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将介绍如何使用 WeDo 2.0 培养科学的计算思维。

使用  
WeDo 2.0 实验 
培养计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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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 教育很高兴为您带来这些专为小学课堂教学设计的实验，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

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计算思维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WeDo 2.0 实验的各个阶段

将帮助学生培养这种思维。每个实验中都提供了多种培养计算思维的方式，您可以随意•

选择最适合您和您学生的方式。

WeDo 2.0 中的每个实验都将乐高®积木与图形化的编程语言结合起来，帮助您的学生找

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了解编程原则。

WeDo 2.0 通过丰富多样的编程活动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为学生的模型赋予生命，•

给学生带来欢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通过乐高® 教育 WeDo 2.0 实验培养计算思维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计算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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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计算思维、编程

培养思维方式和终身技能

科学和工程领域在人类早期就已出现，相比之下，计算机科学属于新兴领域。尽管如此，

这个新兴的领域不仅影响着我们探索科学和工程的方式，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计算机科学属于 STEM 学科，同时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属性。

所有 STEM 学科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终身技能。其中包括提问、设计解决•

方案和交流成果的能力等等。

而计算思维就是这些能力中的一种。这是人们的一种思考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种

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

计算思维包含一系列技能，而其中一项技能就是算法思维。可以用“代码”或“编程”来描述

创建算法的操作。

因此，编程就是 STEM 中培养计算思维的一种手段。

1.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2.  使用模型。

3.  设计原型。

4.  探究。

5.  分析和解释数据。

6.  运用计算思维。

a.分解

b.抽象化

c.算法思维（代码）

d.评估

e.概括

STEM 学科

7.  通过证据进行论证。

8.  获取、评估和交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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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思维”这个词最先由 Seymour Papert 提出，后由周以真教授 (Jeannette Wing)  
推广。她将计算思维定义为：

“以有效处理信息的方式思考问题、构思并呈现解决方案的一系列思维•

活动。” (Wing, 2011)

计算思维可用于各种领域和环境，并且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科学、工程和数学•

领域都涉及计算思维。这种思维包括以下能力：

分解

分解是指把问题分成较小的部分，从而简化问题的能力。通过分解，问题会变得更易于

向别人解释，或分成具体的任务。分解之后通常需要进行概括。

例如：去度假时，可以将准备过程（或是实验）分成几个子任务：预订机票、预订•

酒店、打包行李等等。

 
概括（发现规律）

概括能力是指发现任务中已熟知的部分，或是在其他地方已经了解过的部分。这通常•

可以使设计算法变得更加简单。

例如： 交通灯的工作模式就是不断重复一系列相同的操作。

什么是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

分解
分解问题  

概括
发现规律

评估
改进和纠错

算术思维
一步一步地•

解决问题

抽象化
将想法概念化，•

解释想法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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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思维

算法思维是指设计一系列有序的步骤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示例一：当我们按照菜谱做菜时，需要遵循一系列步骤。

示例二：使用计算机时，我们可以通过编程来设计一系列操作，告诉计算机要做什么。

评估或纠错

是指检验原型是否能按预期运行的能力，或发现不足的能力。计算机编程人员也借此来

发现和更正程序中的错误。

示例一：做菜时，我们会不时尝尝味道，看看口味如何。

示例二：查找书面作业的拼写错误和丢失的标点，进行修改，使文字和标点正确。

抽象化

抽象化是指在解释问题或解决方案时去掉次要细节的能力。也就是说，将想法概念化的

能力。

例如：描述一台自行车时，我们会着重描述它的其中一些细节。我们可能会描述它的•

型号和颜色，如果对方确实对自行车感兴趣，我们再进行更细致地描述。

什么是计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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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工程设计流程

工程师们运用设计流程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会通过几个阶段来引导他们找出解决

方案。 每个阶段都会用到或锻炼他们的某些技能。这些技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计算思维”。

在 WeDo 2.0 中，学生将可以练习运用类似的流程：

确定问题

向学生提出一个主题，通过这个主题将他们引入一个问题或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有时，

一个问题可能会有许多细节。为了使问题更容易解决，可以将问题分解成较小的部分。

通过采用简单的方式定义问题和确定一些成功标准，将培养学生的“分解”能力。

也就是说：  
-  学生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问题？ 
-  学生是否可以描述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成功地解决了问题？ 
-  学生是否可以将问题分解成较小的、更便于管理的部分？

培养计算思维的过程

确定问题

规划

交流

尝试解决方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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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学生应花一些时间想象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然后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来执行其中•

一种方案。他们要确定执行解决方案的步骤。通过发现任务中他们可能遇到过的东西，•

将培养他们的“概括”技能。

也就是说：

- 学生是否可以列出要编程的操作？ 
- 学生是否可以确定他们可以使用的程序？ 
- 学生是否可以重新使用部分程序？ 

尝试 
接下来，每个学生都要完成他们最终的解决方案。在这个阶段，他们要使用图标式的•

编程语言激活乐高® 模型。当学生对自己的想法编程的过程中，将培养他们的“算法思维”。

也就是说：

- 学生是否可以将解决方案编写成一个程序？ 
- 学生是否可以利用序列、循环、条件语句等技巧？ 

修改

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程序和模型是否符合成功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要利用•

自己的评估技能，确定是否需要更改、修改、调整或改善程序的某些部分。

也就是说：

- 学生是否使程序实现了迭代？ 
- 学生是否修复了程序中的问题？ 
- 学生是否可以判断解决方案是否与问题相关？ 

培养计算思维的过程

确定问题

规划

交流

尝试解决方案

修改 

抽象化

分解问题

概括

算术思维

评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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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计算思维的过程
交流

学生要向同学们展示自己最终的解决方案，并解释自己的解决方案为何符合成功标准。

在详略得当地解释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将培养他们的抽象化能力和沟通技能。

也就是说：

- 学生是否可以解释解决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

- 学生是否描述了足够的细节来使他们的解决方案更易理解？

-  学生是否能清楚地说明他们的解决方案为何满足成功标准？



11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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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程培养计算思维
为了培养学生的算法思维，将向他们介绍一些编程原则。在设计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他们要通过一系列操作和程序结构，来为他们的模型赋予生命。

学生会用到的最常见的 WeDo 2.0 编程原则包括：

1. 输出

输出由学生编写的程序所控制。WeDo 2.0 中的输出包括声音、光线、显示以及转向•

马达的开和关。

2. 输入 
输入是计算机或设备接收的信息。可以通过传感器以数字或文本值的形式进行输入。•

例如，传感器检测或测量一些东西（例如距离），然后将值转换为数字输入信号，使其

可以在程序中使用。

3. 事件（等待） 
学生可以让程序在特定事件发生后再继续执行操作序列。程序可以等待一定时间，或是

等待传感器检测到特定事件发生之后再执行。

4. 循环

学生可以在编程时设置无限重复或是在特定时间内重复，从而实现操作。

5.功能

功能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一同使用的一组操作。

例如，一组可以使光线闪烁的程序块可以称为“闪烁功能”。

6. 条件

学生可以使用条件来设计一些只在特定情况下执行的操作。在程序中创建条件意味着：•

如果一直没有满足条件，那么一部分程序将永远不会执行。例如，设定倾斜传感器向彼侧

倾斜时马达启动，传感器向此侧倾斜时马达停止；那么如果倾斜传感器从来没有向彼侧倾

斜，则马达将永远不会启动，如果传感器从来没有向此侧倾斜，则马达将永远不会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