“学科门

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方式进行定义，具体内
容可以参考我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ＧＢ／
Ｔ１３７４５２００９）。

非学历教育的学习成果可以参考“职业”分类

方式，描述学习成果所属的类别，具体内容可以参考

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或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６５６５２００９）。

对于非正式学习的学习成果，目前还没有固定

的分类定义方法，可以按照参与的活动类型或项目

所属的文化休闲领域进行分类。例如，按照活动内

容可以分为：社区文化活动、社区体育活动、社区科

普活动、社区教育活动、社区娱乐活动等。各类活动

可以再细分为子类。

除了对技能与成就的领域进行分类之外，技能

与成就一般还包括技能与成就的“级别”，级别的定

义可以参考具体的资格框架体系。不同国家或地区

采用不同的资格级别。例如，欧盟资格框架将资格

等级设为八级，覆盖义务后教育至博士学位（吴雪

萍等，２００９）；香港将资格等级设为七级，从第一级
证书至博士学位（刘永权，２０１３）。我国大陆尚未推

出正式设定的资格框架体系标准。将技能与成就类

型与级别结合起来，可以更清楚地定义学习者的技

能与成就情况。

（三）电子学档视图

电子学档的一个应用需求是能够向不同用户呈

现不同内容，即可以提供不同的电子学档视图。因

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设计面向各类人群的电子学

档视图。例如，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更关注学习过

程、作品及反思，因此学生视图主要包括学习经历、

作品和反思类的内容组件；学校视图主要包括对学

生的评估、学生作品和技能与成就组件；职场雇主可

能关注的是求职者的技能与成就和部分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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