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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 教育社区是一个面向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教育人士的在线社区。	

您可以在这里沟通和分享观点、参与讨论以及分享课程计划和教学实验。	

乐高教育社区只有英文版本。



欢迎使用乐高® 教育 WeDo 2.0。

通过本章内容，您将了解开启	

乐高教学之旅所需的基本元素。

WeDo 2.0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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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 教育 WeDo 2.0 通过乐高电动模型和简单的程序编写，鼓励和激发小学生学习科学

和工程相关课程的兴趣。

WeDo 2.0 强调孩子通过动手体验来树立信心，敢于发现、提出和思考问题，运用工具寻

找答案，并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学生可以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到知识。学习材料中并不会直接向学生讲授

他们需要学习的知识，而是会让他们提出问题，并对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展开探索。

乐高® 教育 WeDo 2.0



©2017 The LEGO Group. 5

WeDo 2.0 简介

WeDo 2.0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实验活动，具体分为以下几类： 
•  基础实验，旨在帮助学生了解 WeDo 2.0 的基本功能。

•  引导实验，与具体课程标准衔接，提供详细的步骤说明，帮助每个学生完成实验。

•  开放性实验，与具体课程标准衔接，为学生提供更开放的学习体验。

每组实验均分为四个阶段： 
•	探究阶段—使学生了解学习课题

•	创造阶段—让学生搭建模型和对模型编程

•	测试阶段—给学生一些时间，让他们探索更多可能

•	分享阶段—让学生记录并展示自己的实验成果

每组实验的时间为 3 个小时。每个阶段都非常重要，但是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和	

具体情况调整每个阶段的时间。

通过丰富的实验进行学习



探究阶段

• 联系

• 讨论

创造阶段

• 搭建

• 编程

分享阶段

• 记录

• 展示

测试阶段

• 设计

• 尝试

• 修改

收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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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o.2.0 的实验采用递进方式，分为四个阶段。下面对这四个阶段进行了介绍，并在	

右侧的图示中说明了与每个阶段相关的步骤。

在探索阶段，向学生提出科学或工程问题，让他们确定探究方法，并思考可行的解决	

方案。

在创造阶段，让学生搭建并编程乐高® 模型。 
在测试阶段，为学生布置任务，鼓励他们修改自己的乐高模型。WeDo 2.0 实验的活动分

为以下三种：探究、设计解决方案和使用模型，而测试阶段因活动类型而异。

在分享阶段，让学生使用自己的乐高模型演示和解释他们的解决方案，并利用集成的	

记录工具记录下他们的学习与发现成果。

 重要提示
在上述的每个阶段中，学生都应使用不同的方法记录下他们的发现成果、解决方案和	

流程。本文档可导出，用于评估、展示或与家长分享。

WeDo.2.0 递进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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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WeDo 2.0 实验的方式多种多样。当对教学材料的运用比较熟练之后，您可以根据

自己和学生的需要调整每个阶段的时间。

以下是开展引导实验的两种方式：

第一种：紧凑课程

可以设计紧凑课程，分为两节课，每节课 45 分钟。

第一节课

探究阶段（15 分钟）：使用乐高® 教育 WeDo 2.0 视频使学生了解学习课题，然后对学习

课题开展简短的讨论。

创造阶段（30 分钟）： 让学生按照搭建说明和编程帮助，搭建并为乐高® 模型编程。搭

建每个 WeDo 2.0 模型平均需要 20 分钟，但实际时间因学生的年龄和搭建经验而异。

第二节课

测试阶段（30 分钟）：让学生完成课程中提出的任务。

分享阶段（15 分钟）：给学生一些时间，让他们记录下实验成果（例如，录制视频），

然后与其他小组分享。

利用四个阶段规划教学顺序

分享：  
15 分钟

测试： 
30 分钟

探究：  
15 分钟

创造：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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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完整课程

完整课程包括四节课，每节课 45 分钟。

第一节课

探究阶段（45 分钟）：阅读故事、观看乐高® 教育 WeDo 2.0 视频、回答问题并开展讨

论，深入了解学习课题。

第二节课

创造阶段（25 分钟）：让学生按照搭建说明和编程帮助，搭建并为乐高® 模型编程。搭建

每个 WeDo 2.0 模型平均需要 20 分钟，但实际时间因学生的年龄和搭建经验而异。

测试阶段（20 分钟）： 完成课程中提出的任务。

第三节课（可选）

测试更多可能（45 分钟）： 完成课程中提出的不同任务。此任务可能会要求学生重新

搭建一个模型。此任务为可选任务，可以让学生在完成前面的学习之后马上重新运用	

所学知识。

第四节课

分享阶段（45 分钟）： 让学生与众人分享自己的成果。给每个小组 3 到 4 分钟的时间，

让他们向全班展示自己的发现。

利用四个阶段规划教学顺序

分享：  
45 分钟

测试更多可能：  
45 分钟

探究：  
45 分钟

测试： 
20 分钟

创造： 
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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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实验配备了“教师助手”。“教师助手”中提供了一些材料，可帮助您制定课程计划和	

开展教学。

这些材料包括： 

• 实验概述

•	实验类型

•	课程链接

•	课程计划支持材料

•	讨论问题和答案

•	实验准备材料

•	搭建帮助

•	编程帮助

•	计算思维培养支持材料

•	探究技能培养支持材料

•	建模技能培养支持材料

•	设计技能培养支持材料

•	沟通技能培养支持材料

•	评估支持材料

使用教师助手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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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实验采用简单和递进式的设计，旨在向学生介绍 WeDo 2.0 的软件功能和学习体验。

在该实验中，一个名叫“Milo (麦乐)”的角色将带领您和您的学生开启一场神奇之旅，探索

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寻找奇特的植物标本。

在 A 部分—“Milo (麦乐) 科学漫游器”中，学生将：

•	展开讨论

•	搭建乐高® 模型

•	为他们的设备连接智能集线器

•	为乐高模型编程

•	使用拍摄工具拍摄照片

•	使用记录工具进行记录

在 B 部分—“Milo (麦乐) 运动传感器”中，学生将：

•	探索使用运动传感器的不同方式

•	使用拍摄工具录制视频

在 C 部分—“Milo (麦乐) 倾斜传感器”中，学生将：

•	探索使用倾斜传感器的不同方式

•	使用拍摄工具为他们的程序拍摄照片 

在 D 部分—“合作”中，学生将： 
•	同时使用多个智能集线器

•	与其他小组合作

开展基础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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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实验可帮助您有序地开展实验，通过递进式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不断进步和建立	

自信，为他们未来取得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所有引导实验都为教师提供了支持材料，其中包括： 

•  课程链接

•  详细的备课指导

•  评估标准

•	有关学生对课题常见误解的明确注释

•	引导学生完成每节课的探究、创造、测试和分享阶段的指南

 建议
建议首先开展基础实验，然后再开展一到两个引导实验，以确保学生了解 WeDo 2.0 的
学习方式与方法。

开展引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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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实验同样是采用探究、创造、测试和分享的程序，但没有引导实验的详细指导。

开放性实验只提供一些简介和搭建启示。

开放性实验的重要特征是可以针对您所感兴趣的领域，开展贴合本地教学和具有挑战性

的实验。您可以运用自己的创造力改动实验内容，使其适合您的学生。您可以在“开放性

实验”章节中了解有关开放性实验的教学指南。

所有开放性实验的简介中都会为学生提供三个建议性的基础模型，可以在设计库中查看。

设计库位于软件中，为学生提供了一些搭建创意（模型库）和编程创意（程序库）。	

学生不应当照搬里面的模型或程序字符串，而是应当从里面获取设计各种功能的灵感，

如让模型举起物体、移动或闪烁。学生可以在设计库中找到：

•	基础模型的搭建说明

•	参考模型的特写图片

•	基础功能的程序描述

•	参考功能的程序描述

 重要提示
设计库和开放性实验可在 WeDo.2.0 的软件中找到。

开展开放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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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记录他们的实验过程，以便您对他们进行跟踪、确定他们需要辅导的地方以及	

评估他们的实验进度。

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在记录过程中，他们可以： 
1.  为搭建模型的重要步骤或模型成品拍照

2.  为小组的一些重要工作拍照

3.  录制视频，说明他们遇到的问题

4.  录制视频，说明他们的探究内容

5.  使用记录工具记录下关键信息

6.  通过互联网寻找支持性的图片

7.  为他们编写的程序截屏

8.  在纸上写写画画，并且拍下来

 建议
根据学生的年龄，可搭配使用纸质文档与电子文档。

记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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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的最后，学生要分享他们的发现与解决方案，这是培养他们表达能力的绝佳方式。

可以让学生通过下面这些方式分享他们的实验成果： 
1.  让学生制作海报来展示他们的乐高® 模型。

2.  让学生描述他们的探究过程。

3.  让一组学生在老师、其他小组或全班同学面前，展示他们最棒的解决方案。

4.  邀请一名专业人士（或一些家长）来听学生分享。

5.  在学校组织一场科学展。

6.  让学生通过录制一段视频来说明他们的实验，并将视频发到网上。

7.  为实验制作海报，并在学校展示。

8.  将实验记录发给家长，或放入学生档案。

 建议
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分享过程中可以让学生给他人的作品给予一些好评或提出	

一些问题。

分享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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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和米娅的虚拟 WeDo 2.0 科学实验室可以很自然地将学生引入到各种现实问题中。

每个引导实验中都会有他们的身影。

麦克斯是个实验狂，他喜欢探索新事物，而且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米娅热衷于探索发现，她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总想了解更多的东西。

在基础实验中，麦克斯和米娅加入到了  Milo(麦乐)科学漫游器的探索之旅。

麦克斯和米娅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科学实验，非常 欢迎您来到乐高® 教育 WeDo 2.0 
科学实验室！

科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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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o.2.0 实验有助于培养科学实践能力，可帮助学生拓展思维、学习知识和认知周围的

世界。

实验递进式的流程和难度使学生可以在探究和学习关键科学主题的过程中，能力得到	

不断提升。实验经过精心挑选，涵盖各种主题和问题。

WeDo.2.0 实验包含 8 项科学和工程实践： 
1.  提出并解决问题

2.  运用模型

3.  设计原型

4.  调查研究

5.  分析和解读数据

6.  运用计算思维

7.  通过证据进行论证

8.  获取、评估和交流信息

指导原则是在开展每一级的实验时让每个学生都参与上述所有实践。

利用 WeDo.2.0 培养科学与工程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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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工程实践是全部课程的主线，所有内容均应通过这些实践进行教授。尽管实践过

程中的学术定义非常重要，但最好根据学生的年龄，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学生讲解实践

的含义。

下面给出了这些实践的基本原则，并列举了一些有关如何在 WeDo.2.0 实验中利用这些

实践的例子。

1. 提出并确认问题

此实践主要是让学生运用观察能力来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2. 设计并运用模型

此实践主要是让学生利用之前的经验和具体事件，通过建模来解决问题。其中包括改进

模型，以及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3. 计划并开展探究

此实践主要是让学生通过探究来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并对方案进行测试。

4. 分析和解读数据

此实践主要是让学生学习如何从实践中收集信息，记录发现成果，以及分享学习过程中

的想法。

利用 WeDo.2.0 培养科学与工程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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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用数学和计算思维

此实践主要是让学生认识数字在数据收集中的重要性。学生可以练习阅读和收集探究	

数据、制图以及绘制数字数据图表。他们将学会通过添加简单的数据集来得出结论，	

并理解或设计简单的算法。

6. 解释说明并设计解决方案

此实践主要是让学生学习解释问题或为问题设计解决方案。

7. 通过证据进行论证

利用证据建设性地分享想法，这是科学和工程设计的重要特点。此实践主要是让学生	

学习如何分享他们的想法，以及如何向其他人进行证明。

8. 获取、评估和交流信息

此实践主要是让学生了解真正科学家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科学家如何通过探究来	

收集信息、评估自己的发现和记录信息。教师需要探索不同的方法来让学生收集、记录、

分析和交流他们的发现成果。其中一些方法包括：电子演示、档案资料、图画、讨论、

视频和交互式笔记本。

利用 WeDo.2.0 培养科学与工程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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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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思维是指在不同的领域和环境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一系列技能。这些	

技能并不仅仅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相关，锻炼这些技能也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像计算机一样

思考。计算思维相关的技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WeDo 2.0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 

分解

学生将学习到如何将问题分解，从而更轻松地找到解决方案。

 
概括（发现规律）

学生将练习在任务中找出自己熟知或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的部分。

算法思维

学生将学习确定解决问题的步骤顺序。在计算机领域中，这种创建步骤和对步骤排序的

做法通常是指编码和编程。

评估

学生将学习评估自己的原型是否能够按照预期的方式运作。如果不能，他们需要找出	

需要改进的地方。

抽象化

学生将学习足够详细地解释自己的解决方案，同时省略不必要的细节。

利用 WeDo.2.0 培养计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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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eDo.2.0 实验中，乐高®积木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运用方式： 
1.  模拟现实

2.  探究

3.  设计

由于每种方式的实验结果各不相同，因此这三种方式使您可以设计出不同的实践。

1. 运用模型

学生运用乐高积木来展示和描述他们的想法。

学生可以通过搭建模型来收集证据或进行模拟。虽然只是对现实的模拟，但模型可以	

加深学生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和理解。

在开展模拟实验时，应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创造力来尽可能准确地模拟现实。要做到	

这一点，他们需要发现并解释模型的局限性。

模拟相关的引导实验包括： 
•  青蛙的生长变化

•  植物与授粉

2. 探究

规划与开展探究是科学实验的理想框架。通过主动地探究问题来强化学生的学习效果。

鼓励学生做预测、开展测试、收集数据和得出结论。

在开展探究实验时，应鼓励学生特别注意测试的公平性。让他们寻找测试中的因果关系，

确保每次只更改一个参数。

探究相关的引导实验包括： 
•  拉力

•  速度

•  坚固的建筑结构

利用乐高® 积木探索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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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

让学生给一个不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可能要求学生制定计划、设计模型、

进行模拟、编写程序和进行展示。设计过程中，将要求学生不断调整和修改他们的解决

方案，以达到标准。

在设计解决方案时，认识到“失败乃成功之母”非常重要。因此，学生首次尝试在规定的

时间内可能无法得到可行的解决方案。这种情况下，应让他们反思自己的设计过程，找

出设计中的问题。

在开展设计实验时，应鼓励学生运用创造力设计多种解决方案。让他们选择他们认为最

贴近您所设定标准的方案。

设计相关的引导实验包括： 
•  预防洪水

•  空投和营救

•  废品分类回收

 重要提示
学生完成这三种实验后所创建的文档中可能包含不同类型的信息。

利用乐高®积木探索工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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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o 2.0 将向学生介绍一种基于图标的编程方法。在每个实验中，学生都有一部分工作

是要确定启动马达和使用传感器的正确顺序。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明白，既可以通过改进模型的搭建方式，也可以通过改进编程方式

来解决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计算思维”，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技能。

WeDo 2.0 使学生可以在工程设计过程中培养自己的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相关的引导实验包括： 
•	月球基地

•	抓取物体

•	发送信息

•	火山警报

利用乐高® 积木探索计算思维世界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检查和评估学生	

的 WeDo 2.0 实验情况，其中包括： 
•  日常评估表

•  观察评估表

•  记录文档

•  自我评估表

WeDo 2.0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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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科学、工程和计算思维技能需要时间和不断的反馈。就像在设计阶段，学生

需要知道“失败乃成功之母”一样，评估中向学生提供的反馈既应当包括他们表现出色的

方面，也应当包括他们需要改进的方面。

问题导向学习重要的并不是成功或失败，而是成为一个主动的学习者，不断地建立和	

尝试新的想法。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学生提供反馈，帮助培养他们的技能。例如，在 WeDo 2.0 实验的

各个阶段，可使用提供的评价标准作为参考，同时：

•	观察每名学生的行为、反应和策略 
•	就学生的思路提出问题

由于学生通常分为小组，因此同时针对小组和个人提供反馈将很有帮助。

 重要提示
评估标准可以在 WeDo 2.0 软件课程包文档的“评估”章节找到。

为学生提供反馈



本章将介绍如何在教室里轻松使用 WeDo 2.0。

成功开展课程取决于以下一些关键因素： 
•  充分的材料准备

•  周到的教室布置

•  良好的 WeDo 2.0 实验准备

•  清晰明确的指导

课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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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WeDo 2.0 对学生开展教学之前

1.  在计算机或平板电脑上安装 WeDo 2.0 软件。

2.  打开每个乐高®  教育 WeDo 2.0 核心套装，整理教学材料。

3.  将适合教学的材料进行整理和分类。

4.  给教材盒子、智能集线器、马达和传感器贴上标签，有助于了解小组或学生应该使用

哪些教材。在教室里展示部件列表，有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请参考工具箱的搭建	

介绍）

5.    智能集线器需要两节 5 号(AA)电池，或同型号的充电电池。(可在教室里常备一些 5 号
电池，以供学生使用。）

 建议
为了能够更好地在课堂中实施教学，建议给每个智能集线器一个名称，这可以在  
WeDo 2.0 软件的连接中心中进行。

要为智能集线器重新命名

进入 WeDo 2.0 软件的连接中心：

1. 按下智能集线器上的绿色按钮。

2. 在列表中按下智能集线器的名称，与之连接。

3. 长按要更改的已连接智能集线器的名称。

4.  此时，就可以输入智能集线器的新名称了（例如 A、B 等）。上述工作将有助于学生

更方便地连接正确的智能集线器。

教学材料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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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管理

教师准备

1.  阅读概述和实验描述，选择要开展的实验。

2.  阅读实验内容介绍，熟悉实验流程，了解教师助手中的内容。

3.  检查套装中的积木，并制定一些重要的预期目标，据此确定如何在课堂中使用 
WeDo 2.0 材料。

4.  把自己当作学生，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尝试基础实验。

5. 去上课之前，检查您针对所选实验制定的教学计划。

教室布置

1.  将学习用品柜、移动推车和其他可以储存的空间整理好。

2.  如果教室内没有测量工具，请准备一盒测量工具，包括：直尺、皮尺、纸和笔，用于

收集数据和制作表格。

3.  确保教室中有足够的空间让学生进行实验。

4.  在备课时，要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可以把零部件放回盒子中，并把未完成的模型

放在安全的地方。

现在可以开始教学了！

开展实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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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eDo 2.0 与电子设备时，良好的课堂管理氛围不可或缺。

为小组制定明确的目标： 
•  WeDo 2.0 实验以两个学生一组为最佳。

•  让学生可以发挥他们的特长。

•  适时给高级别小组一些有挑战且能学习到新技能的任务。

•  让学生自行选择在小组中所要承担的任务与担任的角色。

 建议
按小组人数，每位学生可担任一至数个小组角色，有助于培养协作配合能力。可参考	

下面的角色： 
•  搭建者—积木选择

•  搭建者—积木组装

•  编程者—编写程序

•  记录者—拍照与摄像

•  展示者—解释实验内容

•  小组长

适时的角色转换也很有必要，让每个学生尝试不同的角色，更好地发展不同的技能。

学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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