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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数字化应用调研
下课铃响后：延伸课堂
教育行业技术设备与学习材料数字化的新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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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次调研中所定义的教育科技旨在包括在学习环境中使用的设备与数字化学习材料。

 • 数字化学习材料包括教育软件或应用程序、游戏、视频、音频、研究资源、电子书以及模拟/虚拟现实。

《教育行业数字化应用调研》分析超过了2800份答卷，应答者从广泛的样本中抽样包括教师、家长和学生，在本报告中分别

用以下图标表示他们：

关于调查

各样本取自在线样本库，包括YouGov，经过批准的合伙人样本库供应商。样本针对教师和家有年龄18岁以下孩子的家长。所有被调
查者经过再次筛选，以满足研究标准，并根据国家标准对教师/孩子样本进行了最低程度的样本平衡。

今年，德勤 TMT 行业受委托开展了首次《教育行业数

字化应用调研》以更好地理解数字化变革如何具体影

响课堂内、外的教育生态系统。

公立或私立学校学前至12年级任课教师

幼儿园至12年级在校儿童

18岁以下孩子的家长，且该家长没有对其学龄儿童采取家庭学校教育方式

过去十年，为理解如何应对快速改变的数字化趋势的态度和行为，德勤全球

科技、传媒和电信（TMT）行业委托开展了一项深入的调查，它被称为《数字应

用民主化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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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课堂概览

教科书的时代已近黄昏。

100多年来，美国幼儿园至12年级教育在教室中进行，时间段为上午8点至下

午3点。随着科技的进步，这种模式发生了变化。现在，学习可以在典型的上课

日以外的时间进行，也不受上课日的有形限制。

正如消费者行为的转变驱动传统传媒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一样，学生、教师和家长日益对数字化应用的依赖和以科技

为中心的行为似乎正在扩大学习发生的方式。在这种行为转变之前实现理解和定位将是帮助教育机构在数字化的未

来实现成功的关键。

科技通过新的学习方法（如适应性学习、翻转课堂模式、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已对教育产生影响。但是，随着科技

的持续发展，还会出现更多的变化。

在考查这种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之前，让我们对当今课堂采用的广泛技术进行概览。

几乎有一半的课堂每天使用数字设备。
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和平板电脑是课堂上最常用的设备，一半以上的教师说每周至少要使用类似设备一次，

42%的教师说每天至少会使用到一种数字化设备。

每周通常在课堂上使用哪些设备？

台式电脑 平板电脑 交互式
电子白板

智能手机 可穿戴设备谷歌笔记本 专用电子书

56% 54% 51% 45% 28% 3%23% 5%
笔记本电脑

75% 的教师认为，数字化学习内容会在今后十年完全取代印刷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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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备的偏好因年龄不同而不同。
尽管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是最受所有学生喜爱的两种设备，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对平板电脑的喜爱程度会下降，对笔记本电

脑的喜爱程度上升。

尽管每天使用，学校在采用技术方面仍有增长的空间。
每10位教师中有4人认为就科技应用与执行而言他们的学校“落后于形势”。

多媒体学习材料应用情况。
视频、应用程序、网站和游戏是最经常使用的数字化学习材料，学前至 5 年级课堂上主要采用游戏和应用程序。

如果您只能选一种设备在学校里帮助您学习，它是什么设备？

您每周通常在课堂上使用哪一种数字化学习材料？

在线教育视频

67%

教育应用程序或软件

65%

搜索网站

56%

以特定内容或技能
为重点的游戏

52%

电子书

17%

模拟/虚拟现实
（如虚拟科学
实验室）

13%

电子杂志

2%

占所有教师的(%) 学前至2年级
教师

3至5年级教师 6至8年级教师 9至12年级教师

教育应用程序或软件 66% 73% 66% 57%

以特定内容或技能为重点的游戏 63% 66% 51% 35%

平板电脑

幼儿园至2年级：53%
3至5年级：36%
6至8年级：30%
9至12年级：25%

笔记本电脑

幼儿园至2年级：15%
3至5年级：26%
6至8年级：29%
9至12年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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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铃响后：
延伸课堂

教师看到了潜力，但是在应用还存有边界……
教师意识到教育科技的益处与它们的实际使用频率之间存在差距。

最大的差距存在于课外学习方面。

如果真有的话，就以下各目的而言，您认为科技会对您的学生产生多大积极的影响？

您现在隔多久在课堂上利用教育科技实现各类目的？

使学习更有趣 使已经掌握知识点的
学生继续学习 为课外学习

提供机会

允许学生以自己的
速度与节奏学习

形成一种定制化的
学习经验 即使学生不在一起也

可以协作

79%
57%

76%

38%

74%

33%

73%

41%

72%

38%

66%

36%

64%

25%

59%

26%

认为科技实际上对各目的产生大/很大的影响 每周中至少3—4天利用科技完成各目标

即使未在上课期间
也能使学生获得反馈

与帮助

允许课程方面落后的
学生补上课程

尽管课堂上采用的教育科技已经增多，我们的调查发现教育

科技可以将课堂上的课程与课堂外的强化学习有效结合起

来。家庭中电子设备的广泛可利用性和采用，以及教师、家

长和学生对课外继续学习日益增长的兴趣已经扩大了教育

生态系统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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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事。

……这些边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家长和教师渴望更多与学校有关但在家完成的数字化内容。88% 的家长和 84% 的老师对得到更多作为学校学习补充的、能够在

家完成的数字化内容很有或较有兴趣。

大多孩子在家进行数字化学习—早期就开始了。
90% 的孩子在家使用过数字化学习材料，2/3的孩子在 5岁及5岁之前开始数字化学习。

您的孩子几岁时在校外环境中开始使用数字化学习材料或设备？

 1岁前 1岁 2岁
3岁

4岁 5岁 6岁 7岁 8岁 9岁 10岁 11岁 12岁 13岁 14岁 15岁
以上

2%
5%

15% 16%
13% 13%

8%
6% 5%

3%
5%

2% 3% 2% 1% 1%

学生与家长的看法相差无几。

75% 75%的学生在离校后很有或较有兴趣花时间去学习与他们

在学校所学知识相关的更多内容。

多接触数字化学习材料等于更多的暑期学习。

73% 的孩子说更多的接触数字化应用的机会会

增加他们暑期中花在学习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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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与动机的多元化

教师将学生参与放在首要且重要的位置。
对于教师而言，学生参与是获得数字化学习材料的最重要理由。

您为课堂获得或者想为课堂获得数字化学习材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74%
让我的学生参与

61%
获得有趣的学习材
料/使我的学生感
到愉快

60%
培养我想让学生
提高的技能

56%
我可以按学生的技能
水平和兴趣将学习
个性化

45%
我的学生表示对使
用数字化学习材料
感兴趣

44%
我可以实时看到
我的学生如何理
解材料

39%
为我的学生提供一种与其
他学生协作的方式，即使
他们不在同一地点

53%
培养我想让孩子
提高的技能

45%
让我的孩子参与

43%
获得有趣的学习材
料/我的孩子感到
愉悦

39%
我的孩子表示对使
用数字化学习材料
感兴趣

31%
我想将孩子在家的活
动与孩子在校活动联
接起来*

19%
为我的孩子提供一
种与其他学生协作
的方式，即使他们不
在同一地点*

18%
我的孩子的老师向我
推荐*

您的家庭获得或想获得数字化学习材料的首要原因是什么？

*仅问询学龄儿童的家长

如果不能提高他们孩子的技能或使他们参与，家长不可能认可。
对于家长而言，技能培养是在家获得/使用数字化学习材料的主要激励因素。

教师、家长与学生对教育科技应用的使用的期待与动机各有不同，也许这

说明了应为不同受众、各种学习环境和年级水平的需求提供更多定制化服

务。理解获得数字化产品的最大激励因素可能有助于将其贯穿于产品设

计、学习目标和营销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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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学习动机因孩子的年级不同而不同。
4至8年级学生更多是受各种激励因素的吸引，迫于大学升学准备的高中生除外。

不在学校时是谁或什么因素促使您想学习？

（数字化应用）类别很重要。
91% 的家长很乐意或倾向于接受他们的孩子独立使用设备玩数字化学习游戏，但是，相对于教育视频游戏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允许他们

的孩子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教育视频或应用上。

就列出的各项活动而言，如果它是教育活动或体验，您会允许孩子花更多的时间吗？

81%
观看视频

80%
使用应用程序

68%
玩视频游戏

A+

4至5年级 6至8年级 9至12年级

有机会学习新事物 41% 42% 37%

开始做有趣的作业 47% 44% 30%

想做家长期望我做的事 38% 36% 30%

开始利用科技学习 32% 37% 28%

有机会与朋友学习 33% 34% 25%

在学校里获得好成绩 28% 28% 22%

为我在大学里需要学习什么和做什么做好准备 15% 1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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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力量与影响

课堂上已有科技应用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在财务压力之后，课程整合挑战日益成为在课堂上使用教育科技的第二大障碍。

您认为哪些事项是课堂内提高教育科技使用程度的最大障碍？选择所有适用项。

教师在克服教育科技应用的一些障碍的过程中被赋予主要

作用。调查结果说明教师唯一地得到其他教师、家长和学生

的信任，在关于教育科技的建议和知识方面，教师是被咨询

最多的主体。教师在数字时代仍是助力教育技术广泛应用的

重要途径。

一天中没有足够的时间
更大程度地利用教育科技

将数字化学习材料与当前
教育内容相融合有难度

学校/学区管理者不支持
使用教育科技

我认为教育科技不能提高
学生的学习成绩

学校/学区
缺乏资金 63%

相对每个学生
没有足够的设备

WIFI
联接太慢

现有学校设备
陈旧

教师未获得关于使用
教育科技的培训

60%

45%

44%

41%

31%

22%

7%

6%

所有被调查者中

有 87% 的人
选择了财务压力

所有被调查者

中有 61% 
的人选择了课
程整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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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原生代正在成为数字教师。
更新一代教师更相信数字教育的影响。81% 的教龄为10 年或以下的教师认为学校教育科技对学生的学习造成大/相当大的影响。只有 
73% 的教龄为 11-20 年的教师以及 64% 的教龄为20 年以上的教师持类似观点。利用更新一代教师的积极态度能在更大范围中帮助

传播应用学习科技。

教师可以点燃星星之火。
教师有权利发起暑假学习活动。81% 的孩子认为他们在去年夏天进行了一些类型的暑期学习，教师的建议与仅为了有趣参与暑期学习活

动在推动参与活动方面同等重要。

去年暑假您花时间学习或做作业时，您都做了些什么？

阅读书籍/电子书 玩教育游戏 观看教育视频 使用学习
应用程序

完成我的老师/
学校布置的作业

进入暑期
学校学习

写日记，记录暑期
我读过的内容和

做过的事

参加学校
主办的网站

41%
32% 28% 28% 25%

12% 11% 8%

您为什么这样做？

我觉得这样做好玩

学校要求我这样做

41% 50% 35% 37% 34%

38%

21% 20%
29%

17%

48%

19%

44%

25%

40%

教龄为10年或以下的教师 教龄为11-20年的教师 教龄为20年以上的教师

81% 73% 64%

我的学校/
老师建议这样做



家长相信教师……教师相信同行业者。
教师的建议具有相当的份量。

在很大程度上，就数字设备和学习材料而言，家长最相信教师，教师之间相互信任。

关于您的孩子在家中学习所需的最佳类型的设备，您会相信谁的建议？

关于您的孩子在家中学习所用的最佳类型的数字化教育材料，您会相信谁的建议？

其他教师 学校/学区管理人 我的学生 在线用户评价 我国教育部门 我的校区的
教育委员会

我的学生的
家长

广告/品牌

78% 82%

43% 41% 38% 24% 23% 23% 18% 15% 14% 12% 12% 10% 10%13%

关于您的孩子在学校中学习所需的最佳类型的设备，您会相信谁的建议？

关于您的孩子在学校中学习所用的最佳类型的数字化教育材料，您会相信谁的建议？

教师 学校/学区管理人 其他家长 我的孩子 我的校区的
教育委员会

我国教育部门 在线用户评价 广告/品牌

72% 72%
36% 32% 35% 33% 30% 23% 21% 22% 20% 21% 19% 19% 11% 10%

最佳类型的设备 最佳类型的数字教育材料

教师促使家长消费。
94% 的家长在选择数字化学习材料时关心品牌，教师的建议、良好的价值、优质的内容和受信任的品牌是最好的品牌特质。

您在选择数字化学习材料供您的孩子在校外使用时，您认为哪一种品牌特质最为重要？

我孩子的老师
推荐的品牌

具有良好价值的
品牌

具有最好内容的
品牌

我在教育领域中
信任的品牌

对我的孩子有吸
引力的品牌

在线评论推荐的
品牌

朋友和家人推荐
的品牌

我们的学校/校区
推荐的品牌

品牌对我不重要

46% 45% 43% 41% 35% 21%27% 25% 6%

最佳类型的设备 最佳类型的数字教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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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数字教育格局的未来
教师唯一地得到家长、学生和其他教师的信任—他们看到了学习科技在课堂内、外的潜

力。但是，这个关键的群体仍未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勇于接受或布置这些工具。对于将教育

科技从有朝一日会实现的宏观概念，转变成现在可以提供价值且能使课堂与学生生活的其

他时间实现连接的必要学习资产，了解其中的原因和关注相关的方式至关重要。

关于我们的实践
德勤在全球有 1,100 多名从业者关注教育行业，以各种身份为范围广泛的学前至 12 年级、

大学和专业教育机构客户提供服务。尤其是德勤的教育数字化实践与处于各种正在演变的

教育格局中的客户合作，从对提高效率感兴趣的全球教育传统参与者到完全新设的教育

科技创业企业，再到想扩展它们的领域的非赢利教育组织均在合作客户范围之中。

关于更多洞察，请访问：www.deloitte.com/us/digedtrends

或者通过 digedtrends@deloitte.com #diged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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