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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ECI模型的教师培训活动
设计与应用研究 *

——以“跨越式项目全国中小学语文和英语骨干教师培训”为例

王阿习，陈 玲①，余胜泉

(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现有的教师集中培训存在脱离教学实践、缺乏体验与参与、评价反馈不及时等问题。该文在借鉴已有

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展特点，以SECI模型为指导，利用学习元平台知识生成与进化的特色

功能，设计了情境化、互动多样的教师培训活动设计模式。此模式强调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提供真实的情境、

注重体验与参与、协同知识建构、支持多元化评价。该文以此模式组织了“跨越式项目全国中小学语文和英语骨

干教师培训”，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培训效果的因素，实践表明：教师对培训模式的满意度较高，而且教龄越低的

教师满意度越高，相对于城市的学校而言，农村地区学校的教师参与培训活动时的认知负荷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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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信息化时代，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学习
分析等技术的发展，教育系统内的诸多要素，如教
学媒体、教学内容以及学生自身均已发生重大变
化。对于教师而言，原有的知识结构、专业素养已
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只有不断地学习以促
进自身专业发展。在教师专业发展的众多活动中，
培训是快速提升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重要途径。为了
发挥培训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
明确指出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做好培养培
训规划，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
能力”[1]。“依据纲要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教师
培训效果，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教育部、财政
部决定从2010年起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
划’”(以下简称“国培计划”)  [2]。“国培计划”
通过创新培训机制，“采取骨干教师脱产研修、集
中培训和大规模教师远程培训相结合等方式”，极
大地提高了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学科教学质
量。尽管如此，在培训中也存在忽视学员参训积极

性、课程设计缺少逻辑等导致高耗低效的问题[3]；
培训内容与活动缺乏针对性，忽视教师实践性知识
发展的特点(情境性、默会性、行动性[4])。下面简
要阐述现有的教师集中培训存在的问题：

(一)培训内容的设计缺乏针对性、脱离真实的
教学情境

“培训内容是实现教师培训目标的载体，是决
定培训质量的关键。现行教师培训课程内容与满足
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目标之间
仍有较大差距”[5]。“另外，由学校或上级领导硬
性规定的校本培训是无效或低效的，大多数脱产进
修及培训都脱离教学实际”[6]。“这种脱离教师面
临的实际问题情境而进行的培训”[7]，“使得很多
教师无法感受到培训对于解决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的切实作用，从而以消极的态度应对培训，使培
训效果大打折扣”[8]。“教师期待进一步提高各类
培训的实效性、针对性与操作性”[9][10]。

(二)培训形式的选择缺乏体验与参与
“以讲座、报告为主的知识传授式培训尽管在

传递新信息、新理念等方面，可以起到扩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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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观念、形成新思想等作用，但无法促进教师培
训中教师能力的提升”[11]。另外，当前教师培训中
普遍采用的大班额讲授法也不能满足教师的个性
化发展需要，针对性比较弱，实效性也不高[12]。因
此，教师培训需要依据成人学习的规律并结合教师
自身的教学实践，设计体验与参与式的活动，促进
教师个体与群体的实践性知识建构。

(三)培训效果的评价缺乏及时反馈与持续指导
“目前，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的评估机制尚

不健全，还不能对所有参与培训的教师进行科学
有效的评价”[13]。“现有教师培训效果的评价主要
采用总结性的评价方式，如通过问卷调查教师的
感受或组织教师进行座谈”[14]，这种评价方式难以
切实反映培训实效。有学者认为，判断培训目标
是否达到的主要标志：观察教师能否将培训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并最终影响学校、课
堂和学生的表现。然而，对于培训后期教学实施
中的评价则是当前教师培训效果评价最为薄弱甚
至是缺少的一环[15]。

(四)培训知识缺乏实践转化
教师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教师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培训最大的挑战
是要确保教师把学到的知识、技能应用于实际教学
中[16]。参与培训的教师受时空限制、内容量大、持
续性的跟踪指导缺失等因素的影响[17]，教师培训出
现了“培训回潮”的问题[18]，培训前后脱节、培训
与教学、教研衔接不够[19]，教师很难将培训知识内
化、迁移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培训与教学应用两张
皮的现象严重。

为解决教师培训中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知识
的特点与类型，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从
认知科学的角度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其中显性知识是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
以表达的知识，隐性知识具有心照不宣的、沉默
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特点”[20]。“其次，需要
明确教师知识的特点与类型，教师知识一般分为理
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21]“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具
有情境性、实践性、缄默性、个体性、反思性等特
点”[22]。“从教师知识的形态与特点上看，教师的
理论性知识属于显性知识的范畴，教师的实践性知
识属于隐性知识的范畴，其中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
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23]。因此，本研究将重
点探讨教师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之间是如何相
互转化的？如何设计教师培训活动才能更好地促进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展？日本著名学者野中郁次郎
(Ikujiro Nonaka)和竹內弘高(Hirotaka Takeuchi)提出

的SECI模型[24](如图1所示)，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研究的理论依据

(一)SECI模型及其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相关
研究

SECI模型(如图1所示)是用于阐述隐性知识
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S指由隐性知
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称为知识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是通过观察、模仿与实践等方式获
得隐性知识；E是指由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
过程，称为知识的外显化(Externalization)，是通过
类比、隐喻和模型等方式实现深度沟通，该环节是
知识建构中的关键；C是指由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的转化过程，称为知识的组合化(Combination)，主
要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等进行知识的组合；I是指
由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称为知识的内
化与吸收(Internalization)，主要是通过做中学、在
实践中应用与反思完成知识的内化。知识的社会
化、外显化、组合化与内化四个子过程相辅相成，
处于“螺旋”式发展进程，共同指向知识转化效果
的最优化。SECI模型的四个知识转化过程，也是知
识建构的过程[25]，是社会群体在情境中通过对话来
实现和完成的。

SECI模型在教师知识发展中的研究主要从以下
三个方面进行：“一是SECI模型对教师知识发展的
机理与“场域”的启示——知识是同状态、情境、
空间密切相关的，教师知识的创生主要是在学校中
通过复杂的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的”[26]；二
是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可从环境、资源、机制
等角度建设教师学习共同体[27]；三是SECI模型强调
教师共同体的知识建构与创造[28]，不仅需要关注教
师个人知识的分享和创生，而且需要关注教师个人
知识与群体知识的相辅相成[29]，教师个人知识与群
体知识的发展需遵循知识建构的原则(如基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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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显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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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野中郁次郎和竹內弘高提出的SECI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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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情境、支持建构性的对话、支持过程性评价
等[30])。

(二)SECI模型对教师培训活动设计的启示
SECI模型对教师培训的有益启示：一是重视

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构建，SECI模型认为实现知识
共享的前提是团队成员通过持续对话，在具体的
情境中以集体反思的形式将其表述出来，任何人的
成长与思想的创新都不能脱离社会群体、集体的智
慧。二是重视“场域”或真实的教学情境在教师知
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在教师培训中使用具体的教
学案例、课堂教学环境，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教
学实践情境，以便于激活培训师和学习者的实践性
知识，使其显性化。三是重视提供多样化的互动交
流机会(如学习者与专家、同伴间的合
作)。四是重视提供多样化的体验参与
活动，鼓励学习者与同伴、培训师进
行广泛的互动，并通过案例研析、自
主与协同备课、教学应用与反思等活
动，使学习者在真实的教学实践活动
中反思并重构自身的实践性知识。五
是重视教师理论性与实践性知识的相
互转化过程、条件与方式。

SECI模型对教师培训活动设计的
以上启示，对于解决当前教师培训内容
脱离真实的教学情境、培训形式缺乏体
验参与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此，本研究将依据SECI模型知识转化
律，引入多样化的、真实的教学情境，
设计教师个人知识与教师群体的协同知
识建构活动，以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的
发展。

三、基于SECI模型的教师培训活动设计

(一)活动的交互环境支撑——学习元平台
本研究在注重面对面互动交流活动设计的基

础上，还将利用学习元平台(Learning Cell)，开展基
于网络的在线交互活动。学习元平台是由北京师范
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团队开发的一个泛在学习
平台，“学习元是适合泛在学习环境与非正式学习
的一种新型学习资源组织方式，它将可进化的物化
资源与人力资源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可以动态演
化、自我发展的知识关系网络”，形成“微型学习
资源+学习活动+学习评价+认证服务”的泛在学习
方式[31]。

学习元具有支持知识协同建构，资源共建共
享；实现学习内容与学习活动的无缝融合；社会认

知网络分享；学习资源的不断进化与发展等特色功
能。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就是连接的过程，
学习元平台能够建立专家与教师、教师与教师之间
的连接，为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间的相互转化提供
了强大的人际网络、多样化的交互活动、丰富的案
例、知识持续建构与及时评价反馈的机会，为构建
体验参与式、情境化的教师培训活动提供了较好的
网络环境支持。

(二)基于SECI模型的教师培训活动设计
新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

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基于SECI模型的教师培训活动
流程如图2所示。下面将依据知识转化的四个子过
程简要阐述培训活动的设计。

1.知识的社会化：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促进
隐性知识的共享

社会化是教师之间彼此共享隐性知识的过程，
在设计教师培训活动时，首先需要明确教师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师对培训的需求。然后，通过
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鼓励教师之间互相交流、分
享彼此的教学经验，以促进隐性知识的共享。

(1)分析学情、确定培训需求
本研究使用的学习元平台可以设计在线提问、

小组讨论、SWOT分析、概念图、学习测试等学习
活动，因此可以设计三个在线活动：“提出教学问
题”“调查培训需求”“完成课前评测”。学习元
平台能够智能分析教师参与学习活动情况，并能够
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习者。培训师可以通过分
析教师在学习元平台中提交的教学设计、课件等，
分析学情，确定教师教学中存在的典型问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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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SECI模型的教师培训活动设计流程



27

New Ideas and Practic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新 思 路 与 实 践2016.10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57期

此之外，培训师还可以借助即时聊天工具(微信、
QQ)，调查培训需求。

(2)破冰相识，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组内总结
问题分享经验

为实现隐性知识的共享，首先需要教师之
间建立互信，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的学
习共同体。在设计教师培训活动时，可以根据认
知风格、所属区域等进行分组。由于共同体中的
教师来自不同的学校，甚至不同的区域，这些各
异的经验背景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学习资源。其
次，为了完成共同的学习任务，教师之间会进行
“头脑风暴”，总结教学问题，在小组内分享教
学经验。最后，教师通过观察、模仿专家、同伴
的行为，并结合亲身实践可以实现隐性知识的共
享，完成隐性知识的社会化。

2.知识的外化：设计多样化的互动交流活动，
促进隐性知识外显化

知识的外化是通过类比、隐喻和模型等方式实
现深度沟通，是知识建构的关键。在本环节，培训
师通过分析点评真实的教学案例，将自身的隐性知
识外显化。通过培训师的讲解示范，教师对新的知
识有了初步的感知，具体如何将新知融会贯通，还
需要教师在真实的情境中体验，以促进自身隐性知
识的外化。

(1)培训师点评反馈，重点讲解释疑
培训师可以使用比喻、类比或分析案例等形式

将隐性知识外显化。首先，培训师需要根据各小组
梳理的教学问题，与教师们开展充分深入地互动，
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推送有针对性的学习资
源。其次，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对话机会，如与
专家讨论、与小组内同伴合作、组间同伴互评等，
因为教学对话是知识建构的基本途径[32]，所以这种
设计方式有利于观点的持续改进与社会知识的协同
建构，能够促进专家与同伴隐性知识外化为显性
知识。

(2)观看教学案例，在线分享观点
亲身实践参与是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的重要

途径。为此，在本环节将为教师提供多样化的教学
案例包，力争为学习者创设较为真实的体验情境。
教师通过观看教学案例，使用所学知识分析案例的
优缺点，并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最后形成
为新的显性知识。另外，教师还需将自己的观点发
布到学习元平台，以便于不同的学习者之间进行共
享，同时也为后续的小组合作学习有序开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3.知识的组合化：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实现显性知识的协同建构
组合化主要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等将新的显

性知识与学习者已有的显性知识建立联系，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小组内部之间的积极合作、持续对话
必不可少。

(1)小组合作研析案例，总结提炼达成共识
学习者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学习，来自不同

区域的教师具有各自不同的经验，对同一问题具有
不同的观察视角，极大地拓宽解决问题的广度和深
度。教师通过合作研析案例，共享彼此的智慧，在
质疑、协商中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实现显性
知识的协同建构。

(2)汇报小组成果，开展多元化评价，为隐性知
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提供及时的反馈

小组学习成果是体现学习者能否理解并创造
性地应用新知识的重要形式。为了能够及时展示
小组学习成果，在本环节引入了“QQ群上墙”这
种新的即时呈现技术。实践表明，“QQ群上墙”
的方式展示小组成果，能够极大地激发教师的学
习兴趣、提高教师的参与度。在成果展示的基
础上，开展多元化评价。本研究建立了专家、教
师、同伴与计算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评价主体；
采用了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
式，以便于培训师及时调整培训内容，有针对性
地进行指导，从而实现全面、个性化的评价培训
效果。

4.知识的内化：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体验参
与，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创造条件

教师知识的创生，主要是在学校中通过复杂
的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的[33]。因此，本环节
活动设计的目的是教师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迁移运
用，最终完成知识的内化。

(1)自选教学主题、开展自主备课、组内在线协
同备课

首先，教师围绕培训目标自选主题，撰写教
学设计方案，完成自主备课，并将教学设计推送到
协同备课的知识群中。其次，教师在小组内开展协
同备课，以编辑本段、微批注、添加评论等形式进
行同伴互评。此时，培训师需要明确同伴互评的原
则与活动任务，从而减少无效的、浅层次的备课
行为，引导教师深度参与协同备课活动[34]。教师通
过撰写教学设计方案实现了个体隐性知识的外在
化，教师群体通过参与小组协同备课活动，既能
够实现教师个体知识的分享、质疑、协商和总结
提升，同时也能够促进教师间社会知识的分享与
建构。



28

New Ideas and Practic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新 思 路 与 实 践 2016.10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57期

(2)教学实践、反思，促进知识的内化与迁移
运用

“为了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展，更多的
教师学习活动应当是以实践为驱动的，完整的教
师学习过程还需将线上学习延伸到线下实践，课
堂实践才是检验教师学习效果的试验场”[35]。回归
课堂，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实践，从自己的实践
中反思[36]。此类反思性的教学实践活动既能够为教
师迁移运用新知创设真实的情境，又能够体现教
师参与培训的效果，为后续培训活动的改进优化
创造条件。在这整个过程中，专家或指导教师需
要全程指导，可以是线上指导，也可以是实地指
导，或者是二者结合，及时地解决教师们遇到的
问题，为其提供持续地帮助，以便于教师快速地
吸收内化所学的知识，并创造出个人的隐性知识。

通过设计案例研析、教学实践应用等活动，将
真实的教学情境引入到教师培训中。这种注重联系
真实情境的活动设计方式遵循了SECI模型所提倡的
观点：知识是同状态、情境、空间密切相关的，是
在个体与情境发生关联的动态中建构的[37]。情境学
习理论也认为学习不仅是个体在情境中建构意义的
过程，更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社会性
的、实践性的、以资源工具为中介的参与过程。因
此，教师培训活动的设计，需要着重考虑将知识与
教师的教学实践建立联系，在培训中创设真实的情
境，引入丰富的教学案例，学习者通过观摩、分析
案例，能够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并完成知识的迁移
运用。

四、应用效果分析

本文以“跨越式全国中小学语文和英语骨干教
师培训”为例，说明基于SECI模型的培训活动的设
计与实施效果。下面主要从研究背景与对象、方法
与工具、结果与分析等方面加以阐述。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跨越式项目全国中小学语文和英语骨干教师

培训”历时一学期，由来自12个省的23个区域(如
北京、广州、深圳、新疆、河北丰宁、安徽肥西、
贵州福泉等)的45位教师参与，15位来自农村学
校，29位来自城市学校，教龄分布如右表1所示。
教师均有一年以上参与“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
试验研究”(简称“跨越式”)项目的经历，均参与
过学习元平台操作使用的培训，具有初步的学习元
平台操作能力。本次培训课程包括学科教学理念与
模式、技术工具、信息化教学与网络教研。本文将
以“网络教研”模块的培训为例，简要阐述培训活

动实施情况。
表1  参与教师教龄分布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3年以下 2 4.5 4.5 4.5

3—6年 6 13.6 13.6 18.2

6—15年 18 40.9 40.9 59.1

15—20年 13 29.5 29.5 88.6
20年以上 5 11.4 11.4 100.0

Total 44 100.0 100.0

     注：一位教师未填写，故未统计入内。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收集数据，

共45位教师参与调查，其中1位教师未完整填写问
卷，故此教师问卷不计入内；其次，本研究将重点
分析教师对培训活动的满意度，以及影响培训效果
的因素(如教龄、学校类型等)。另外，本研究采用
的满意度量表[38]、认知负荷量表[39]均采用五级李克
特式量表(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其
中满意度量表的克伦巴赫的α值是0.89，认知负荷
量表包括心智负荷与心智努力两部分，其克伦巴赫
的α值分别是0.86和0.85。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
本研究所使用量表的信效度较好。

(三)结果与讨论
1.教师对培训活动满意度的整体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教师对培训活动的

满意度均值约4.59，如表2所示。从该数据可以看
出教师们普遍对该培训活动的设计比较满意。

表2  教师对培训活动满意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Satisfaction 44 3.29 5.00 4.5909 .37175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44

2.教龄对培训满意度、认知负荷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的教龄是

否会对活动的满意度、认知负荷有显著差异，通过
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教龄会对活动的满意度方
面有显著差异，P值为0.028，小于0.05。从表1可以
看出，教师的教龄从3年以下到20年以上不等，教
龄较高的教师对于活动的满意度略低于教龄较低的
教师，这主要是因为教龄较高的教师其信息技术素
养略低，从学习元平台的数据库记录中可以看出教
龄较高的教师使用学习元的频率也较低。教龄对于
认知负荷方面则无显著影响，P值均大于0.05，主
要原因是参与培训的教师均有学习元平台使用的经
历，培训时建立了小组，组员之间可以及时的互相
帮助，因此不同的教龄对活动设计的认知负荷没有
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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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对培训内容、培训形式与培训效果的整
体感受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基于SECI模型的教师培训
活动的实施效果，本研究随机访谈了20位教师，教
龄从3年到24年不等，7名来农村学校，11名来自城
市学校，2名为来自县教育局的教研员。以上访谈
对象涵盖了不同的教龄、学校类型，具有较好的代
表性。下面从培训内容、活动的设计方面简要阐述
学习者对此次培训的感受，以便持续改进培训活动
的设计。

(1)培训内容的安排
关于培训内容的安排，大部分教师认为培训内

容针对性强，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践操作。如有
教师认为：“本次培训的内容很充实，专家给我们
提供了很多课堂教学视频案例，通过案例的观摩与
研讨、小组协同备课，我们可以将学习到的理论知
识应用到真实的教学实践中”。本研究通过引入教
学案例、备课等内容创设了真实的教学情境，为教
师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创造了较好
的条件。

(2)培训活动形式的设计
大部分教师认为活动形式新颖、互动多样、

评价多元、反馈及时、组织有序。如有教师认为：
“培训中有很多与专家交流的机会，能够快速地
解决培训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参加案例研讨，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专家是如何评价案例、如何上课
的。通过协同备课、说课，可以将知识应用到教学
中。”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教师比较认可培训活
动，这种设计方式便于教师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与
专家、同伴进行对话，在实践中应用并重构实践性
知识。另外，也有教师认为实践操作类活动较少。
因此，后续活动的设计需要着重考虑理论与实践类
活动的安排比例。

五、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为解决教师集中培训中存在的脱离教
学实践、参与度低、评价反馈不及时等问题,设计
了基于SECI模型的教师培训活动。然后，本研究
又以“跨越式项目全国中小学语文和英语骨干教师
培训”为例进行了实施，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培训效
果的因素，实践表明：教师对培训模式的满意度较
高，培训活动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培训内容紧密结
合学习者发展需求，具有针对性强、内容丰富、理
论联系实践等特点；培训活动形式注重体验参与、
互动多样、评价多元、反馈及时，既能够及时地解
决教师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又能够通过专家引领、

同伴互助，获得持续提升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机会。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如建立教师

学习共同体时，小组的划分主要依据认知风格、学
科、所属区域等，未充分考虑教龄、学校因素；在
设计培训活动时，未充分考虑教师的信息素养，造
成农村学校教师的认知负荷略高于城市学校的教
师。后续研究将会着重考虑学习者的信息素养，以
此确定体验参与类活动的比例；培训内容的设计需
要兼顾理论与实践，尤其需要提供多样化的教学案
例，以便于学习者在多样化的互动中、真实的情境
中体验知识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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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er Trai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SECI 
Model

—Tak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Teachers’ Training of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Leaping Development Project’” 
as Example

Wang Axi, Chen Ling, Yu Shengquan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typical problems on the existing centralized teachers training, for example, the training content cut off 
from instructional practice, the lack of experience and participation, feedback is not timely. This study is in reference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achiev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eacher practic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guided by the SECI model, 
taken advantage of the features of knowledg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n Learning Cell Platform, designs the model of teacher 
training activities which is situated and interactive. This model emphasizes to establish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rovide the real situation, pay attention to experience and participate,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support the multi-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the model,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teachers’ training of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Leaping 
Development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study. Meanwhil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training effect were analyzed carefully.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higher teac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training model, the higher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lower the teachers’ 
satisfaction.
Keywords: SECI Model; Teacher Training; Teacher Practical Knowledge; Learning Cel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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