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分析支持元认知培养的
学习设计理论与实证研究

孔 晶1　 刘家亮2,3

（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佛山 528000；2.  香港大学 教育学院，香港 999077；
3.  南方科技大学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深圳 518055）

[摘要]　元认知对于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有重要作用。学习分析技术通过优化学习设计可以培养学生

的元认知，提高学习效益。文章采用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运用认知网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学生

的学习行为，并开展三轮优化学习设计的实践，最终形成面向学生元认知培养的学习设计路径。首先，文章

系统阐述了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学习分析、学习设计、学习分析支持学习设计的内涵、学习分析支持学习设

计的理论框架等；接着，文章基于埃尔南德斯（Hernández-Leo）等提出的框架模型开展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设

计实证研究。任课教师和研究者相互协同，研究者利用认知网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分析学生的行为

数据并发现问题，为任课教师提供支持学习设计的信息反馈，协同任课教师优化学习设计。研究发现：学习

分析可以为学习设计提供有效支持，其路径是个有序迭代的过程，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元认知；社会网络分析、

认知网络分析等工具为学习分析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研究者、设计者和任课教师组成的协作共同

体对于支持教师开展学习设计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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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对

人类而言是一场挑战。教育希望培养出具有独立

判断能力、全面发展的人，这是教育者和研究者共

同的理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的

研究者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包含有元认知的协作知

识建构，提升学生高阶思维，以应对未来社会的挑

战和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元认知是认知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指学习过程中反思、理解、操纵和

调节认知活动的能力（Efklides, 2008; Meijer et al.,
2006）。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知识和规则

（Brown, 1987），对于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尤为重要。

研究表明，元认知往往伴随有意义学习和深度学习

而发生，能够驱动学生高阶思维培养（Prins et al.,
2006; Van & Veenman, 2010），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

域，学生的反思和调节能力对于开展深度学习尤为

关键（Cornford, 2002）。学生对元认知的认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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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运用会深刻影响其认知能力和表现，但目前课

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关注教学内容而非学生学习策

略。学生元认知培养需要更显性化的学习设计，强

调“为学习而设计”，而非“设计学习”。学习设

计是学习单元的教学过程描述。学习单元可以是

一门课程、一节课或者一项学习活动。学习分析

的快速发展，为学习设计提供了数据支持。它利用

技术工具追踪学生学习痕迹，从学习活动和学习行

为中理解学习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叠加学生的行

为、态度、动机、结果和满意度数据，助力学习设

计不断优化和完善。本研究基于学习分析和学习

设计理论，探究学习分析支持学习设计的实施路径，

以促进学生对元认知的认识、理解和运用。 

一、学习分析与学习设计
 

（1）学习分析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数字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渗透，推进了分布式认知和在线学习的发展

（Siemens & Long, 2011），使从大量数据中提取可操

作的信息成为可能，学生学习经验和学习行为的画

像也日渐清晰。研究表明，基于证据的学习分析研

究和实践对于理解和优化学习过程是有益的

（Mangaroska & Giannakos, 2019）。
学习分析主要是利用技术追踪学习者留下的

学习痕迹，从学习活动和学习行为分析中理解学习

的 发 生（ Siemens,  2013） 。 学 习 分 析 研 究 学 会

（SoLAR） 将它定义为“是对学习者及其环境的数

据进行测量、收集、分析和报告，理解和优化学习

及其环境（Long et al., 2011）”。学习分析基于技术

的视角分析学习过程、学习活动和学习结果，增进

对教学和学习的深层次理解，为学习理论的发展提

供数据证据。反过来，将学生学习过程、动机、态

度、结果及满意度加以分析，并反馈给实践教学，

有利于优化学习设计和提升教学效益（Mangaroska
& Giannakos, 2019）。沙提等（Chatti et al., 2012）提
出了学习分析的四个维度，即搜集、管理和分析什

么样的数据（what），目标受众（who），分析原因

（why），如何分析（how）。在此基础上，格雷勒和德

拉克塞尔（Greller & Drachsle, 2012）将研究扩展到

六个维度，增加了内部限制和外部约束，更强调教

育情境下的学习分析。

需注意的是，学习分析具有以“技术”为重点

的属性，不能脱离学习环境，且需要相关理论支持，

比如整合学习分析的学习设计理论。没有理论的

支撑和学习数据的解释，学习分析支持学习设计的

能力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看，学习设计非常重要，

因为它为分析和解释学习数据、理解学习者行为

以及迭代学习设计模式提供了理论框架。 

（2）学习设计

学习设计在过去十几年已引起了教育者和研

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学习设计根植于人们熟知的

教学系统设计，包含分析、设计、开发、应用和评

价等，过程是有序迭代的。教学设计最早可追溯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开发的大量系统化课程和培

训项目，以对大规模人群开展快速、高效的技能培

训。我国教学系统设计的发展，特别是何克抗教授

等主编的《教学系统设计》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

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学习设计的产生取代了基于

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教学设计（Gustafson  &
Branch, 1997; Reiser, 2001），拥抱技术介导的社会建

构主义理论教学方法（Mor & Craft, 2012; Ghislandi &
Raffaghelli, 2015）。学习设计“应用方法、资源和

理论框架，在给定的背景下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

（Mor & Craft, 2012）。这不但定义了教学目标和教

学方法，也促使教育者通过反思、决策改进学习设

计。学习设计还记录“学习任务和教学方法序

列”，实现学习设计的可重用性和迁移性（Lockyer
et al., 2013）。因此，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学习设计

被定义为“学习单元的教学过程描述”，这种学习

单元可以是一个小的学习活动，也可以是一节课，

还可以是一整门课程（Koper, 2006）。
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多专注于学习设计的原则，

缺少对学习设计实践和效果的评估。学习分析最

重要的任务是促进对学习过程的理解，并解释这些

理解，丰富现有的理论，以便在教学实践和学习环

境的设计中制定有效的措施（Gašević, 2014）。随着

研究的持续深入，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探究如何

使用学习分析促进学习设计。对教师而言，技术的

快速迭代使其难以保持对技术在实践中的适应和

有效应用。数字技术的普及也在改变着学习者的

学习习惯和策略，导致学习需求发生改变（Conole，
2013）。根据史密斯和拉根（Smith & Raga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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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学习设计不只是“设计学习”，而是“为

学习为设计”。学习设计关注开发方法和工具，使

设计和教学过程尽可能系统和高效，让设计更容易

共享和重用（Persico & Pozzi, 2015）。因此，如今的

教师或教育者比以往更需要及时实现技术迭代和

提升设计技能。随着学习理论和技术的发展，研究

者试图提供相应的理论框架和技术工具，支持教师

对学习设计的反思、共享和重用，使设计过程更加

系统，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Earp & Pozzi, 2013）。
然而，学习分析与学习设计仍存在差距，表现在

学习分析的结果并不符合教师的需求和关切，以

及教学数据和具有价值的数据之间存在差距

（Mangaroska & Giannakos, 2019）。 

（3）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设计

随着学习分析的不断发展，研究重点不再只关

注利用数据促进学生的有意义学习，面向学习设计

的学习分析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学习分析促进

学习设计的可能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学习

分析促进隐性教育向显性教育转变（Rienties et al.,
2017），二是将学习分析的结果转化为有意义的信

息，反哺学习设计（Lockyer  et  al.,  2013; Persico  &
Pozzi, 2015; Mor et al., 2015）。学习设计注重学生

的学而不是教师的教，凸显了学习行为数据分析对

学习设计的价值。曼加罗斯卡和吉安纳科斯

（Mangaroska & Giannakos, 2019）将学习分析支持的

学习设计定义为“在特定环境下，利用学习者与教

育者产生的数据发现两组人群的行为方式，为实现

教学目标而开发详细的、可共享的、可重用的、与

学习有关的设计、实践、资源与工具”。学习分析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教师对学习设计的理解和探索，

使教师有更多的实质性证据佐证他们的设计策略，

探寻合适的教学方法。洛克耶和道森（Lockyer &
Dawson, 2012）展示了通过学习分析和信息反馈改

善学习设计的过程，强调设计者利用学习分析完善

学习设计要有理论框架的支持  （Lockyer  et  al.,
2013），以实现学习分析、学习设计和教师等参与

者的相互支持和有效整合。 

二、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设计理论框架

学习分析和学习设计的整合非常重要，不可缺

少（Bos & Brand-Gruwel, 2016; Lockyer et al., 2013），

教学数据和学习设计与实施之间的连接需要建立

理论模型。早期研究多聚焦于学习分析支持学习

设计的实证研究，较少关注学习分析整合学习设计

的理论框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习分析整合学习

设计的理论框架开始出现。

马丁内斯等（Martinez-Maldonado  et  al.,  2016）
阐述了学习分析整合学习设计的过程，包括：1）设
计规划。其中，教师扮演关键角色，如设计教学资

源、教学方法、任务、策略和活动等，学习分析为

学习设计提供支持，改善学习设计；2）调节和管理，

即基于学习分析的反馈调节和管理学习过程；3）适
应和干预。学习分析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关键信息，

以对学习任务和活动进行适应和干预；4）认识和评

价，即基于学习分析对学习进展进行可视化和开展

形成性评价。该过程囊括学习设计的各要素，但目

的仍然是专注于学生的学习，而非面向学习设计。

该研究也指出了教师角色的重要性，定义了教师五

种能力：计划、监测、支持、巩固和反思。

香港大学罗和梁（Law & Liang, 2020）提出了整

合学习分析的学习设计框架。该框架分三个层次

五个维度，包含课程、课程单元和学习任务三个层

次；每个层次对应五个维度，分别为学习分析量规、

数据类型、学习分析功能、学习分析技术和参与者。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基于案例分析，归纳出七个

步骤来指导教师的学习设计。与传统的教学设计

相比，该框架阐明了不同层次的教学测量维度，需

要什么数据、运用什么分析技术、涉及什么人员及

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以优化和完善学习设计。该研

究为教师和学习设计者提供了各层次利用学习分

析促进学习设计的理论框架和操作程序。

埃尔南德斯等 （Hernández-Leo et al.,  2019）提
出了面向学习设计的学习分析分层模型 （Analytics
Layers for Learning Design）（见图 1）。它通过三个

层次实现教学数据和学习设计之间的互动，分别为

学习分析层、设计分析层和社区分析层。学习分

析层在最底层，功能是通过获取当前学习设计条件

下的学习行为数据，包括参与、过程和成就等，帮

助教师反思学习设计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增强学习

设计的意识；设计分析层关注学习设计者的行为和

活动，包括学习活动、工具、资源等，以供学习设计

者反思和优化设计；社区分析层搜集和处理教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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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参与学习设计活动的数据，支持个人和集

体对学习活动设计过程的反思，包括开发工具、设

计重用以及协作等，目的是建立面向学习设计的协

作氛围和组织结构，以促进创新想法的分享和提升

设计水平。三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支持。

本研究以培养学生的元认知为目标，基于学习

单元或活动开展学习设计实践，改善学习设计同时

促进学生对元认知的理解和运用。选择的框架和

模型主要依据教师和设计者的理论水平和技术特

征。本研究探索研究者和教师以共同建构的方式

开展学习设计，特选取埃尔南德斯等的框架模型作

为学习设计实践的理论依据和实施路径。 

三、面向元认知培养的学习设计
 

（1）研究背景

本研究以教育技术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系统

设计为例，以大学二年级的 39名学生（9个学习小

组）为研究对象。教学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教

学方式。线下学生听老师讲授、参与课堂活动，如

小组合作、头脑风暴、作品汇报等，线上学生依托

在 线 学 习 平 台-知 识 论 坛 （ Knowledge  Forum）

（Scardamalia,  2004;  Scardamalia  &  Bereiter,  2014） ，

参与主题式探究及反思等。授课教师具有教育学

博士学位和六年教学经验。研究者系学习科学与

技术博士研究生。学习分析由研究者负责，研究者

会及时把分析数据反馈给授课教师。学习设计由

授课教师和研究者基于学习分析结果共同完成。

本研究在实践中执行学习设计，搜集各类学习行为

数据，根据学习分析结果反馈指导下一轮学习设计，

操作流程按照埃尔南德斯等提出的面向学习设计

的学习分析分层模型进行设计。 

（2）学习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认知网络

分析（ENA）作为学习分析工具。社会网络分析主

要用于分析学生在知识论坛的表现，包括回复的帖

子和查看的帖子，以探究学习活动中学生之间的连

接和参与表现。认知网络分析是一种用于识别和

量化编码数据中元素之间的联系，并用动态网络模

型进行表示的方法。认知网络分析通过建立学习

活动中学生的知识、能力及其元认知之间的认知

联系，呈现学生认知水平的变化。本研究围绕教学

系统设计课程中学生需达成的知识、能力目标建

立认知网络分析编码表，探究学生元认知发展（见

表一）。 

（3）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设计实践

本研究使用埃尔南德斯等提出的学习分析分

层模型，设计系列显性化学习活动，开展基于设计

的研究，通过三轮迭代进行学习设计以促进学生元

认知的培养。

设计 1：学生对知识形成初步认知和反思。课

前学生基于知识论坛平台发布关于教学系统设计

知识目标的初步认知，课后结合教学实践进行反思。

反思活动结束后，研究者基于认知网络分析编

码表分析学生的认知和反思（见图 2）。
左上图显示，与初步认知相比，学生在教学实践后

的反思认知密集程度略有增加，说明学生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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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面向学习设计的分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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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积极性较弱。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图（见图 4左上）可

以看出，学生相互之间的联系较少，参与性不强。通过

右上 X小组反思活动前后对比可以看出，M（元认知）

极（点变大，连接线变清晰）增长明显，说明学生整体反

思有增长。根据学习分析信息反馈，后续学习设计需

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学生反思参与度不高，可能

归因于学生之前固有的学习经验，不习惯于反思学习

过程；二是学习反思主要关注对知识的反思，即反思自

己所学的知识，但缺少对认知过程和策略的反思，元认

知调节更为缺乏。

设计 2：利用学习支架促进学生反思。教师依

托知识论坛设计反思支架，学生借助支架进行反思。

 

表一    认知网络分析编码

维度 测量指标

课程目标
知识（K）

概念、特点、理论基础、目标、学习者特征、模式、

策略、方法、环境（资源、技术、媒体）、评价、案

例、设计

能力（S） 合作、协作、问题解决、分析、评估、创新

元认知（M）
反思：知识、策略、认知过程

调节：计划、目标设定、监控、管理、评价

 

৽ᙍਾ ৽ᙍ

৽ᙍ ৽ᙍਾ

৽ᙍਾ ৽ᙍ

注：点代表某个极，点越大连线越明显，说明其密度越大，学生在这个认知维度的表现越好，产生了认知联系。K代表知识，S 代表能力，M 代表元认

知。左上为整体前后对比，右上为 X小组反思前后对比图，下面两张分别是 X小组前后的认知网络图。

图 2    反思前后的认知网络分析 

 

注：左图为使用反思支架前后对比，右图为 X组反思前后对比

图 3    认知网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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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支架从三个维度展开，分别为：你学到了什么

（含知识、能力、情感等）；你有什么问题、困惑，还

想了解什么；你计划如何解决你的问题、困惑和想

要了解的内容。

由图 3可以看出，学生反思开始往纵深发展。

反思支架支持学生开始反思自己的认知过程和认

知策略（M.Ref.S），能够基于认知策略进行元认知

调节，制定学习计划（M.Reg.Pl）、设定学习目标

（M.Reg.Go）等，比如“制作思维导图构建所习得的

知识，形成框架”“用例子加深理解”“与新的知

识建立连接”等。X小组反思前后（见图 3右）的

对比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学生在反思支架的支持

下，总结习得的知识，反思认知过程。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反思中会发现一系列问题和认知失衡，包括

迷失概念、知识缺失、认知障碍（方法、策略）等，

不安全感随之产生。这些认知失衡和不安全感自

然而然地引导学生寻求解决方案（计划、目标设

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制约学生反思发展

的重要因素——缺乏协作性反思。前两轮的学习

设计关注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反思，缺乏集体协作。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不仅是个体主动建构

的，还强调学习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与周围

的环境相互作用获得的。由此，本研究提出了以下

设计。

 
 

1. њփ৽ᙍ

2. 㓴৽ᙍ 3. ॿ৽ᙍ

图 4    社会网络分析（1 为个体反思，2为组内反思，3为协作反思）
 

设计 3：以案例为导向开展集体协作反思。单

纯讲授教学系统设计相关理论知识，对学生而言是

枯燥的，学习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本轮以案例为导

向引导学生参与集体协作反思，发表见解，阅读他

人的观点，对别人观点进行评价和反馈，并对认知

过程进行集体协作反思。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测量学生协作参与度的

有效方法。本研究搜集了学生帖子创建数量、回

复数量、观看数量，以及反思支架的使用情况等数

据，其中回复数量最能体现学生之间实质性连接

（包括内容和关系），因此本研究主要呈现学生回复

帖子的社会网络分析图展示协作学习随时间变化

的进展程度（见图 4）。由此可知，在个体反思阶段，

学生之间联系少，大部分人都是孤立的，学生反思

行为呈独立性；到组内反思阶段，学生之间的连接

开始汇聚，形成三个明显的联系组织，小组之间因

为探究主题的相关性产生或多或少的联结，学生反

思行为开始呈现组织性；到协作反思阶段，学生开

始集体反思。随着反思的进行，学生之间的联系愈

发紧密，跨越了组间的隔阂，进入集体协作学习活

动，学生反思行为呈集体性。然而，社会网络分析

中心度也表明，协作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有扩展

的空间。对于强调社会沟通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的知识社会，协作学习和知识建构对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作用重要。后续的学习设计也将促进学生协

作知识的建构和元认知培养。经过三轮学习分析

支持的学习设计，本研究确定了面向元认知培养的

学习设计模型，即学习支架支持的协作性反思。后

续教学中，学生不断适应和强化协作性反思实践，

增强知识习得、能力达成及提高元认知水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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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力具有迁移性。当学生感受到元认知能力提

升带来的益处和成就感后，在参加其他课程或者项

目时便会有意识地进行反思和调节，加强对知识的

理解和加工。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学习分析、学习设计及学习分析整合

学习设计框架等相关理论的梳理和学习设计实践，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一）学习分析支持元认知培养的学习设计路

径是个有序迭代的过程

本研究基于埃尔南德斯等提出的理论模型设

计了学习分析支持学习设计的实施路径。研究者

通过学习分析层获取当前设计执行条件下的学习

行为数据，分析数据和可视化呈现分析结果，协同

任课教师反思学习设计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最后把

结论反馈到设计分析层；在设计分析层，任课教师

和研究者根据学习分析结果反思学习设计，即设计

方法、策略和活动，以解决教学问题，并进入下一

轮学习设计；在社区分析层，研究者反思设计过程，

增强设计的重用性。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和任课教

师建立良性的合作氛围，促进学习设计的创新、分

享和提升。

（二）学习分析为学习设计提供了有力的信息

支持

这主要是根据所学单元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学

习分析工具对学习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呈

现，为学习设计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并从中

发现学生学习行为、教学策略和学习设计中存在

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方法和策略，以优化和完善学

习设计。本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和认知网络分析工

具分析学习行为数据，为学习设计的优化和完善提

供信息支持。

（三）编码和学习分析工具为学习分析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持

关联学习设计的信息隐藏在学生学习行为数

据中，需要技术工具进行显性化处理，把它转变为

可识别的信息符号，以识别学习设计和学习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学习行为数据需借助编码和学习分

析工具进行处理，研究者可通过编码从冗余数据中

识别出有效数据，借助学习分析工具对编码数据进

行显性化呈现。本研究先利用编码提取不同认知

维度的有效数据，再利用社会网络和认知网络分析

等工具进行可视化呈现，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四）学习分析支持学习设计框架的使用应具

有一定的自由度。框架使用的自由度因人而异，不

同的人专业素养不同，对技术的敏感度和熟练度有

异。因此，初期，教师应首选适合的模型和技术工

具，通过实践和迭代的方式加强认知，然后随着时

间和经验的积累，再寻求理论和技术边界的扩展。

（五）教师作为学习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作用非

常关键。教师理念决定了教学过程遵循的路径。

教师对学习设计不应一以贯之，应秉持开放的态度，

为了学习而设计，而不是为了教学而设计。本研究

提及的理论框架可以作为学习设计路径为教师提

供指导和支持，包括数据类型、分析工具和方法、

分析功能等。教师应建立对学习分析、学习设计

及理论框架的初步认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的

理论模型进行教学实践，然后根据研究目的，有针

对性地选择学习数据，利用学习分析获取有价值的

信息，完善学习设计。

（六）建立研究者、设计者和教师组成的协作

共同体

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设计需要研究者（分析

师）、设计者和教师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和氛围。

在埃尔南德斯等提出的分层模型中，社区分析层的

参与者是教师和相关人员。根据本研究实践经验，

这些相关人员至少应包括学习分析师或研究者，以

完成对学习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否则，教师凭借一

己之力难以完成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这不

仅涉及学习新的学习设计理论，还包括使用新的学

习分析工具，对很多老师来说，是难以独立完成的。

构建研究者（分析师）、设计者和教师的协作共同

体是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教师专业

发展亦有所裨益。

总之，面向学习设计的学习分析理论与实践是

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学科的集体协作行为，其研

究对于推进教学改革和学生培养非常有益，也面临

诸多挑战。

首先面临的是教师的挑战。技术快速迭代，教

师很难保持对技术的适应。数字技术的普及也在

改变着人们的学习习惯和策略，教师难以应对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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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设计到分析等诸多挑战。因此，如今的

教师或教育者比以往更需要掌握学习设计理论，了

解技术的迭代。比如，罗和梁的理论模型（2020）提
及的学习设计理论、分析方法（内容分析、社会网

络分析、语义分析和会话分析）以及分析方法对学

习设计的预测功能等。

其次是教师协作共同体的构建。随着学习科

学的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开始加速进入深水区。建

立教师协作共同体，是有效提升教师学习设计能力

的必要途径，也是学习科学的重点研究领域（Mor
& Mogilevsky, 2013）。这是未来缓解教师挑战和促

进专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即通过集体智慧、分工协

作，共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最后是对未来技术和教学平台的希冀。随着

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学平台功能日益完善，数据分

析模块被广泛嵌入学习管理系统。但纵观其功能，

均以描述性数据统计分析为主，少数具有社会网络

分析功能，无法实现语义分析和内容分析。也就是

说，现有教学平台数据分析模块不能为学习设计提

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另外，声音识别、语义分析和

自动编码技术日趋成熟，为下一代学习管理系统自

动实现对教学数据（过程性数据、主观性数据等）

的语义分析和内容分析，并可视化呈现给教育者和

研究者提供了技术可能。要特别指出的是，自动编

码技术是实现原始数据可视化呈现的关键，它可读

取有价值的信息，对抽取编码后的数据进行可视化

处理，直观反馈给学习设计者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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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Learning Analytics Supported
Learning Design for Metacogn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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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3.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Metacogni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higher-order  thinking.  This
paper adopts design-based research to optimize learning design through learning analytics.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theory about learning analytics, learning design, learning analytics for learning design,
and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learning  analytics  for  learning  design.  Then  empirical  research
followed to demonstrate the commitment of learning analytics to facilitate learning design through SNA
and ENA. The finding shows that learning analytics could b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for learning design.
The  community, including  researchers, educators, and  designers,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supporting
teachers' learning design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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