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框架与评估 

项目简介 

 

一、 项目愿景 

在中国科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追光行动——乡村青

少年素养提升项项目”的范围内，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STEM 教育研究中心的专家课题组支持开发适合中国青少年

的 STEM 素养框架以及对应的素养测评工具。该框架与测评

工具旨在参考国际青少年 STEM 素养研究与发展现状，探索

联合国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STEM 

Literacy）提升实践的关系，全面勾勒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

发展图景，促进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发展，关注提升欠发达

地区青少年 STEM 素养面临的挑战，强调落实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

学习机会”的目标。 

二、 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框架与测评工具研发思路 

围绕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课题组开展以下三项

关键举措：1、构建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框架；2、研发青少

年 STEM 素养评估工具；3、开展青少年 STEM 素养全国调研。 



 

其中，举措一产出的青少年 STEM 素养框架，将同时考虑

国际理论和国内现状，是研发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工具的

重要理论依据；举措二研发的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工具，是

开展可量化的青少年 STEM 素养全国调研的重要载体；举措

三进行全国调研将全景勾勒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现状，并

对标国际相关评估结果。 

（一） 构建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框架 

围绕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并结合

国际比较研究成果及我国国情，构建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

框架，形成能够指导后续调研工作及实践的理论基础。期间

邀请国际专家参与相关工作，旨在推动相关成果与国际接轨，

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 

（二） 研发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工具 

基于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框架，邀请国内外专家

共同研发适用于 7 年级和 9 年级学生的评估工具，并通过对



试点地区的小规模试测，进一步调整完善评估工具。基于评

估工具内容，配合技术单位的产品经理、研发人员，梳理中

国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测试平台的开发需求，支持测试平

台开发，形成可执行、可持续的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工

具。 

具体任务： 

1. 依据框架、指标研发中国青少年STEM素养评估工具； 

2. 使用研发的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工具，选择试

点区域开展小规模试测； 

3. 基于试测成果进行评估工具优化； 

4. 基于评估工具支持技术单位开发中国青少年 STEM 素

养评估测试平台。 

绩效指标： 

指标类型 具体描述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指标 1：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工具

（7年级） 
1套 

指标 2：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工具

（9年级） 
1套 

指标 3：举行专家咨询与论证会（线上、

线下） 
10轮次 

指标 4：小范围试测 
1次/套评估工具 

样本量≥100/套工具 

指标 5：支持技术单位开发中国青少年

STEM素养评估测试平台 
1套 

质量指标 指标 1：中国青少年 STEM素养评估工具 
≥10 位国内外相关专

家论证及认可 

时效指标 
指标 1：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工具

开发完成时间（含试测优化） 
6个月 

 



（三） 开展青少年 STEM 素养全国调研 

建立抽样模型并依据模型开展全国抽样，使用框架及评

估工具开展针对 7年级和 9年级学生的青少年科学素养全国

调研（不含区域性描述），基于全国调研结果编写双语数据报

告及中文政策咨询报告。 

具体任务： 

1. 建立抽样模型； 

2. 并依据抽样模型开展全国抽样及评估调研； 

3. 回收、处理调研数据，依据数据编写中、英双语中国

青少年 STEM素养调研报告并发布； 

4. 依据调研结果，编写中文政策咨询报告。 

绩效指标： 

指标类型 具体描述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指标 1：青少年 STEM 素养全国调研抽样

模型（7年级、9年级共用 1套） 

1套 

指标 2：抽样样本总量（暂估，后期可根

据实际情况双方约定） 

每个年级≥10000，总计

≥20000 

指标 3：基于调研数据的中、英双语中国

青少年 STEM素养调研报告 

1个 

指标 4：基于调研结果的中文政策咨询报

告 

1个 

指标 5：举行专家咨询与论证会（线上、

线下） 

6轮次 

质量指标 

指标 1：抽样模型及实施具有科学性 
≥3 位国内相关专家论

证及认可 

指标 2：中、英双语中国青少年 STEM 素

养调研报告 
成果公开发布 

时效指标 

指标 1：抽样模型及实施 6个月 

指标 2：数据处理及分析 2个月 

指标 3：调研数据报告撰写 4个月 

指标 4：政策咨询报告撰写 4个月 



三、 实施计划与预期时间线 

工作阶段 具体工作及工作内容要点 截止时间 

筹备及启

动 

确定合作内容、方案并签署合作协议 2021.12.20 

专家委员会邀请 2022.01.10 

项目启动会 2022.01.20 

构建青少

年 STEM

素养评估

框架 

梳理国内外青少年 STEM素养评估相关理论研究成

果，形成国际比较研究报告 

2022.03.01 

基于中国国情，参考国际比较研究成果，构建中国

青少年 STEM素养评估框架、指标 

2022.06.01 

研发青少

年 STEM

素养评估

工具 

依据框架、指标研发中国青少年 STEM素养评估工

具 

2022.09.01 

使用研发的中国青少年 STEM素养评估工具，选择

试点区域开展小规模试测 

2022.10.01 

基于试测成果进行评估工具优化 2022.12.01 

基于评估工具支持技术单位开发中国青少年 STEM

素养评估测试平台 

2022.09.01 

（试测版本） 

2023.03.01 

（全国调研

版本） 

开展青少

年 STEM

素养全国

调研 

建立抽样模型 2023.03.01 

并依据抽样模型开展全国抽样及评估调研 2023.05.01 

回收、处理调研数据 2023.07.01 

依据数据编写中、英双语中国青少年 STEM素养调

研报告 

2023.11.01 

依据调研结果，编写中文政策咨询报告 2023.11.01 

宣传推广 调研报告公开发布 2023.12.01 

注：实际项目执行时间根据项目经费执行情况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