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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开放和远程学习展望： 通过移动学习增加教育机会》 是一

本及时反映移动教育的书籍，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那里使

用移动技术的人群比例在大幅增加。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许多学

习者跳过个人电脑阶段， 直接开始使用移动设备， 这就导致了使

用移动设备获取学习资料的需求量大增， 而且人们将使用移动设

备作为拓展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的机会。

本书就如何开发和实施成功的移动学习提供宝贵的观点， 每

个章节均由全球移动学习领域的一个或多个专家编写。

第一部分描述了设计移动学习材料的思考和方法。 移动学习

材料开发者必须遵循标准， 这样学习材料才能作为开放教育资源

（Ｏｐ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ＥＲ） 进行分享。 开放教育资源通

过移动技术发布， 全球各地的居民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均可获

得并负担得起。 第二部分讨论了如何通过最少的成本实现对教育

资源最大化的访问， 并保持发布过程的灵活性， 从而成功地实施

移动学习。 第三部分通过示例说明移动学习如何用于多种环境，

包括从正规教育到实时学习， 如学校、 高等教育机构、 工作场所

和野外。

本书为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 无论背景、 文

化、 地区和地位如何， 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可以方便地进行移动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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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是各个学习领域开放教育资源的倡导者，

与合作伙伴共同研究如何将移动设备用于学习发展， 并对移动技

术进行现场测试。 开放教育资源和移动学习的结合将会给教育方

式，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方式带来革新。 教育工作者和开发

者必须将学习材料制作成开放教育资源， 让人们获得负担得起的

教育。 因此， 开放教育资源和系统必须尽快开发， 并通过移动技

术实现学习。

年青一代的学习者经常使用移动技术， 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因此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移动技术获得学习材料。 与此同时， 许多

领域的信息爆炸意味着知识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 考虑到这些因

素， 全世界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应当降低所有

人的互联网访问成本， 并最终实现免费。

想象一下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可以使用无线手持设备访问大量

的开放教育资源， 这种对信息和知识的公开访问可以极大地改变

无数人的生活质量， 让每个人都受到尊重， 让世界变得更加

平等。

阿莎·卡瓦 （Ａｓｈａ Ｓ Ｋａｎｗａｒ） 教授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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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ＩＦＴＤＯ） 主席， 是全

球 移 动 学 习 协 会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ＡｍＬｅａｒｎ） 的创始董事之一； 他还担任加拿大培训和发展协会的董事会成

员。 Ａｌｌｙ 教授主持了第五届移动学习世界大会， 并与他人共同主持了第一

届图书馆移动技术应用 （移动图书馆） 世界大会。

Ｊｕｄｙ Ｂｒｏｗｎ 女士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研究移动学习， 而她从事移动学习技

术研究的时间已超过 ３０ 年。 她现在与政府、 公司和学校合作， 全职从事移

动学习领域的工作。 Ｊｕｄｙ 女士曾经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学习和信息技

术办公室担任新兴技术分析师， ２０００ 年年初， 她在威斯康星大学系统与美

国国防部合作， 创办了学术高级分布式学习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ＡＤＬ） 联合实验室并担任执行董事。 退休之后， 她继续支持 ＡＤＬ 总

部组建并领导 ＡＤＬ 移动学习团队。 目前她依然在编写 ＡＤＬ 移动学习简

讯， 同时参与一些涉及问题解决方案和其他内容的移动学习计划。

Ｃｅｓａｒ Ｃｏｒｃｏｌｅｓ 先生从 ２００１ 年起担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计算

机科学、 多媒体和通信系的讲师。 ２０００ 年他获得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数学学

士学位。 他的研究方向是使用技术和多媒体改善 ＳＴＥＭ 学科的教学。

Ｈｅｌｅｎ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女士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获得技术和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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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博士学位， 目前担任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多明尼昂大学教学系助理教

授。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博士的研究领域为移动学习， 尤其侧重情境感知泛在学习

（移动学习的子分类）。 另外， 她还担任国际教育技术协会的教学设计咨询

师和教师。

Ｉｎｇｅ Ｉｇｎａｔｉａ Ｄｅ Ｗａａｒｄ 女士是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移动学习和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程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ＭＯＯＣ） 的研究人员。 她拥

有丰富的信息技术和教育学背景， 从 １９９９ 年起参与电子学习的研究。 她与

全球各地的人士合作实施了一些电子学习和移动学习项目。 Ｄｅ Ｗａａｒｄ 女士

是移动学习技术免费开放在线课程 ＭｏｂｉＭＯＯＣ 的组织者， 她还是电子学

习协会 《学习解决方案》 杂志的作者， 定期撰写学术和其他方面的论文。

她担任 “移动学习 ２０１２” 和信息社会发展国际协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ＡＤＩＳ） 计划委员会成员，

是移动学习课程框架 （南非倡议） 协作者。 另外， 她还是 ＭＯｂｉＭＯＯＣ 研

究团队， ＩＡｍＬｅａｒｎ、 ｍＬｅａｒｎｐｅｄｉａ 内容社区， 在线教育柏林顾问委员会以

及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学习内容社区的成员。

Ｎúｒｉａ Ｆｅｒｒａｎ⁃Ｆｅｒｒｅｒ 女士从 ２００５ 年起担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

信息和通信科学系副教授， 从 ２０１１ 年起担任研究和创新组织的副主席助

手。 她拥有巴塞罗那大学信息科学博士学位 （２０１０）、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新闻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８） 和信息科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３）、 加泰罗尼亚开放

大学的信息社会学硕士学位 （２００５）。 她的研究内容广泛， 从个人信息管

理、 多种情境下 （电子学习、 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 与信息相关的能力，

到开放教育内容和实践。

Ｍｕｒｉｅｌ Ｇａｒｒｅｔａ 女士担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学习服务部门总

监。 她之前担任 Ｏｆｆｉ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公司的高级产品经理和用户体

验分析师。 她拥有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硕士学位， 法国夏尔·戴

高乐 － 里尔第三大学 （法国） 多语言和信息通信技术研究生学位， 以及西

班牙巴塞罗那开放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 作为部门总监， 她与教师和终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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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紧密合作， 采用整体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开发学习工具。 她的

团队包括计算机科学家、 心理学家、 教育学专家、 平面设计师和可用性

专家。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Ｇｌａｈｎ 先生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国际关系和安全网络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ＳＮ） 组织的研究人员，

他的专长是移动学习技术研究。 在加入 ＩＳＮ 之前， 他在荷兰开放大学学习

科学和技术中心担任助理教授。 他拥有教育技术学的博士学位及教育和计

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 他的研究方向为设计教学方法和工具以扩大正式和

非正式的学习方式。 他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同行评审论文超过 ３０ 篇， 参与了

多个国内和国际关于终身学习、 教育技术研究和开发的项目。 另外， Ｇｌａｈｎ

博士还担任国际移动学习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是 ＳＷＩＴＣＨ ＳＩＧ 移动学习

机构的主席。

Ｍｉｋｅ Ｈｒｕｓｋａ 先生是技术专家和企业家， 在扩展标准、 新兴技术、 学习

和科学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曾担任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国家标准和

技术机构研究人员。 现任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机构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该

机构向政府、 商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学习技术解决方案。

Ａｎｄ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 先生已在分布式学习领域工作超过 １０ 年。 在高级分布式

学习计划中， 他参与开发了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Ｓｈａ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ｂ⁃

ｊｅｃ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ＣＯＲＭ）。 他还担任内容结构架构师， 为多个政府

项目提供 ＳＣＯＲＭ 支持，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联合知识开发和分布能力

（Ｊｏｉ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ＫＤＤＣ） 课程。

Ｊｏｈｎｓｏｎ 先生目前在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机构担任游戏和学习分析师。

Ｃｈｅｅ⁃Ｋｉｔ Ｌｏｏｉ 先生担任可扩展性、 翻译和商业化中心主任， 同时担任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 Ｌｏｏｉ 教授以学校为基础开展研

究， 即在新加坡的教室里实施和扩大技术创新与移动技术。 他在无缝和移

动学习方面的创新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在学校创造了 １ ∶ １ 的计算模型。 他

的研究改变了新加坡小学三四年级的科学课程， 让学生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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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探究学习。 由于研究成果显著， 学校决定在所有年级实施这种 １ ∶ １ 的计

算模型， 并将其应用于更多的课程。 Ｌｏｏｉ 教授的移动学习项目应用于美国

和全球 ２５ 个手持学习产品和研究项目中， 美国芝麻工作室 ２００９ 年的报告

《口袋的潜力： 使用移动技术促进儿童学习》 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Ｒｏｒｙ ＭｃＧｒｅａｌ 先生是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计算机技术教育学教授。

他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开放教育资源主席， 技术

增强知识研究所 （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ＥＫＲＩ） 所长。 他之前在阿萨巴斯卡大学担任主管研究的协理副校长。 在

进入阿萨巴斯卡大学工作之前， 他曾在Ｃｏｎｔａｃｔ Ｎｏｒｔｈ （一家位于安大略省

北部的远程教育网络） 担任主管。 他也曾在中东、 塞舌尔 （印度洋） 和欧

洲工作。 他曾经获得远程教育从业者 “魏德迈奖”。 他从技术、 教学法和

政策角度， 研究了远程教育系统与网络的实施和管理。 他目前的研究方向

包括技术辅助学习中开放教育资源和标准的使用， 特别是移动设备学习对

象的开发 ／ 应用， 以及非正式学习者的评估和认证。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Ｐａｃｈｌｅｒ 先生现任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教授、 国际教

师教育主任。 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新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教育和发

展， 以及外语教学的各个方面。 他在这些领域出版了多部书籍并负责多项

管理 工 作。 从 ２００７ 年 开 始， Ｐａｃｈｌｅｒ 教 授 担 任 伦 敦 移 动 学 习 团 队

（ｗｗｗ ｌｏｎｄｏｎｍｏｂｉ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ｅｔ） 召集人， 该团队汇集了全球各个领域的

跨学科研究人员， 涵盖文化和媒体研究、 社会学、 （社会） 符号学、 教育

学、 教育技术学， 以及基于工作的学习和学习设计。 在 《移动学习： 结

构、 机构、 实践》 一书中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纽约， ２０１０）， 该团队围绕社会文化

生态学的概念， 阐释了用于学习的理论和概念框架。 另外， Ｐａｃｈｌｅｒ 教授与

他人共同编写了 《移动学习： 实现研究日程》 （ＷＬＥ 中心： 伦敦， ２００７），

《研究移动学习： 框架， 工具和研究设计》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牛津， ２００９） 和

《基于工作的移动学习： 概念和案例》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牛津， ２０１１）。

Ｙｅｏｎｊｅｏｎｇ Ｐａｒｋ 女士在过去 １０ 年曾担任教学设计师、 顾问和研究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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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她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获得教育技术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在美国弗吉

尼亚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系获得教学设计和技术博士学位。 目前 Ｐａｒｋ 博士在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教育学院担任教师， 主要讲授教学方法和技术。 在过去

的两年里， 她为多家公司提供人力资源发展咨询， 并为三星公司安全数据

系统 （Ｓａｆｅｔｙ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ＤＳ） 进行智能学习研究。 Ｐａｒｋ 博士曾在弗吉

尼亚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实验室担任经理。 作为教学设计和技术共

同体成员， Ｐａｒｋ 博士发表了多篇论文， 担任期刊和会议论文评审员， 在多

个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 她最近的研究方向包括社会学习理论和新兴技

术， 如移动设备、 增强现实、 社会性软件和数字化游戏。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ｒｓｏｎｓ 先生现任新西兰奥克兰市梅西大学信息技术副教授。 他

拥有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信息技术博士学位，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计算机

科学硕士学位， 在学术界和 ＩＴ 产业界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是 《移动和混

合式学习国际期刊》 的创始主编， 曾发表多篇关于计算机编程、 网页应用

开发和移动学习的论文。 Ｐａｒｓｏｎｓ 博士在 ２００７ 年主持了移动学习技术和应

用会议， 并与他人合作编写了 《创新移动学习： 技巧和技术》 （信息科学

参考， ２００９）。 另外， 他编辑了 《 ＩＪＭＢＬ 年度论文集》 并作为普通丛书出

版。 他还担任国际移动学习协会成员， 澳大利亚新西兰移动学习团队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ＺＭＬｅａｒｎ） 委员会成员，

以及英国计算机协会的专业成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Ｐｉｍｍｅｒ 先生是瑞士西北应用技术大学学习实验室的教育研

究人员、 顾问和项目协调人。 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技术增强学习和交流、 社

会和移动媒体、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 基于工作的学习以及医疗和临床教

育。 在这些领域， Ｐｉｍｍｅｒ 先生参与并领导了多个在学校、 大学和公司实施

的多学科和跨学科项目， 实施地点包括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

家。 他是 《基于工作的移动学习： 概念和案例》 一书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牛津，

２０１１） 的合编者， 以及 《移动和混合式学习国际期刊》 的编委会成员。 另

外， Ｐｉｍｍｅｒ 先生参与了多个以创新学习和教育形式为主题的实践和科学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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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组织， 如伦敦移动学习团体和瑞士教育创新网络。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Ｐｏｌｔｒａｃｋ 是一位软件工程师、 系统架构师和技术项目经理， 他

拥有丰富的在线学习技术经验。 从 １９９９ 年起， Ｐｏｌｔｒａｃｋ 先生参与制定了多

个电子学习标准， 其中包括 ＳＣＯＲＭ。 他目前是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机构合作

伙伴， 为美国政府在线学习计划提供服务。

Ｔ Ｖ 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 先生目前担任印度坎普尔省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

和工程学教授。 他的研究方向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尤其是知

识管理。 关于 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 教授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ｗｗｗ ｃｓｅ ｉｉｔｋ ａｃ ｉｎ ／

ｕｓｅｒｓ ／ ｔｖｐ ／ 。

Ｊｏｓｅｐ Ｐｒｉｅｔｏ Ｂｌａｚｑｕｅｚ 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获得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

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之前获得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

位。 从 １９９８ 年起， 他在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计算机科学、 多媒体和电信系

担任讲师， 从 ２００１ 年起担任计算机科学项目总监以及电信系的副主任。 他

的研究侧重于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探索性和应用技术。 他参与了一些无

线、 自由软件和虚拟学习环境项目， 是移动性、 多媒体和多设备创新团队

（ｍＵＯＣ） 成员， 也是开放网络密码学和信息安全 （ ｔｈｅ Ｋｒｉ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Ｏｐｅ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ＫＩＳＯＮ） 研究团队的成员。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Ｒａｌｓｔｏｎ 先生目前在联合国难民署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ｇｈ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ＵＮＨＣＲ） 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市的全球学习中心任

职。 他担任设计和开发部门主任， 参与制定 ＵＮＨＣＲ 全球员工培训战略。

他的工作包括 ＵＮＨＣＲ 培训课程项目管理、 开发培训课程、 设计在线和移

动学习、 参与制订 ＵＮＨＣＲ 全球各地工作人员的战略培训计划。 另外， 他

还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皇家路大学教育系担任副职教

员。 Ｒａｌｓｔｏｎ 先生曾在加拿大社区大学协会 （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ＣＣＣ）、 加拿大创新教育网络 （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ＮＩＥ）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线和移

动学习主题发表演讲。 他拥有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职业教育硕士学位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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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大学教育学研究生学历， 目前正在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攻读教育

学博士学位， 论文探讨的是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全球背景下的移动学习。

Ｒａｌｓｔｏｎ 先生的研究方向包括教育领导力、 在线和远程学习， 特别是在线和

移动学习的实施。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 Ｇ Ｓａｍｐｓｏｎ 先生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希腊色雷斯大学电子工程学

系， １９９５ 年获得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电子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 他在希腊比

雷埃夫斯大学数字系统学院担任数字系统学习和教育教授； 在信息技术研

究所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ＴＩ） 和希腊研究与技术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ｅｌｌａｓ， ＣＥＲＴＨ） 担任研究员； 在加拿

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科学和技术系担任副教授。 他创办了用于教育和学习的

先进数字系统与服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ＳＫ）， 并从 １９９９ 年起担任董事。 Ｓａｍｐｓｏｎ 博士曾经在阿萨

巴斯卡大学计算和信息系统学院 （２０１０）、 台湾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

（２０１１） 和突尼斯大学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担任客座教授。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

是学习技术。 他合著出版物超过 ２８０ 份， 包括科学书籍、 期刊和会议资料，

这些出版物至少获得了 １ ３００ 次已知引用 （ｈ⁃ｉｎｄｅｘ： ２０）。 由于在先进学习

技术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 他曾经 ７ 次在国家会议上获得最佳论文奖。

Ｓａｍｐｓｏｎ 博士曾经在 ６４ 个研究项目中担任项目总监、 主要投资人和 （或）

顾问， 外部资金总额大约为 １ ４０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１—２０１６）。 他还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获得了美国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ＩＥＥＥ） 计算机社会杰出服务奖。

Ｔｅｒｅｓａ Ｓａｎｃｈｏ 女士于 １９９５ 年获得西班牙拉曼鲁尔大学电子工程学博

士学位。 从 １９９８ 年起在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 Ｏｂｅｒｔａ ｄｅ Ｃａｔａｌｕ⁃

ｎｙａ， ＵＯＣ） 电脑科学、 多媒体和电信系担任讲师。 Ｓａｎｃｈｏ 博士现在担任

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信息与知识社会博士课程的学术协调人和主任， 研究

与创新项目总监和副会长。 她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在线数学的情感

和认知研究； 使用互联网开展大学转变分析； 教育库和教学社区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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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 Ｓａｎｔａｎａｃｈ 先生拥有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ｏｎｉａ， ＵＰＣ） 软件工程师学士学位， 目前在加泰罗尼亚开

放大学学习技术办公室工作。 他不仅负责大学虚拟校园的设计和技术架

构， 还负责电子学习解决方案和教育资源的互通性和整合。 Ｓａｎｔａｎａｃｈ 先生

领导了多个国内和国际项目， 涵盖教育、 电子学习工具和标准 （如

ＳＣＯＲＭ 和 ＩＭＳ ＱＴＩ 平台、 视频会议、 音频和视频播客以及 ３Ｄ 环境）， 基

于 ＩＭＳ ＬＴＩ 和 ＯＫＩ ＯＳＩＤ 的整合和互通性服务。 他还是所在大学的电子学

习领域的研究员、 学习材料的作者以及辅导教师。

Ｅｉｌｅｅｎ Ｓｃａｎｌｏｎ 女士目前担任英国开放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教授， 教育

和教育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研究和创新部门副主任， 是爱丁堡大学墨

瑞教育学院客座教授。 Ｓｃａｎｌｏｎ 教授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伦敦

大学作为访问学者进行讲学， 并担任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ＡＲＣ） 及剑桥中心的顾问。 她目前主持的项目涉及

正式和非正式环境的学习， 探究性学习方法的发展以及偶发性学习框架。

资金来源包括欧盟委员会、 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会、 惠普基金会、 英国高

等教育基金会、 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 她还发表了主题广泛的著作， 包括

移动学习。

Ｍａｒｃｕｓ Ｓｐｅｃｈｔ 先生是高级学习技术教授， 是荷兰开放大学学习科学和

技术中心学习创新实验室主任。 他于 １９９５ 年获得德国特里尔大学心理学专

科文凭， １９９８ 年发表了关于适应性信息技术的博士论文。 从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１ 年， Ｓｐｅｃｈｔ 教授担任 ＧＭＤ 研究中心人机交互和移动信息技术高级研

究人员。 从 ２００１ 年起， 他开始担任弗劳恩霍夫应用知识技术机构 （ ｔｈｅ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ＩＴ） 移动知识部门

主任。 他目前参加了多个国内和国际研究项目， 内容涉及基于能力的终身

学习、 个性化信息支持以及情境和移动学习。 他的研究重点为移动和情境

学习技术、 学习网络服务以及用于学习的社交和沉浸式媒体。 Ｓｐｅｃｈｔ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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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ＡＣＭ、 ＩＥＥＥ 及荷兰 ＳＩＫＳ 和 ＩＣＯ 研究学校的成员， 还是苹果公司杰出

教育工作者。

Ｇｅｏｆｆ Ｓｔｅａｄ 先生是高通移动学习实验室主管。 高通移动学习实验室是

一家技术研究实验室， 致力于开发新的学习工具和引领创新方式， 即使用

移动和无线技术改善工作场所和家中的学习与绩效的创新方式。 Ｓｔｅａｄ 先生

是一位获得国际认可的学习技术专家， 从 ２００１ 年起便参与工作场所的移动

学习研究。 他最近参与的大型项目包括 ＪＫＯ 移动 （为美国政府发明和建立

的一个移动学习平台）、 ＭｏＬＥ （用于救灾机构移动学习的多国试验） 以及

ＯＭＬＥＴ （开放资源项目， 致力于跨平台电子学习的应用开发）。 Ｓｔｅａｄ 先

生参与这些项目的同时， 也在 Ｔｒｉｂａｌ ＵＫ 担任创新部门主任。

Ｙａｎｃｙ Ｔｏｈ 女士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学习科学实验

室助理研究员。 她目前还是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博士生， 她在博士论文中探

讨了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创新下， 系统影响力对以技术为支撑的学校能

力的阻碍。 Ｔｏｈ 女士的研究方向包括复杂系统、 技术领导力和学校改革。

Ａｖｇｏｕｓｔｏｓ Ｔｓｉｎａｋｏｓ 先生担任东马其顿和色雷斯技术学院计算机和信息

学教授， 从 ２００９ 年起代表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担任希腊远程教育硕士协

调员。 他发表了多部著作， 并担任超过 １４ 个国内和国际远程教育项目的协

调员 （或者协调团队的成员）。 另外， Ｔｓｉｎａｋｏｓ 教授作为受邀演讲人和发

言人， 参加了多个国际和国内会议。 ２０１１ 年， 他作为希腊教育部的国家代

表， 加入了博洛尼亚专家团队。

Ｂａｌａｊｉ 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 先生目前担任英联邦学习共同体技术和知识管理

部门的总监。 在过去近 ２０ 年的时间里， 他积极参与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于

农村发展的研究领域。 他的重要成就包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印度建立第一

批 “联网” 农村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并开发一系列的活动，

让半干旱热带地区的农民通过虚拟学校进行学习。 过去 ５ 年， 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

ｍａｎ 先生积极投入农学信息资源和生态系统数据库建设项目， 这些项目使

用语义网络技术和移动电话技术。 ２０１０ 年， 他从印度来到英联邦学习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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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作， 之后专注于开放教育资源的探索、 再利用和改造， 并担任世界开

放教育资源代表大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英联邦学习共同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的指导委员会成员。 他目前担任知识管理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以及

ＩＦＩＰ 下属的全球产业委员会成员。 他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通过在学习中

利用低成本的移动计算， 实现更大的发展。

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ｓ Ｚｅｒｖａｓ 先生在 ２００２ 年获得希腊技术大学电子和计算工程学

专科文凭， 在 ２００４ 年获得希腊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信息学和电信系计

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他目前正在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数字系统系攻读博士

学位。 他的研究方向为使用情境感知移动学习系统和数字系统公开访问教

育资源和实践。 他的合著出版物多达 ５０ 种， 包括书籍、 杂志和会议资料，

并获得至少 ６０ 次已知引用。 他在高级学习技术方面成就显著， 在国际会议

上曾经 ４ 次获得最佳论文奖。 他还是教育和学习高级数字系统与服务机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ＳＫ）

的高级成员， 在学习技术研究方面拥有 １０ 多年的丰富经验。 另外， Ｚｅｒｖａｓ

先生还担任 ＩＥＥＥ 技术委员会学习技术理事会执行委员， 是 《教育技术和

社会》 杂志的技术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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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移动技术在全球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人们越来越希望在

教育和培训中使用这种技术。 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这些国

家的居民直接跃过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阶段， 使用移动设备的

数量要远远大于电脑。 教育工作者和培训师需要开发能够在多种

设备上使用的学习材料， 包括移动设备， 而教师也要学习如何设

计和提供移动学习。

正是上述原因， 制定移动学习标准尤为重要， 这样才可以开

发高质量的移动学习材料， 在不同的教育机构之间分享。

本书介绍如何利用移动技术提供灵活的学习方式， 目的在于

帮助教育工作者和培训师开发和实施移动学习。 研究人员可以通

过本书中提供的信息， 研究在教育和培训中如何使用移动学习。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移动学习的设计。

第一章介绍移动学习技术的历史， 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方法的发展。 了解移动技术的历史， 才能感受到当前技术的

进步。

第二章介绍移动学习和移动应用开发的教育标准。 开发高质

量的移动学习材料并保证可移植性， 就需要遵循适当的标准。 标

准在不断演进， 教育工作者必须熟悉这些移动学习发展的标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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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介绍移动学习的教学设计框架， 该框架有助于开发移

动学习材料。 作者考虑到了交互距离与移动学习———假设完成移

动学习的大部分学习者都是在移动中学习的， 这非常重要。

第四章通过例子说明了为什么移动学习需要开放教育资源。

全球许多计划的目标都是让学习材料变为开放教育资源。 当然，

这需要克服诸多障碍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第五章介绍使用环境信息渠道 （ＡＩＣＨＥ） 模型构建基于情境

内外的学习支持， 并为使用传感器信息的应用提供开发指南。 由

于学习者处于移动之中， 因此他们可以在情境中使用传感器获取

信息和学习资料。

第六章描述移动学习与互动设计过程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转

化学习和自我激励学习方式的适应， 来提升用户在移动环境中的

学习体验。

第七章讨论如何利用移动学习的特点， 在合作、 探究和基于

位置学习方面提供新的学习机遇。 移动学习提供了新 “支架” 的

可能性， 换句话说， 通过移动学习的优势建立更大范围的合作，

如通过转变环境实现高效的知识迁移， 使用基于位置学习提高学

习的相关性。

第二部分介绍教育工作者和培训师如何实施移动学习。

第八章说明哪些方式和技术最适合简化不同平台之间的移动

学习过程。 作者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多种技术方法的混合， 消

除移动平台之间的差距， 提高移动平台上运行的学习应用程序的

可移植性。

第九章讲述如何解决移动学习面临的挑战， 特别强调了整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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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中嵌入移动学习的需求。 作者介绍如何通过自带设备、

移动社交媒体、 移动应用和移动传感器为移动学习带来的学习

机会。

第十章探讨目前的商业和开源移动课程播放器的情况， 并介

绍了一款适合发布课程的开源移动课程播放器。

第十一章介绍移动学习操作系统 （学习管理和学习编排系

统） 的共性特点， 这些特点可以用来设计新的解决方案， 并改善

现有的移动学习解决方案。

第三部分介绍教育和培训中的移动学习及其未来的发展

方向。

第十二章探讨教师在课堂上实施移动学习课程时面临的问

题。 作者以一个在智能手机上运行的小学 “科学移动” 课程为

例， 说明 “编排设计” 的复杂性。

第十三章概述高等教育中成功的移动学习经验和最佳实践。

在高等教育中， 移动应用增加了教学过程的步骤， 专门设计的一

些移动学习应用用于改善这些过程。

第十四章探索移动学习在工作场所的应用， 并说明了如何使

用移动设备在工作场所实施多种教学策略。 作者认为移动设备可

以连接不同的学习情境和方式， 支持学习者在职业生涯的不同背

景和阶段均可进行学习。 作者也指出如何使用移动学习进行终身

学习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领域。

第十五章介绍一个使用多种开源软件开发 “网页至移动” 和

“移动至移动” 语音和文字信息应用的计划。 农业专家使用这些

应用针对特定兴趣或特定商品建立农民群组， 这些农民可以定期

３



通过移动学习增加教育机会

获得本地专家发送的信息。 计划实施范围覆盖多种农业生态区，

涉及数十种农作物， 并跨越印度三个语言区。

第十六章通过介绍移动学习的挑战和机遇， 探讨移动学习的

未来， 鼓励人们进一步研究移动学习并成功地去实施。

随着移动技术变得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友好， 这些技术可以

在多个情境中提供教育和培训。 与此同时， 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

人使用移动技术， 教育工作者和培训师必须基于移动技术来设计

和提供学习资料。 而且， 未来的年轻学习者也希望使用移动技术

进行学习。

许多国家都实施了大型计划， 为国民提供移动技术， 这符合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的要求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２１ 世纪为所

有人提供教育的目标。 例如， 卡塔尔基金会正在赞助一个大型研

究项目， 在教育和培训中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和移动学习， 其中

包括在工作场所进行学习的研究项目。① 巴西为教师提供平板电

脑， 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韩国和泰国为学生提供平板电脑。 随

着开放教育资源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移动技术进行移动学

习， 教育障碍将被移除， 现有的教育方式将完全改变， 所有人都

能获得负担得起的教育。

移动学习是一个新兴的领域， 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开发，

才能在教育和培训中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 本书介绍了目前移动

学习领域的现状， 以及关于最佳实践设计和实施的最新综合信

息， 旨在推动移动学习领域的发展。

４

① “在卡塔尔工作场所使用移动技术进行英语培训”， 卡塔尔国家研究基金 （卡塔尔基金会

成员） 提供拨款， 拨款编号为 ４ － １２５ － ５ －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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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移动学习技术发展简史： 转向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

Ｈｅｌｅｎ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摘要

本章简要介绍了移动学习技术的历史， 以及转向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

的过程。 首先给出移动学习的定义， 然后解释移动学习的理论、 教学和概

念基础， 重点关注各个年代的技术和教学方法， 包括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Ａｌａｎ Ｋａｙ 对于未来移动学习设备的展望， 到目前已经超越当初愿景的移动

技术。

引言

移动学习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习领域， 它是自然产生的， 而且仍在不

断变化和发展。 它扩大了传统教学法的范围， 并对传统认知提出挑战。 尽

管移动学习的源头似乎无处可寻， 但是它的基础已经发展了很多年。 古登

堡印刷机和工业革命等技术创新便是移动学习的重要基础。 不过， 移动学

习概念的准确形成时间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理解移动学习从形成初期到

目前的理论、 教学和概念基础可以帮助读者深刻认识这一技术是如何改变

教育界的。

本章简要介绍了移动学习， 研究了各个年代的技术创新和教学方法的

改变。 通过讨论， 揭示了技术设备和教学方法的发展如何实现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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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移动学习的定义

研究移动学习的概念， 必须先知道这一术语的含义， 才能理解这一领

域包含的内容。 许多学者和从业者尝试对移动学习进行定义， 但是由于这

一领域依然在变化， 并且将持续多年时间， 因此许多不同的定义反映了这

些变化。 例如：

• 移动学习是使用 Ｐａｌｍ （早期移动技术品牌） 作为学习设备

（Ｑｕｉｎｎ， ２０００； Ｓｏｌｏｗａｙ 等， ２００１）。

• 移动学习是指一种学习类型， 即学习者不是在一个固定的、 预先决

定的位置进行学习， 或者学习者利用移动技术所提供的优势进行的学习

（ＯＭａｌｌｅｙ 等， ２００３）。

• 移动学习是一种学习形式， 即通过无线通信设备提供内容和学习支

持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５）。

• 移动学习是一种教育提供方式， 即完全或者主要使用手持或者掌上

设备进行学习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５）。

通过上述罗列的定义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所使用的技术， 甚至连 Ｔｒａｘｌｅｒ

在 ２００５ 年的定义都有些过时了， 因为目前的移动技术 （如 ｉＰａｄ） 已经不

适用于这一定义。 这些作为例子的定义确实有许多共同点， 不过， 人们对

移动学习定义的具体内容一直争辩不休 （如 Ｌａｏｕｒｉｓ 和 Ｅｔｅｏｋｌｅｏｕｓ， ２００５；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和 Ｖａｖｏｕｌａ， ２００７；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９）。 这一争辩不会很快结

束，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理解移动学习包含的内容 （Ｇｏｈ 和 Ｋｉｎｓｈｕｋ，

２００６）。

尽管如此， 从学术观点来看， 移动学习有四个主要核心内容， 即教学

法、 技术设备、 情境和社交活动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出版中）。 基于这四个要素，

移动学习可以定义为： 在多种情境中使用个人电子设备通过社交和内容互

动进行学习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出版中）。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 我们将会使用移

动学习的定义和四个要素来探讨各个年代的演变， 首先介绍技术， 然后介

绍教学法， 最后对两者共同讨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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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年代的演变

（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技术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 移动学习的概念得以形成。

这一期间发明了第一台移动电话、 微型计算机、 ＶＳＨ 录像带和软盘。 摩托

罗拉公司在 １９７３ 年发明了 ＤｙｎａＴＡＣ ８０００Ｘ， 这是第一部无须携带笨重电

池的移动电话。 与此同时， 电信与技术开始融合， 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

期出现了第一台公共模拟软件交换机。

在此期间， 计算机科学家 Ａｌａｎ Ｋａｙ 认为未来的计算机将更小且更加个

性化。 这一愿景的灵感直接来自于摩尔定律， 即随着小型化芯片技术的发

展， 小型芯片的计算能力每隔 １８ 个月会翻一番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２００６）。 基于

摩尔定律， Ｋａｙ 认为通常在大型计算机上完成的任务， 很快将可能在小型

甚至便携式设备上完成， 并由小型便携式计算机的想法产生了电子书

（Ｄｙｎａｂｏｏｋ） 的概念。 Ｋａｙ 设想的 Ｄｙａｎｂｏｏｋ 体积小、 重量轻， 便于携带，

能够进行多任务， 而且有足够的电量 （Ｋａｙ 和 Ｃ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这一革命

性的设备具有诸多特性 （Ｋａｙ 和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想象一下这种知识处理设备， 它的尺寸和形状类似于一个普通的笔记

本， 有足够的电力满足视听需求， 并且有足够的容量存储数千页的参考资

料、 诗歌、 信件、 收据、 记录、 绘图、 动画、 乐谱、 波形图、 动态模拟以

及任何你希望记录和修改的内容。

实际上， Ｋａｙ 的 Ｄｙｎａｂｏｏｋ 没有被制作， 但是 Ｋａｙ 和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共同研

究制作了他们称为临时 Ｄｙｎａｂｏｏｋ 的桌面计算机原型 （Ｋａｙ 和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另外， Ｋａｙ 和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共同开发了一种名为 ＳｍａｌｌＴａｌｋ 的编程语

言， 这种面向对象的软件语言促使了图形用户界面的产生， 并应用于计算

机、 便携媒体播放器和其他手持设备。 图形用户界面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发

明： 图形化图标可以让计算机新手方便地运行程序， 无须使用命令字

符串。

Ｋａｙ 的 Ｄｙｎａｂｏｏｋ 主要受到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Ｐａｐｅｒｔ 研究工作的影响。 当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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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ｔ正在研究如何让学校的学生在计算机上使用标识语言 （标识语言非

常接近自然语言）。 当学生通过标识语言操作龟标几何时 （学生给一个指

令， 小乌龟就会按指令前进）， 他们能够具体控制几何作图， 这就是法国

心理学家 Ｊｅａｎ Ｐｉａｇｅｔ 所描述的在具体认知和形式认知之间建立了桥梁 （Ｐａ⁃

ｐｅｒｔ， １９８０ａ， １９８０ｂ）。 Ｋａｙ 认为儿童可以将 Ｄｙｎａｂｏｏｋ 作为认知支架， 用

于探索故事文字， 就像龟标几何在数学中的作用一样。

让学生探索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 “发现式学

习” 这一概念提出的基础是学生更容易记住他们经探索推断出来的事实。

“发现式学习” 的教学理论基础来自 Ｂｒｕｎｅｒ 的研究 （１９９６）， 即学生会在

积极的学习过程中使用之前学到的知识。 这是将以往的行为主义刺激—反

应学习方法转变为更加重视学生获取、 保留和回顾知识的方法。 不过，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学校很少使用信息通信技术。 因此， 在学校也很少有学

生使用行为主义的计算机辅助学习程序 （Ｌｅｅ， ２０００）。

（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这一时期出现了手持式计算机， 主要在商业环境中营销和使用。 例

如， １９８０ 年 Ｒａｄｉｏ Ｓｈａｃｋ 公司推出的 ＴＲＳ － ８０ 袖珍计算机拥有 １ ５ｋＢ 内

存， ＬＣＤ 屏幕上可以一行显示 ２４ 个字符。 １９８３ 年， Ｃｏｍｍｏｄｏｒ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公司开发了 ＨＨＣ － ４ 手持计算机， 屏幕可以显示 ２４ 个字符， 带

有 ４ｋＢ 内存并可扩展到 １６ｋＢ。 １９８９ 年， Ａｔａｒｉ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公司推出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便携式计算机， 大小相当于一个录像带， 包括一个键盘和一个 ８ 行、 ４０ 个

字符的 ＬＣＤ 显示屏， 拥有 １２８ｋＢ 内存， 用户还可以使用外部记忆卡存储

信息。 设备包含文字处理器、 电子表格、 日历、 计算器和通讯录程序。

手持式计算机变得越来越个性化， 并且是面向个人消费者的营销， 不

推崇共享使用的方式。 电话变得越来越个性化， 导致个人移动电话销售额

大幅上升， 且变得越来越便携、 小型化， 并可根据个人需求进行定制

（Ｇｏｇｇｉｎ， ２００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 随着第一代商业笔记本电脑投入

市场， 计算机也变得越来越个性化。 这些计算机取代了家庭安装的固定台

式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 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尝试在技术和他们所

寻求的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之间建立连接， 允许学生在课堂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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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电脑记录笔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的发现学习法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演变为建构主义

和建构主义学习。 与 Ｂｒｕｎｅｒ （１９９６） 的教育理念相同， 建构主义也是以学

生为中心， “认为学习环境应当支持多种观点或支持有关现实的、 知识建

构的、 丰富情境的， 以及基于经验的活动的解释” （ Ｊｏｎａｓｓｅｎ， １９９１）。 建

构主义者认为学生不仅需要拥有和使用先前知识， 还应当通过真实任务建

构知识。 “计算机不再只是用来呈现信息： 它是主动操纵信息的工具”

（Ｎａｉｓｍｉｔｈ、 Ｌｏｎｓｄａｌｅ、 Ｖａｖｏｕｌａ 和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２００４）。

Ｐａｐｅｒｔ （１９８０ｂ） 认为应在建构主义学习中添加一个新的内容， 即学生

不仅应当利用先前知识开展真实性任务， 还应当使用这些知识来生成新的

想法。 Ｐａｐｅｒｔ 指出， 学生在建构外部个体知识时， 最有可能产生新的想法。

例如， 学生可以使用技术教卡雷尔机器人在微观世界里执行一些任务， 或

者使用标识语言教计算机画图。 这类似于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８０） 的 “导师—工

具—被指导者” 计算机， 这里学生扮演被指导者的角色。

建构主义学习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学生不仅可以创建外部知识， 而且

可以与他人分享。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法主要强调将学

习与学生的知识和经验相关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则进一步强调学生通过真

实任务积极地参与学习， 创造和分享知识并与环境和社会进行互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学校逐渐开始提供更多的计算机供学生使用。 计算

机辅助教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Ｉ） 越来越受欢迎。 在计算机

辅助教学中， 学生通过与计算机程序互动解决问题并完成任务。 最常见的

计算机辅助教学程序为操练程序。 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

认可。 计算机被描述为非常耐心的导师和严格的考官， 学生可以使用计算

机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和 Ｓｐｒｅｃｈｅｒ， １９８０）， 并立刻获得反馈，

这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Ｆｅｕｚｅｉｇ， Ｈｏｒｗｉｔｚ 和 Ｎｉｃｋ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１）。

这种向更个性化学习转变的现象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三）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 如网络浏览器、 数码照相机和图形计

算器。 许多学校提供多媒体计算机供学生使用。 商业公司充分认识到学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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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性化设备和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随着便携数字设备的快速发展， 出现

了第一台可以用于教育环境的多功能手持设备 ＰａｌｍＰｉｌｏｔｓ （掌上电脑）， 它

是个人数字助理的一种形式。 这些手持设备拥有计算器、 备忘录、 通讯

录、 笔记本和照片等功能。

随着手持技术的发展，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尝试实现 Ｋａｙ 设想的电子书 Ｄｙｎａ⁃

ｂｏｏｋ。 手持学习资源项目 （ＨａｎｄＬｅＲ） 开发了个人手持计算机原型， 展示

移动设备用于体验式学习的概念和可行性 （Ｃｈａｎ 和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２００２）。 正

如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２０００） 所写， 这种导师系统的功能应是：

可以提供多种学习方法建议， 并设置系统组织资源， 记录想法和活

动； 可以提供关于技能发展的长期指导， 特别是可以直接提供实施技能所

需的技术 （如万维网或者数码相机）； 可以作为执行任务或解决问题时的

学习助手， 而且还可以提供新的策略和解决方案……总之， 基于计算机的

导师不应依赖于单独的硬件设备， 而可以在不同的物理设备中迁移， 并同

时保留学习者的角色和知识信息。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２０００） 的愿景与目前的移动技术类似。

随着教学方法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人们呼吁教学设计者考虑如

何使用技术实现这样的教学目标。 Ｓｏｌｏｗａｙ、 Ｇｕｚｄｉａｌ 和 Ｈａｙ （１９９４） 对设

计者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为学习者和学习提供支持？”

“程序界面如何为学习者和学习提供支持？” “提供这些支持会产生哪些问

题？” 学校在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时要考虑上述三个基本问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延续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个体知识社交分享主题， 并

出现社会建构主义学习方法， 其支持者认为应当通过与他人之间的学术互

动实现知识增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万维网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教学理

念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 早期的网站是静态的， 用户的互动很少， 但是可

以在网站上传个人作品， 供全球各地的人观看。 随着技术的发展， 远程学

习的本质已经改变， 讲师可以在万维网上为小组和个人授课， 远程学习的

名称变为电子学习 （网络学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学习方法转变为基于问题的学习， 即学生在适用的

环境内解决真实的问题。 这造成了许多基于现场的学习体验， 忽视技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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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因为这些设备过于笨重， 难以携带到不同的地点。 因此， 人们希望技

术设备能够实现移动性。

（四） ２１ 世纪初到现在

在过去 １０ 年左右的时间里， 教学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绝

大部分的进步涉及对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需求。 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对于个

性化学习的呼声越来越高。 手机曾经是地位的象征， 而现在成为大众的日

常工具。 手机变得越来越小， 价格越来越低， 并具有许多与微型计算机相

同的功能。

进入 ２１ 世纪， 之前的 “只读” 互联网变为动态互动的 “读写” 互联

网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２００５）， 用户可以创建内容并与内容互动。 随着图书馆和

博物馆的数字化， 大量的个人数字作品也可以在网上获得 （Ｂｅｎｅｄｅｋ，

２００７）。 网络 ２ ０ 工具让用户在网络中进行社会化学习， 如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Ｎｉｎｇ 进行个人和专业交流， 另外， 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可以使用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ａｒｄ 和 Ｍｏｏｄｌｅ 等虚拟学习环境 （ＶＬＥｓ） 创造基于网络的个人作品并进

行交流。

由于人们对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越来越熟悉， 则希望有更多的功能用于

不同的任务。 尽管智能手机非常方便携带且能够方便地访问互联网， 但是

学生发现由于屏幕过小， 需要不断地滚动和放大， 否则很难阅读大量的文

字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和 Ｋｅａｎｅ， ２０１２）。 而平板电脑则同时具有携带方便和屏幕

较大的特点。 早期的平板电脑是带有触摸屏的笔记本电脑， 屏幕可以方便

地放置在平面上， 如微软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面向公众销售的平板电脑。 ２００６

年投放市场的超级移动电脑 （如 Ｗｉｂｒａｉｎ Ｂ１）， 比最初的平板电脑轻且便

于携带， 同时屏幕尺寸更大。 不过， 这些移动设备很快又被目前的平板电

脑所取代， 例如 ｉＰａｄ 和摩托罗拉 Ｚｏｏｍ 平板电脑， 它们更薄、 更轻且更便

于携带。

移动设备不仅拓宽了传统教学法的范围， 而且更加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实践。 使用不同技术的学生可以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 还可以

选择学习时间和地点。 过去， 移动技术对教育机构而言是一笔昂贵的开

支。 现在， 随着移动技术的广泛应用， 许多教育机构开始实施自带技术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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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ＯＴ） 计划。 该计划让学生使用最能满足自我需求的设备， 而且教育机

构只需付出很少的成本或者零成本。 移动设备及其教学法有助于实现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理念。

三、 结论

本章描述了 Ｋａｙ 在 １９７２ 年对学生使用 Ｄｙｎａｂｏｏｋ 的愿景 （现在已经具

有超越当初想法的技术）， 简要介绍了技术和移动学习的发展历史， 以及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的演进过程。 尽管如此， 在移动学习发展的早

期， Ｋａｙ 曾与施乐公司的一个小组合作， 以 Ｄｙｎａｂｏｏｋ 为原型， 制造了一

个名为 Ｓｔａｒ 的商业计算机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１９９８）。 但是商业人士认为这个奇怪

的机器没有任何用处， 因此这一概念遭遇失败， 也许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做

好接受这一工具的准备。

如果当时这一技术用于教学， 可能更加符合当时的教学理念， 即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 过去几十年技术突飞猛进， 未来的发展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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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移动学习和移动应用开发的教育

标准

Ｊｕｄｙ Ｂｒｏｗ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ｒｕｓｋａ， Ａｎｄ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Ｐｏｌｔｒａｃｋ

摘要

标准在技术演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互联网产业。 随着移动

设备数量的增加， 利用其便携性和连接性进行学习的机会越来越多。 许多

标准的演变都支持移动设备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万维网联盟 （Ｗ３Ｃ） 发

布了关于移动网络最佳实践和内容转换的标准， 还有其他一些实践做法，

如响应式网页设计 （ＲＷＤ） 让设计师根据移动终端设备考虑不同显示尺

寸中界面设计的广泛适应性。 尽管大多数标准都是为了支持设备的连接

性、 通信和传输， 但也有一些标准与学习和内容直接相关。

随着技术的发展， 事实上的网页标准———ＨＴＭＬ （来源于格式排版）

以及电子学习规范———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ＳＣＯＲＭ， 来源于互联网

内容追踪）， 代表未来移动学习发展的两个方向。 ＨＴＭＬ５ （新版本的 ＨＴ⁃

ＭＬ） 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ＰＩ （ＳＣＯＲＭ 的继任者） 对定义移动学习的内容开发、

发布和追踪做了详述。 另外， ＨＴＭＬ５ 正在市场上蓬勃发展， 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ＰＩ 作为正式的规范已经发布了 １ ０ 版本， 它们均具备为大众提供未来移

动学习的能力。

目前已经存在的标准会对移动学习产生更大的影响。 随着通信设备数

量的增加， 以及人们对移动学习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这种标准会在移动学

习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另外， “物联网” 等概念也会发展成为补充性

标准和规范， 将学习、 移动设备甚至整个世界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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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标准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例如， 标准和规范为目

前移动设备的大幅增加铺平了道路。 移动设备的便携性和广泛连接性为移

动学习提供了大量的机遇。 移动平台大幅提高了人们获取资源的便捷性，

而且创造了新的学习环境并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 尽管有大量的标准支持

移动设备的使用， 但只有少量的标准定义了如何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学习。

我们需要了解移动设备使用标准的演变、 当前与内容和实践相关的尝试以

及未来的发展。

一、 一个关于 “标准” 的故事

有一个关于标准的传说被许多人认为是事实。 这一传说是关于太空计

划中使用的标准和古罗马战车尺寸的来源， 以及这些战车的标准如何影响

到英国的道路和美国的铁路。 下面是一场研讨会中关于这个传说的部分

对话：

Ｇｒｅｇ： 你知道铁轨有多宽吗？

Ｄｏｎｎｙ： 知道， ４ 英尺， ８ ５ 英寸①。

Ｇｒｅｇ： 为什么铁轨是这么宽？

Ｄｏｎｎｙ： 因为美国的铁路是英国人按照英国铁路的宽度标准建造的。

Ｇｒｅｇ： 那为什么英国铁路的宽度是这样的？

Ｄｏｎｎｙ： 英国铁路是在罗马战车所用的道路上修建的。 这些战车在道

路上形成车辙， 车轮之间必须具有固定的宽度才不会被损坏。 英国最初在

这些道路上建造的铁路宽度便等于战车车轮的宽度。

Ｇｒｅｇ： 真有趣， 但为什么罗马战车的宽度是这样的？

Ｄｏｎｎｙ： 因为罗马战车的军用规范是根据罗马战马的宽度标准制定的。

虽然这个故事很有趣， 但其中一些说法与事实不符， 很可能是编造的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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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ｌｌ， ２００１）。 尽管如此，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地区的需求可能会无意

中给另外一个地区带来多种影响。 这个故事是传说， 但是据此可以认识标

准所具有的附加、 演变和使能特性。 传说中的标准尽管是为一种用途所制

定， 却能够流传到其他地方， 并稍加修改后用于其他用途。

二、 为什么要采用标准

标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日常使用的物品 （从

普通的灯泡、 电池到道路） 没有按照统一的标准制造， 便会产生严重的问

题。 想象一下当你开车经过一个边界时， 发现道路宽度只有所需宽度的

６０％， 这便会产生问题。 更糟糕的是， 想象一下我们在对世界进行假设时

经常用到的重力加速度， 如果它出现一点点的不连贯和不可预测， 基本的

活动如开车和行走， 以及复杂的活动如建造和太空旅行， 便会受到负面的

影响。 这种不确定性会损坏许多标准的可用性。 因此， 标准是维护假设和

期待的重要因素。

在许多方面， 这些标准 （当它们正常发挥作用时） 都是在终端用户生

活背景中运行。 通常设有的标志和规范提醒我们， 标准对生活中的结构、

平衡和可预测性发挥着作用。 尽管这些标准本质是隐性的， 但是我们可以

正确地使用标准制造产品， 这些良好的标准具有不可否认的实用性。 我们

可以得出最终结论是： 标准应当在终端用户世界的背景中发挥作用。

标准通常涉及健康、 安全、 环境和技术， 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１ 法定标准

法定标准由团体通过严格的过程制定， 然后予以强制性实施。 如国际

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 ＩＳＯ ９００１ 就是经过严格的过程制定的 （维基百

科———法定标准， ２０１２）。

２ 事实标准

事实标准， 即普遍认可的行为或做法， 如 ＱＷＥＲＴＹ 键盘和 ＭＰ３ （维

基百科———事实标准， ２０１２）。

一些标准最初是事实标准， 最后演变为法定标准。 如 ＨＴＭＬ 和 ＰＤＦ

产业广泛接受这些标准， 最终需要对其进行正式认可并做出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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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推动市场发展， 反过来市场也会推动标准的建立。 预测标准对移

动学习的影响， 我们将看到事实、 法定和演变标准产生的影响。

三、 互联网和电子学习

在讨论移动标准和移动学习的标准时， 我们必须回顾互联网的兴起，

以及这一新平台学习标准的发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 几项重要的行动

奠定了目前在线学习的基础。 当时的在线学习领域就像是美国西部的荒

原， 无人管理但充满机遇。 许多人都认识到使用互联网学习和培训的价

值， 但是并没有广泛认可的标准。 尽管学习和培训社区认识到标准的制定

是必然的， 但是没有一种技术、 标准和方法占据统治地位。 之所以 “课

程” 只能被其制作机构使用， 是因为特定系统制作的学习内容无法应用于

其他系统。

由于不同的学习内容只能用于不同的学习系统， 因此许多机构独自制

定了互通性规范， 以节约时间和成本。 例如， 一家有多个办公地点的公

司， 如果他们希望在各个地点重复使用课程， 便需要定义一个通用的运行

环境， 对分数、 及格 ／不及格和完成 ／未完成等信息进行追踪。 如果运行环

境支持了这一功能， 那么学习者无论在任何地点学习课程， 都可以对信息

追踪， 这便是早期的互通性。

航空业计算机辅助培训委员会和 ＩＭＳ （ ＩＰ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即 ＩＰ

多媒体子系统） 全球学习联盟等组织为其利益相关者制定了规范。 这一重

要步骤创造了完整解决方案的组件， 并营造了一个实施和使用技术的社

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技术得到提高， 社区也在扩大， 首个完整的解决方

案随之到来。

１９９９ 年， 比尔·克林顿 （Ｂｉｌｌ Ｃｌｉｎｔｏｎ） 总统制定了高级分布式学习

（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ＤＬ） 计划， 其宗旨是实现国防部学

习和培训的现代化 （ＡＤＬ， ２００３）。 ＡＤＬ 的一个目标是： “为标准的使用

建立准则， 提供机制帮助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对可互通和可再次使用的

学习系统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实施和评估 （ＡＤＬ， ２００３）。” 这一计划的成

果便是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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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 ＳＣＯＲＭ） 的发现。 ＳＣＯＲＭ 使用名字为 “应用规范” 的方法， 在一个

文件内参考了其他机构的规范， 其中包括使用的策略和最佳做法， 以及核

心规范 （维基百科———应用规范， ２０１２）。 ＳＣＲＯＭ 应用规范参考了这些外

部规范， 但是也做出了一些限制， 提供完整的一致性要求， 最终改善了互

通性。

２１ 世纪初期， 全球学习内容开发商采用了 ＳＣＯＲＭ 和其他学习规范的

标准框架。 学习管理系统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ＭＳ） 厂商、 内

容开发商、 制作工具和在线学习社区机构认识到标准的作用， 并使用这些

标准制作内容、 提供给不同的产业。 ＳＣＯＲＭ 等规范促进了在线学习的互

通性， 最终节省了时间和金钱。 通过利用 ＳＣＯＲＭ 等规范和标准的可复制

性， 人们可以快速地将整个课程、 单个课程甚至小部分技术资产重新编制

为新的课程， 而且学习内容可以用于任何符合规范和标准的系统。

这一趋势是使用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上的浏览器创建和衡量学习的重

要里程碑。 这些广泛采用的规范和标准均是在智能手机兴起之前产生的。

尽管可以在现有的智能手机上使用这些现有的学习标准， 但是标准在制定

时并没有考虑到智能手机平台。 因此， 需要部署变通方法、 中间软件和其

他 “部分破解” 措施才能在移动设备上使用现有的学习平台。 这些补救性

解决方案的出现， 说明需要制定直接用于移动学习的规范和标准。

四、 移动标准和实践

“移动” 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物。 对一些人而言， 这只意味着

将通信设备从连线的基础设施上移除； 对另外一些人而言， 这意味着将电

子内容从较大的设备移动到较小的设备上。 对于充分利用移动设备提供培

训和学习机遇的人而言则完全不同， 这意味着使用支持设备辅助学习方式

的完全转变， 这不仅仅是内容显示方法的转变， 还包括内容组件、 呈现、

消化和评估方法的转变。 这与在线或计算机辅助学习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因为使用移动设备可以充分利用学习者周围的环境， 而传统的电子学习方

法则无法做到。

无论你对 “移动” 有怎样的看法， 建立最佳实践和标准的重要性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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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争辩的。 本节概要叙述目前移动技术的最佳实践和标准。 首先介绍的标

准便是大多数移动设备的主要功能———通信。

为了使用移动设备拨打电话， 可以使用两个相互竞争的标准之一： 时

分多址 （ＴＤＭＡ） 或码分多址 （ＣＤＭＡ）。 每个标准和对应的技术均是为

了解决相同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用户使用相同的频率范围。 ＴＤＭＡ 按

照时隙分割信号， 而 ＣＤＭＡ 为每个用户分配不同的代码。 两种技术都非常

高效， 许多运营商都采用了这两种标准和使能技术。 ＴＤＭＡ 之后被全球移

动通信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ＧＳＭ） 替代， 此类标准从 ２Ｇ 时代

开始演变 （目前最快的速度是 ４Ｇ）。 另外， ＧＳＭ 包含一个重要的通信技

术———短信服务 （Ｓｈｏｒ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ＭＳ）， 这是发送文本信息的标

准。 ＳＭＳ 采用 ＧＳＭ 技术开发， 但是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技术。 ２０１１ 年全球

共有 ３６ 亿活跃的短信用户， 短信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ｍ，

２０１２； Ａｈｏｎｅｎ， ２０１１）。

尽管跨越全球的大范围移动通信很重要， 但是不依赖大规模移动基础

设施的短距离通信业也非常重要。 蓝牙和 Ｗｉ － Ｆｉ （也称为 ＩＥＥＥ ８０２ １１）

让设备可以在更小的范围通信， 而且无须手机信号 （维基百科———ＩＥＥＥ，

２０１２）。

人与人甚至设备与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很重要， 但是随着移动技术的

发展， 设计用户界面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普通电脑操作系统上

浏览器的内容规范拥有悠久的历史， 移动设备采用了许多与之相同的标

准， 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超文本标记语言 （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ＨＴＭＬ） 是最著名的显示方法， 因为有许多网页使用这一协议显示内容。

在 ＨＴＭＬ 标准之上还有层叠样式表 （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ＣＳＳ）， 这一

标准的功能和灵活性要高于 ＨＴＭＬ。 移动技术采用了这两种标准。 与之类

似， 许多音频和视频格式标准， 如 ＭＰ３ 和 ＭＰ４， 也从电脑迁移到移动设

备上 （维基百科———ＨＴＭＬ， ２０１２）。

当一种设备上网页内容显示的共性机制被确定之后， 便可以实施用于

学习或其他用途内容的结构构造、 说明和追踪。 万维网联盟 （Ｗ３Ｃ） 提供

了大量的标准和最佳实践用于开发网页应用和网页最佳实践， 以及网页技

术的使用。 使用 ＯＡＳＩＳ 的达尔文信息类型体系结构 （Ｄａｒｗ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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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ＩＴＡ） 可以在一个标准化层级内对数据进行分级和

分类。 在使用浏览器的系统， 使用 ＳＣＯＲＭ 可以高效地对学习数据进行追

踪， 但需要对这一技术更新， 才能在移动设备上实现相同的功效 （ＡＤＬ，

２００３； ＯＡＳＩＳ， ２０１２； Ｗ３Ｃ， ２０１２）。

根据在计算机辅助学习标准演变过程中获得的经验， 为移动设备开发

的最佳实践、 规范和标准不应当是对 ＳＣＯＲＭ 或其他电子学习框架的简单

移植。 在移动设备上使用的标准应当可以改善学习内容和机遇， 而不是将

相同的电子学习方法复制到更具便携性的设备上。 移动设备的主要优点是

具有实时位置相关性， 例如， 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 ＧＰＳ） 可以显示手机的位置， 使用位置信息可以返回更多具有相关性

的信息。 使用二维码 （Ｑｕｉｃ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ＱＲ） 可以获取图片中嵌入的信

息， 进而获取更多的信息。 与之类似， 射频识别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ＦＩ） 嵌入设备在接近相应设备时可以做出反应， 常见的例子是

汽车无须停止便可支付过路费。 通过围绕移动设备用户创造背景， 可以提

供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体验。 标准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维基百科———ＧＰＳ，

２０１２； 维基百科———ＱＲ， ２０１２； 维基百科———ＲＦＩ， ２０１２）。

五、 设计和开发

为个人设计很重要， 但是依照怎样的最佳实践， 才能完成符合所有人

需求的重任呢？ 尽管这一挑战似乎很艰巨， 但是我们在设计时只需专注于

包容性和灵活性， 便能实现相同的结果———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 包容性。 第一个专注点是包容， 准确来讲， 就是没有人被排除在

外。 这非常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 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 而

且所有的体验必须是均等的。 《康复法案》 第 ５０８ 条款要求美国联邦政府

管辖下的所有个人必须能够访问相同的信息， 因此所有信息技术必须满足

这一要求 （作者特别强调）。 尽管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要求， 但是需要从

头设计。 美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 （ｗｗｗ 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０８ ｇｏｖ） 用于展示美

国法律， 提供标准和最佳实践， 并颁布政策。 结果是设计必须符合要求并

且应当避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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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性。 尽管符合 《康复法案》 第 ５０８ 条款非常重要， 但是根据多

种要求进行的设计有时不太适合所有的人。 Ｅｔｈａｎ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 在为多种设备制

作内容时得出了相同的发现。 他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响应式网页设计。 “我

们不是为不增加的设备提供不同的设计， 而是将这些设备作为相同体验的

不同表达方式。 我们设计了最佳的阅读体验， 同时在设计中融入符合标准

的技术， 在提高灵活性的同时也更加适合在不同的设备上呈现。”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 ２０１０）。

尽管设计空间很重要， 但是如何发现内容也很重要。 除非是通过社交

渠道获得， 否则大部分的信息搜索者都是使用搜索引擎查找内容的。 通过

对内容添加 “标签”， 可以在 “语义网站” 进行大量的搜索和发现， “语

义网站提供一个通用框架， 可以在不同的应用、 企业和社区界限内分享和

重新使用数据” ［ （万维网联盟 （Ｗ３Ｃ）， ２０１１］。 Ｗ３Ｃ 参与设计语义网

站， 使得标签应用于多种技术， 极大地增加了发现内容的机会。

有许多种实用方法可以实现高效的搜索和响应式网页设计， 这些方法

均采用了最佳实践和网页标准的组合。 之前提到的两个标准———ＣＳＳ 和

ＨＴＭＬ 是成功设计布局空间和搜索空间的关键要素。 例如， 媒体类型和查

询 （Ｗ３Ｃ 使用 ＣＳＳ 进行创建） 允许内容识别设备， 并改变现实尺寸、 对

象和内容行为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 ２０１０）。 另外， ＨＴＭＬ５ 提供多种新的标签， 可

以提供标签内容的灵活性， 并有助于搜索引擎优化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ｐｔｉｍｉ⁃

ｓａｔｉｏｎ， ＳＥＯ）。 使用这些标签可以实现多种新技术， 包括活动流、 开放图

谱和微数据， 这些技术均能改善用户的阅读体验 （Ｄｅａｎ， ２０１１）。

六、 学习标准的演变

在高级分布式学习计划 （ ＡＤＬ ） 中的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 型

（ＳＣＯＲＭ） 的促进下， 移动学习标准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并推动了学习管

理系统的开发。 现在国际厂商和机构已经广泛采用这些标准， 并用于发展

未来的电子学习。 目前， ＡＤＬ 计划与厂商和用户合作， 开发规范、 标准和

最佳实践， 让学习技术超越 ＳＣＯＲＭ， 建立未来培训和学习架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ＬＡ）。 ＴＬＡ 将提供一套标准， 在学习技术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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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组件的生态系统内实现个性化的学习环境， 让用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学

习， 还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学习 （ＡＤＬ， ２００３）。 ＴＬＡ 计划的第一个

项目被称为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ＰＩ （ＡＤＬ， ２００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ＰＩ 是为了解决

ＳＣＯＲＭ 的差距， 并呈现 ＳＣＯＲＭ 无法支持的多种内容形式。 ＳＣＯＲＭ 是针

对网页浏览器的内容渲染进行设计。 尽管在 ＳＣＯＲＭ 概念初期这一方式非

常恰当， 但是无法实现新内容类型的互通性， 如系列比赛、 移动应用、 虚

拟世界模拟和增强现实。

目前人们正在开发轻量化技术， 在学习管理系统之外进行广泛的追

踪， 提供数字学习体验， 甚至可能实现体验式学习。 另外， 在收集数据的

过程中也会展示数据， 用于事实评估、 统计分析、 数据挖掘和自定义报

告， 以及与其他系统分享数据。

七、 结论

展望未来， 移动技术将找到新的方法使用户与周围世界彼此相连。 随

着大量设备、 带宽、 速度、 尺寸和应用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不断发展， 移

动技术在未来将提供更多的学习机遇。

现有的标准和实践将成为未来移动学习内容设计、 发布和追踪的基

础。 现在的 ＳＣＯＲＭ 技术可以实现 ＬＭＳ 背景下的追踪， 而通过下一代技术

可以方便地对其他类型数字学习体验进行相同的追踪。 随着市场致力于实

现这些创新， 将会开发出大量的技术， 不仅能够提供学习体验， 而且还能

够进行追踪。 随着不同学习设备追踪能力的提高， 目前和未来的学习计划

能够提供更多的个性化学习， 并能够在用户需要时通过移动设备提供更加

丰富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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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移动学习的教学设计框架： 移动

技术教育应用的四种类型①

Ｙｅｏｎｊｅｏｎｇ Ｐａｒｋ

摘要

教学设计者和教育工作者认识到移动技术作为学生学习工具的潜力，

也已经在远程学习环境中融入了移动技术。 不过， 很少有人研究， 在远程

教育背景下移动学习例子的分类， 以及基于坚实理论框架的移动学习教学

设计准则。 本章将移动学习、 电子学习和泛在学习进行对比， 并描述了移

动学习的技术属性和教学可见功能， 修改了交互距离理论， 将其作为远程

教育中移动学习的相关理论框架。 另外， 尝试性地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移动学习的四种类型： 一是高交互距离社会化移动学习； 二是高交互

距离个性化学习； 三是低交互距离社会化移动学习； 四是低交互距离个性

化学习。 本章帮助开放和远程教育领域中教学设计者更好地理解移动学习

的概念， 以及如何在教学工作中高效地融入移动技术。

引言

随着移动设备的数量越来越多， 许多研究者和从业者将这一技术融入

教学环境中。 Ｋｅｅｇａｎ （２００２） 预计： “移动学习是学习的未来。” 移动学习

的应用非常广泛， 从幼儿园到高中到高等教育和企业学习， 从正式和非正

式学习到课堂学习、 远程学习和现场学习。 尽管移动学习存在多种方式且

５２

① 最初发表于 《开放和远程学习研究国际评论》 （ＩＲＲＯＤＬ） 第 １２ 册第 ５ 页。 本文采用知识

共享许可协议 ２ ５ （ｃ） ２００７。 原文发表于 ｗｗｗ ｉｒｒｏｄｌ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ｒｒｏｄ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１０００ ／ １８９５。
获得加拿大开放大学———阿萨巴斯卡大学的许可后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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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越来越广泛， 但是在技术限制和教学考量方面依然不成熟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７）。 尽管一些研究人员提供框架， 通过对话理论和活动理论对移动学

习进行理论化 （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和 Ｖａｖｏｕｌａ， ２００５； Ｕｄｅｎ， ２００７； Ｚｕｒｉｔａ

和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２００７）， 但是教学设计者和教师希望远程教育背景下的移动

学习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并希望获得更多的指导， 掌握如何使用新兴移

动技术并在教学中高效整合。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详细介绍远程教育背景下移动学习的特点， 具体包

括， 一是将移动学习与电子学习和泛在学习进行比较， 根据比较结果说明

移动学习的技术特性和教学可见功能。 二是采用穆尔 （Ｍｏｏｒｅ） 的交互距

离理论并添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两种不同形式的远程学习， 即个性化和社

会化。 这样便确定了四种类型的移动学习。 三是根据这四种移动学习类型

将之前的研究分类， 结论是教学设计者和个人学习者会继续在教与学中融

入移动技术， 并在移动学习教学框架内实现教育目标。

一、 移动学习的演变

移动学习指使用移动或无线设备在移动中进行学习。 用于移动学习的

常见设备包括普通手机、 智能手机、 掌上电脑、 手持计算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和个人媒体播放器也属于这一范围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和 Ｔｒａｘ⁃

ｌｅｒ， ２００５）。 第一代可以移动使用， 功能多样的信息被整合到小型、 便携

的移动设备内 （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０７）。 近年来， 软件应用不断创新， 网络 ２ ０ 技

术社交软件的采用 （如博客、 维基、 推特、 ＹｏｕＴｕｂｅ）， 以及社交网站

（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ＭｙＳｐａｃｅ） 的兴起， 让移动设备更具动态性和普遍性， 并

拥有更多的教育潜力。

移动学习不仅仅是使用移动设备学习， 还包括在不同背景下学习

（Ｗａｌｋｅｒ， ２００６）。 Ｗｉｎｔｅｒｓ （２００６） 将移动学习的本质概念化： “使用移动

技术进行中介式学习”。 Ｐｅａ 和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２００６） 把这种让学习者能够在

独特活动中进行学习的技术定义为 “无线交互学习设备” （Ｗｉｒｌ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ＷＩＬＤ， 由 ＳＲＩ 国际学习技术中心创造的缩略词）。

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０７） 将移动学习视为灵活学习模型的重要组件。 ２００３ 年， Ｂｒｏｗｎ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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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种定义和术语进行归纳， 称移动学习是 “电子学习的延伸”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５）。 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０７） 称移动学习是电子学习的子集， 是实现 “及时适当

个性化学习” 目标的重要一步 （Ｐｅｔｅｒ， ２００７）。 Ｐｅａ 和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２００６）

称移动学习包含 “用于未来学习的转变性创新”。

二、 泛在学习的演变

Ｗｅｉｓｅｒ （１９９１） 说过： “最深奥的技术是消失的技术。” 他最先将泛在

计算定义为一种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计算机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研究人

员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教育领域， 泛在学习的学习环境中， “所有学生在任

何时间、 任何地点均能使用多种电子设备和服务， 包括联网的计算机和移

动计算设备。” （ｖａｎｔ Ｈｏｏｆｔ， Ｓｗａｎ， Ｃｏｏｋ 和 Ｌｉｎ， ２００７， 第 ６ 页）

在教育领域， “可以想象， 基于泛在计算的教室里， 教师专注于各自

的特长 （如数学和社会研究）， 同时依然能够使用技术改善学生的学习”

（Ｃｒｏｗｅ， ２００７）。 尽管用于泛在学习的技术工具很多， Ｃｒｏｗｅ （２００７） 认

为手持计算机是泛在学习的关键组件。 许多研究人员在涉及手持和移动设

备的研究时， 将研究内容称为泛在学习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和 Ｐｅａ， ２００２）。 类似的

术语 “普适计算” 和 “情境感知计算” （Ｍｏｒａｎ 和 Ｄｏｕｒｉｓｈ， ２００１） 强调，

“更小和更轻的笔记本让我们摆脱了桌面的束缚……通信与计算之间的界

限越来越模糊……墙壁大小的显示器让我们通过社交方式与信息进行互

动。” 图 ３ － １ 说明了电子学习到移动学习再到泛在学习的转变。

图 ３ －１　 电子学习、 移动学习和泛在学习的对比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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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特性和教学可见功能

移动学习独特的技术特性能够提供积极的教学可见功能。 Ｐｅａ 和 Ｍａｌ⁃

ｄｏｎａｄｏ （２００６） 定义了学校和其他地点手持设备的七个特点： “便携性、

小屏幕尺寸、 计算能力 （立刻启动）、 多种通信网络、 大量的应用、 不同

电脑间的数据同步、 触控笔输入设备。”

Ｋｌｏｐｆｅｒ 和 Ｓｑｕｉｒｅ （２００８） 称 “便携性、 社会互动性、 背景和个性化”

是移动学习最主要的特点， 便携性是手持设备与其他新兴技术的主要不同

之处， 在这一特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其他特性， 如个性化和互动性。

更加重要的是， 这种移动性实现了正式和非正式环境中的泛在学习，

减少 “对于固定工作和学习位置的依赖性， 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方

式” （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０７）。 Ｇａｙ， Ｒｉｅｇｅｒ 和 Ｂｅｎｎ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０２） 开发了 “移动层

级”， 包含四个级别的目标， 鼓励在教育环境中使用移动计算机。 这一层

级代表了移动设备的对比特性 （如图 ３ － ２ 所示）。 “生产力” （第一级）

的重点是强化内容， 沟通与协作 （第四级） 的重点是加强通信。 第一级的

目标是个人学习， 第四级的目标是多用户的合作学习。 第二级和第三级属

于 “中层应用， 包括个人导游、 计算机辅助教学、 数据库活动、 移动图书

馆和电子邮件”。

如图 ３ － ２ 所示， 移动技术有两种可类比的特性。 日程和日历应用于增

加个人的组织能力和自我调整 （或自我引导） 学习能力； 而实时聊天和数

据分享应用支持通信、 合作和知识构建。 这说明学生可以通过 “合作与独

立” 的方式消化和创造信息 （Ｋｏｏｌｅ， ２００９， 第 ２６ 页）。

移动技术的另外一个特性是支持教室中使用移动设备的学生进行高效

的面对面交流的能力。 与多名学生使用一台台式机的方式不同， 移动设备

让学生不必拥挤在一台台式机前 （ Ｃｒｏｗｅ， ２００７； Ｐｅａ 和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２００６；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和 Ｐｅａ， ２００２）。 在许多实证研究和先导试验中， 参与者各

自拥有一台手持设备 （尽管这一安排是临时的）， 这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参

与学习过程。 另外， 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均指出移动设备的成本要低于台式

机 （Ｃｒｏｗｅ， ２００７； Ｐｅａ 和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２００６；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和 Ｐｅａ， ２００２； Ｎｏｒ⁃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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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 和 Ｓｏｌｏｗａｙ， ２００７）。

图 ３ －２　 移动层级、 实例应用和技术可见功能①

四、 局限性和考量

每种技术都有其局限性和缺点， 移动设备也不例外。 移动设备在可用

性方面有一些问题。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２００７） 将这些问题总结如下：

９２

① 根据 Ｇａｙ， Ｒｉｅｇｅｒ 和 Ｂｅｎｎｉｎｇｔｏｎ 的研究制作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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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移动设备的物理特性， 如屏幕小、 重量大、 内存容量不足， 以及

电池寿命过短；

（２） 内容和软件应用的局限性， 包括缺少内置功能、 难以添加应用、

学习成本高、 应用和环境存在差别；

（３） 网络速度和可靠性；

（４） 物理环境问题， 如在户外使用设备的问题， 过高的屏幕亮度， 个

人安全问题， 使用射频技术的设备可能带有辐射， 在下雨或潮湿环境中需

要防雨罩， 等等。

在使用移动设备和设计学习环境时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

不过， 考虑到移动产品的快速进步、 功能的提升以及应用和配件数量

的增加， 移动设备的技术限制在未来将会得到解决。 另外， 移动技术在教

育中的应用正在从小规模、 短期的试验变为持续性混合式开发项目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７）。

移动学习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缺乏坚实的理论框架， 无法为高效教学

设计和课程质量评估提供指导。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７） 指出， 对移动学习的评估

存在问题， 因为移动学习的 “个性、 情境和位置” 特性会增加复杂性。 在

移动和无线技术兴起之后， 人们多次尝试定义移动学习的概念。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７） 通过分析公共领域现有的试验和试点案例研究， 将移动学习分为

六种类型：

• 技术驱动的移动学习；

• 微型便携式电子学习；

• 联网课堂学习；

• 非正式、 个性化和基于位置的移动学习；

• 移动培训、 绩效支持；

• 远程、 农村、 发展移动学习。

Ｋｏｏｌｅ （２００９） 开发了一个移动教育的理性分析框架 （称为 ＦＲＡＭＥ 模

型）， 这一框架包含移动学习的三个方面， 即设备、 学习者和社会环境。

另外， 该模型在文氏图中显示了各个方面的交叉区域 （设备可用性、 社会

技术和互动学习）， 以及这三个方面的主要交叉区域 （移动学习过程）。 这

一模型提供各个方面和交叉区域的标准和例子， 帮助教育工作者计划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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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移动学习环境。

上述移动学习的定义、 技术特性和现有框架帮助读者了解移动学习，

以及未来如何使用移动技术进行教学。 不过， 之前的研究缺乏教学框架。

移动技术在学习方面的一些应用涉及教学理论的制定， 许多方向不同的独

特应用需要在远程教育背景下进行逻辑分类。 通过使用移动技术将教育应

用进行逻辑分类， 并放置在逻辑框架内， 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移动学习目

前的状态， 并对移动学习在未来的使用制定综合性设计准则。 交互距离理

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该框架基于优秀的理论和教学基础， 可以在远

程教育背景下定义移动学习的角色。

五、 交互距离理论

交互距离理论是一种教育理论， 定义了远程学习的重要概念， 即教师

与学生相分离 （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７）。 该理论从首次出版开始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３） 就影响了许多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 许多学者称该理论是远程学习

的经典概括性理论 （Ｇｏｋｏｏｌ⁃Ｒａｍｄｏｏ， ２００８； Ｓａｂａ， ２００５）， 并认为这是对

远程教育领域的重大贡献。

交互距离理论定义的 “距离” 不仅是地域分离， 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教

学概念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９７）。 因此， 这一理论包含两种类型的教育， 即 “计划

中的唯一或主要沟通方式通过技术完成”， 以及 “基于技术的沟通是对于

课堂的补充” （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７， 第 ９１ 页）。 这对于移动学习尤为重要， 因为

有时需要在学校中使用移动设备 （ Ｔａｔａｒ，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Ｖａｂｅｙ 和 Ｐｅｎｎｕｅｌ，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非传统、 非正式和非机构性环境中

使用。 交互距离理论的包容性、 适用性和灵活性为移动学习框架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

交互距离理论的起源是 “交互行动” 概念， 许多学者认为与 “个人行

动” 和 “相互行动” 相比， 这一概念是探究的最高演进层级 （Ｄｅｗｅｙ 和

Ｂｅｎｔｌｅｙ， １９４６）， 其含义是 “特定情境中个人、 环境与行为模式相互作用”

（自带设备和应用， １９８０， 第 ５ 页）。 因此， 交互距离被定义为 “环境中教

师和学习者的相互影响， 这个环境的特点是人与人在空间上相互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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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７）。 简而言之， 交互距离是学习者与教师心理分离的延伸

（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７； Ｓｈｅａｒｅｒ， ２００７）。

交互距离受三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影响： ① 课程结构； ② 教师与学

习者的对话； ③ 学习者的自主权。 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７） 认为这三种因素来自于

以下分析： ① 远程学习课程； ② 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沟通； ③ 学习者在

决定学习内容、 方式和数量时的作用。 表 ３ － １ 介绍了这三种因素， 并分析

了单位、 重心、 相关问题、 结构和范围程度。 不过， 穆尔交互距离理论中

最重要的部分是结构与对话之间的反比关系， 即随着结构的增加， 交互距

离也会增加， 但是随着对话的增加， 交互距离却会减少。 这一假设在多项

研究中获得验证 （Ｓａｂａ， １９８８； Ｓａｂａ 和 Ｓｈｅａｒｅｒ， １９９４）。 再加入第三个变

量———学习者自主权之后， 这一理论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难以确定这是学

习者个人的自主权， 还是与学习材料相关的自主权。 无论怎样， 这一理论

说明了随着交互距离的增加， 学习者的自主权也会增加。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９７） 基于对话 （Ｄ） 和结构 （Ｓ） 的存在和缺失阐述了四种

类型， 分别为 － Ｄ － Ｓ、 － Ｄ ＋ Ｓ、 ＋ Ｄ － Ｓ、 ＋ Ｄ ＋ Ｓ。 当然， 应将这些变量

的组合视为相对和持续的， 而不是绝对和对立的， 可以有无数种类型的教

学类型。 另外， 尽管正确的平衡是成功的关键， 但是每种类型中学习者的

自主权变化很大， 从完全自主 （ＡＡＡ） 到没有任何自由 （ＮＮＮ）。

表 ３ －１　 最初交互距离理论的三个要素

结构 对话 学习者自主权

分析单位 远程学习课程ａ 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沟通ａ 学习者的角色ａ

定义

衡量教育课程对于学习

者个人需求和偏好的

反应ｃ

在设计课程之后教师与学

习者交换语言和其他符

号， 用于改善理解和知识

构建ａ，ｃ

学习者在决定学习目

标、 过程和评估方面

的自由程度和自我管

理能力ａ

重心 结构的刚性和灵活性ａ 对话的延伸和本质ａ 自主权的尺度和范围ａ

相关问题
远程学习课程的刚性和

灵活性是怎样的？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有

多少种类型， 质量是怎

样的？

学习计划给予学习者

自主权的程度和种类

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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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结构 对话 学习者自主权

结构

顺序， 内容， 主题， 目

标， 结果， 教学和评估

策略ｂ

直接、 间接活动和被动

演讲ｃ

学术， 合作和人机交互ｅ

目标， 执行和评估

程 度 或

范围

顺序：

从紧密控制到松散控制

内容：

从预先决定到之后决定

策略：

从严格设置到灵活变更

数量：

教师与学习者之间从频繁

沟通到很少沟通

质量：

从深入到表面互动

从事实 （信息分享） 到

反思对话 （知识分享） ｆ

从高交互距离到低交互距离ｂ

例子：

－ Ｄ － Ｓ： 低对话和低结构 （如教科书）

－ Ｄ ＋ Ｓ 或 ＋ Ｓ － Ｄ： 低对话和高结构 （如广播节

目、 节目文字）

＋ Ｄ ＋ Ｓ 或 ＋ Ｄ ＋ Ｓ： 高对话和高结构 （如通信、 计

算机辅助教学）

＋ Ｄ － Ｓ： 高对话和低结构 （如辅导、 电话会议）

从 ＡＡＡ 到 ＮＮＮａ，ｂ

ＡＡＡ： 自主权

ＡＡＮ： 设置目标和执

行 （外部认证计划）

方面的自主权

ＡＮＡ： 设置目标和评

估方面的自主权 （程

序化学习）

ＡＮＮ： 仅在设置目标

方面拥有自主权 （不

常见）

ＮＡＡ： 在执行和评估

方面具有自主权 （不

常见）

ＮＮＡ： 仅在评估方面

具有自主权 （极为少

见）

ＮＡＮ： 仅在执行方面

具有自主权 （最常见

的情况）

ＮＮＮ： 没有自主权

与交互

距离的

关系

随着结构的增加， 交互

距离随之增加α

随着对话的增加， 交互距

离随之减少α

随着 交 互 距 离 的 增

加， 学习者的自主权

随之增加α

３３



通过移动学习增加教育机会

ａ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７）
ｂＭｏｏｒｅ （１９９７）
ｃＳａｂａ 和 Ｓｈｅａｒｅｒ （１９９４）
ｅＪｕｎｇ （２００１）
ｆＳａｈｉｎ （２００８）

这一理论另外一个有趣之处是通信媒体对交互距离的影响。 在 Ｍｏｏｒｅ

的例子中 （２００７）， 一个录制的电视或广播节目拥有高结构级别， 因为节

目内容无法被更改以满足个体学习者的需求， 产生相对较高的交互距离；

而教师与个体学习者之间的音频或视频电话会议则拥有高对话级别， 因为

教师可以根据个体学习者的反应改变课程的结构， 产生相对较低的交互距

离。 考虑到目前的高级移动技术支持个性化应用和联网通信、 同步和异步

通信、 基于文字的通信和视频会议， 交互距离不仅受到通信媒体的影响，

也受到多种学习背景的影响， 其中包括多种通信方法和渠道。

Ｂｅｎｓｏｎ 和 Ｓａｍａｒａｗｉｃｋｒｅｍａ （２００９） 将这些不同的电子学习背景放置在对

话和结构组成的二乘二矩阵中， 并展示了相对水平的对话、 结构和自主权。

他们介绍的案例包括： ① 校园内， 教室增强 （ － Ｄ － Ｓ － Ａ）； ② 校园内， 混

合式 （ － Ｄ ＋ Ｓ － Ａ）； ③ 基于工作场所， 混合式 （ ＋ Ｄ － Ｓ ＋ Ａ）； ④ 校园内，

多个校园， 完全在线 （ ＋ Ｄ － Ｓ ＋ Ａ）； ⑤ 校园外， 交互影响， 完全在线 （ ＋

Ｄ ＋ Ｓ － Ａ）； ⑥ 校园外， 交互影响， 部分在线 （ ＋ Ｄ ＋ Ｓ ＋ Ａ）。

尽管案例来自于两所大学， 但是这个矩阵展现了目前电子学习背景的

分类。 研究指出 “对那些不太熟悉网络 ２ ０ 环境的学生而言， 交互距离可

能较高” （Ｂｅｎｓｏｎ 和 Ｓａｍａｒａｗｉｃｋｒｅｍａ， ２００９）。 因此， “为了帮助学生学习，

教师需要围绕网络 ２ ０ 环境设计高水平的对话和结构”。 研究的结论是相

对于分析和设计多样化电子学习背景而言， 理解交互距离理论依然非常有

用且重要。

另外， Ｋａｎｇ 和 Ｇｙｏｒｋｅ （２００８） 指出， 社交性软件和通信技术的最新发

展要求一个更加 “无缝同步” 的理论。 他们将交互距离理论与文化历史活

动理论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ＡＴ） 进行对比， 获得关于人

类活动社会方面的重要看法。 他们指出， 两种理论对 “调解作用” 给出了

不同的解释。 在交互距离理论中， 使用物理设备作为调解工具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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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教师和学生的分离。 在 ＣＨＡＴ 理论中， 作品 （包括语言、 技术、 工具

和标志） 作为调解工具促进人类活动的社交化。 因此， “相比 ＣＨＡＴ 对于

个人的看法， 交互距离将学习者与他们所处的多元社会背景相隔离”。

Ｋａｎｇ 和Ｇｙｏｒｋｅ研究结论是， 交互距离理论中的主要变量为 “矛盾性和互补

性” （Ｋａｎｇ 和 Ｇｙｏｒｋｅ， ２００８， 第 ２１１ 页）。 这一观点符合之前的评论： 变量

的影响是 “随着理解的增加， 不理解便会减少” （Ｇｏｒｓｋｙ 和 Ｇａｓ， ２００５， 第

８ 页）， 但是术语使用的不一致， 以及变量之间的模糊关系会导致人们对理

论产生不同的解释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０）。

对于交互影响距离理论的主要解释以及之前的研究结果不但有助于理

解远程学习， 而且也反映出这一理论是非常有用的教学和哲学框架。 不

过， 之前的研究也发现一些问题， 包括： ① 术语相关问题； ② 对于变量

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 ③ 无法解释个人的社会特性。 因此， 一些研究人员

寻求制定更加精确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

六、 移动学习教学框架

在本章中， 我没有新版本的理论， 而是利用现有的理论对移动技术的

多种教育应用进行审视， 并将这些理论分为不同的类型， 以更好地理解当

前的移动学习。 我在本章中采用原始概念， 希望能够清晰地阐明对这一理

论的看法。

许多研究人员对交互距离理论做出过多种解释， 不同的解释和定义对

这一理论的演变产生了影响。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０， 第 ９ 页） 最早指出 “理解

交互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讨论的是二乘二矩阵、 单独连续体， 还

是独特的集群”。 在本章中， 我将交互距离作为单独的连续体， 包含从高

到低的交互距离， 因为受到变量复杂相互关系的影响， 将交互距离视为二

乘二矩阵或者独特的集群会让人感到困惑。 三种变量 （结构、 对话和自主

权） 控制交互距离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７）， 但是其他学者也指出 （Ｇａｒｒｉ⁃

ｓｏｎ， ２０００； Ｇｏｒｓｋｙ 和 Ｇａｓｐｉ， ２００５； Ｓａｂａ 和 Ｓｈｅａｒｅｒ， １９９４）， 结构与对话

之间的关系是反向或正交的， 结构和自主权之间的关系是重叠或分层的

（Ｇｏｒｓｋｙ 和 Ｇａｓｐｉ，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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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距离理论中关于变量相互关系的这些看法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在

本例中， 复杂的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交互距离。 现在我们需要

决定如何将交互距离定义为单独的连续体。 在本章中， 我坚持采用这一理

论的原始官方定义： “一个需要跨越的心理和交流空间， 这是一个在教师

与学习者之间可能产生误解的空间。”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９７， 第 ２２ 页）

尽管交互距离被定义为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但这依然不符

合结构和对话的定义。 随着新兴通信技术的发展， 不仅教师和教学设计师

可以建立学习结构， 学习者也可以建立学习结构； 另外， 不仅教师和学习

者之间能够建立对话， 学习者之间也可以建立对话。 维基百科便是学习者

通过对话建立结构的例子 （Ｂｅｎｓｏｎ 和 Ｓａｍａｒａｗｉｃｋｒｅｍａ， ２００９）。 关于这两

种对话，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９７） 认为新的对话形式——— “学习者之间的对话” 可

以实现远程学习者的知识构建。 之前的结构和对话是由教师控制的， 而现

在学习者也可以进行控制。 因此， 关于交互距离的定义必须包含学习者之

间的互动， 这与交互距离最初的定义相矛盾， 在最初的定义中， 交互距离

是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距离。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必须将影响交互距离的

对话和结构定义为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距离， 不包含学习者之间的互动。

学习者建立的任何对话和结构必须以不同的维度来讨论。 下面我们就讨论

这个维度。

这一新的维度通过考虑学习的社会层面以及新形式的社会技术， 将个

人与集体 （或社会） 活动对比。 这一概念来自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 Ｋａｎｇ

和 Ｇｙｏｒｋｅ （２００８） 曾经将该理论与交互距离理论相对比。 不过， 我不再将

理论进行对比， 而是将其合成， 用来对一些现象做更加有效的解释。 一些

研究人员 （ Ｆｒｏｈｂｅｒｇ， Ｇｏｔｈ 和 Ｓｃｈｗａｂｅ， ２００９；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Ｖａｖｏｕｌａ，

２００７； Ｔａｙｌｏｒ，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Ｏ’Ｍａｌｌｅｙ， Ｖａｖｏｕｌａ 和 Ｗａｙｃｏｔｔ， ２００６； Ｕｄｅｎ， ２００７；

Ｚｕｒｉｔａ 和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２００７） 将活动理论作为移动学习的理论框架。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活动理论可以作为强大的框架， 用于设计建构主义

学习环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 （Ｊｏｎａｓｓｅｎ， ２０００； Ｊｏｎａｓｓｅｎ 和 Ｒｏｈｒｅｒ⁃

Ｍｕｒｐｈｙ， １９９９）。 但是， 活动理论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问题。 Ｂａｒａｂ、 Ｅｖａｎｓ

和 Ｂａｅｋ （１９９６） 指出 “生活通常不会区分自我， 而行为方式与理论假设也

并非完全吻合”。 他们建议研究人员从孤立理论观点转变为互补性理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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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尽管我在本章中没有详细介绍活动理论 （如需更多信息， 请查看：

Ｅｎｇｅｓｔ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Ｌｅｏｎｔｅｖ， １９７８；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１９７８）， 但是还是使用了其中

的一些元素对交互距离理论进行修改， 增加了一个维度， 并为移动学习制

定了教学框架 （如图 ３ － ３ 所示）。

• 首先， 活动被视为分析单位。 由于交互距离理论认为一个课程中包

含多节课 （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７）， 因此很难决定整个课程的交互距离。 例如， 课

程信息部分为高度结构， 而讨论问题则需要高度对话过程， 这两部分均包

含在课程内。 如果课程中的多种活动具有不同的交互距离， 便无法容易地

分为高或低交互距离存在的程度。 因此， 通过将分析单位定义为 “活动”，

可以更简单地决定交互距离， 活动对于 “个人行动而言意义不大” （Ｋｕｕｔ⁃

ｔｉ， １９９６）。

图 ３ －３　 四种类型的移动学习： 教学框架

• 其次， 个体和社会活动通过通信技术进行调解， 这是活动理论中的

一种文化—历史作品。 正如 Ｋａｎｇ 和 Ｇｙｏｒｋｅ （２００８） 所言， 交互距离理论

和活动理论均认为调解很重要。 因此， 将 “调解” 至于框架中心之后， 一

端的个体活动说明学习者没有与其他学习者沟通， 而另一端的社会活动说

明学习者共同学习， 分享想法并构建知识。 与此同时， 这些活动按照一定

的规则进行调解， 这些规则可以具有高结构性， 对话协商较少 （高交互距

离）， 也可以是松散结构， 拥有更加自由的对话协商 （低交互距离）。 我们

之前提到过， 移动学习是 “使用移动设备进行调解的学习” （Ｗｉｎ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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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而移动技术有助于学生进行集体和个体学习 （Ｋｏｏｌｅ， ２００９）。 在将

高或低交互距离放置在 ｙ 轴上， 并将个体或社会活动放置在 ｘ 轴上之后，

这一框架便可产生四种类型的移动学习活动。

• 最后， 尽管个人和集体是对立的， 但也可以进行关联和平衡。 活动

理论尝试解决个体—社会、 主观—客观、 代理—结构和心理—社会之间的

对立问题 （Ｒｏｔｈ 和 Ｌｅｅ， ２００７； Ｗａｔｓｏｎ 和 Ｃｏｕｌｔｅｒ， ２００８）。 但是，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１） 认为 Ｌｅｏｎｔｅｖ 的活动理论 （１９７８） 与 Ｄｅｗｅｙ 的交互协调理论更加

接近， Ｄｅｗｅｙ 将 “互动” 功能提升为 “互动” 理论。 活动理论与 Ｄｅｗｅｙ 的

交互距离理论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 活动理论是一种分析框架， 用于理解

个人 （主体通过作品） 对学习材料 （客体） 的行动， 这些活动与社区互

动， 根据一组规则进行调节， 并通过劳动分工来分配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１９９１）。

活动理论形成了交互距离理论的部分基础， 这是在远程学习背景下理解关

键变量关系的框架 （结构、 对话和自主权）。 尽管活动理论中许多重要的

概念在图 ３ － ３ 中进行简化， 但是显示个体和社会活动范围的维度可以认为

是认识多种移动学习活动的有用视角。 最重要的是， 个体和社会活动之间

的区别是一种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分类。 例如， Ｋｅｅｇａｎ （２００２） 称远程学习

具有两种形式———个体学习和群体学习。

七、 移动技术的教育应用

本节的主要目标是回顾和分类使用移动技术的多种教育应用， 因此我

根据高与低交互距离， 以及个体与社会活动的对比结果制定了一个理论和

教学框架。 如图 ３ － ３ 所示， 远程教育背景下产生的四种移动学习包括：

① 高交互距离社会移动学习； ② 高交互距离个人移动学习； ③ 低交互距

离社会移动学习； ④ 低交互距离个人移动学习。

类型 １： 高交互距离和社会移动学习活动 （ＨＳ）

该类型的移动学习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① 在讲师或机构的支持下， 学

习者拥有更多的心理和沟通空间； ② 学习者参与团队学习或项目， 与他人

进行沟通、 协商和合作； ③ 通过移动设备提供预先确定的课程， 其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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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材料或活动规则； ④ 交互主要发生在学习者之间， 讲师或教师很少促

进团队活动。 这一类型可能取代传统使用技术进行的团队活动， 在这些活

动中， 学生分为多人或者两人一组， 完成分配的任务。

ＮｅｔＣｌａｃ 是 ＳｉｍＣａｌｃ 的手持版本， 该应用用于帮助中学生学习数学中的

变化和变量 （Ｖａｈｅｙ，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和 Ｔａｔａｒ， ２００７； Ｖａｈｅｙ， Ｔａｔａｒ 和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２００４）。 在开发 ＳｉｍＣａｌｃ 项目时考虑了三种创新： “重新构建主题； 在学生

现有理解的基础上提供数学体验， 以及提供动态展示。”（Ｖａｈｅｙ 等， ２００４）

学生可以分为两人一组， 使用 ＮｅｔＣａｌｃ 玩游戏， 并联系基本的数学概念。

例如， 在 Ｍａｔｃｈ⁃Ｍｙ⁃Ｇｒａｐｈ 游戏中， “一名学生 （画图者） 创建一个函数，

另外一名学生 （匹配者） 无法看到。 匹配者在画图者的语言提示下猜测函

数” （Ｖａｈｅｙ 等， ２００４）。 从这个游戏中可以学习到位置曲线和速度曲线的

特点， 以及如何将两者进行转换， 移动活动被认为是支持 “手持计算机的

通信能力和再现基础结构”。

ＭＣＳＣＬ 系统是这一类型的另外一个例子 （Ｃｏｒｔｅｚ，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Ｓａｎｔｅｌｉ⁃

ｃｅｓ，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和 Ｚｕｒｉｔａ， ２００４）。 该系统用于在实体教室中为高中学生授

课。 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 回答移动设备上的多选题。 在这个活动中， 学

生需要就如何回答问题展开辩论， 并就最终选择的答案达成一致意见。 在

这个过程中， 学生之间通过互相合作， 改变了现有的知识并增加新知识。 教

师的工作是在合作活动之前设置和提供问题， 在活动之后收集学生的答案。

Ｍａｔｈ ＭＣＳＣＬ 项目将活动理论作为概念框架 （ Ｚｕｒｉｔａ 和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２００７）， 开发了一个活动， 将二年级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 练习加减法和

乘法。 在活动中， 学生的移动设备中获得一定数量的物体 （如香蕉、 苹果

和橙子）， 他们需要与其他人交换物体， 才能实现规定的数量目标。 学生

需要进行数学计算， 并与其他学生交换物体， 追踪物体的数量。 他们需要

交谈、 协商和合作才能完成游戏的目标。

这些高交互距离的例子要求高度结构化的课程。 活动中的问题或游戏

规则是在活动之前确定的。 尽管例子中的内容是科学或数学， 但是这些活

动需要在不同成员之间建立社会互动、 协商和合作技能。 在开发此类活动

时， 教师和教学设计师必须重视： ① 移动应用的设计； ② 社会互动的设

计， 例如， 定义游戏的规则和玩家的角色。 移动设备在计算 （软件）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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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 （硬件） 方面的考量是活动成功实施的关键。

类型 ２： 高交互距离和个人移动学习活动 （ＨＩ）

该类型的移动学习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① 在教师或机构的支持下， 个

体学习者拥有更多的心理和沟通空间； ② 个体学习者通过移动设备， 获得

结构严密和组织良好的内容和资源 （例如， 记录的研究、 读物）； ③ 个体

学习者获得内容并控制学习过程； ④ 互动主要发生在个体学习者和内容之

间。 这一类型是电子学习的延伸， 能够实现更高的灵活性和便携性。 个体

学习者在移动过程中采用这种灵活的方式进行学习。 这一类型主要受学习

时间和地点的影响。 其中包含移动学习， 农村地区的学生可以通过移动学

习方式获取教育资源。

这一类型的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 的校外

研究生发展课程， 该课程通过在线和移动方式为学生提供远程学习。 在应

用人类学和参与性发展硕士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ｌｇ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

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ＡＰＤ） 课程中， 参与远程学习的学生可以下载资源

（如读物、 视频和音频讲义、 演示幻灯片）， 并能够与其他学生进行在线讨

论。 讲师的主要作用是组织在线讨论， 向学习管理系统 （ＬＭＳ） 提供语音

播客和视频播客， 使用 Ｃａｍｔ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ｏ 或者 Ｗｉｍｂａ Ｃｒｅａｔｅ 等工具制作这些

富媒体资源。 尽管学习活动和任务的实施与展示基础为建构主义， 但是在

项目的评论中也提到了移动性的优势。 参与该项目的学生称， “在旅行途

中将讲义内容下载到我的 ｉＰｏｄ 里非常有用”， “我平常很忙， 因此下载了音

频版本的讲义， 在家中做饭时使用笔记本电脑播放， 这种学习方法很棒”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 反馈信息显示， 移动设备让繁忙的个人可以在任何适

当的地点和时间学习。

这一类型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偏远或贫困地区的学生进行移动学习。

Ｖｙａｓ，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 Ｗａｌｋｅｒ， Ｚａｃｈａｒｉａｈ 和 Ｌｅｅ （２０１０） 将移动技术应用于印度

偏远地区二级医院的临床培训。 他们还与印度的基督教医学院 （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ＭＣ） 以及美国的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合作， 使用

ＴＵＳＫ 知识数据库提高学习效果。 这个学习系统是 ＣＭＣ 校园电子学习系统

的一部分， 其目的是让学生使用移动手机访问知识数据库， 并使用移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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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满足学习需求。

在另外一个例子中， Ｋｉｍ （２００９） 介绍了行动研究， 是关于向拉丁美

洲偏远地区流动土著儿童提供移动学习课程的项目。 该项目通过移动学习

方式提高偏远地区流动儿童的读写能力， 在那里他们难以获得正规的教

育。 项目实施者通过移动设备为儿童提供 Ａｌｆａｂｅｔｏ 课程， 课程内容包含字

母表， 以每个字母开头的单词、 字母和词汇的语音记录， 以及系列动画和

对应文字组成的小故事。 这个项目说明了移动设备的便携性、 多媒体功能

以及低成本如何帮助劣势群体， 包括生活在缺乏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公共服

务区域的儿童和家人。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移动辅助语言学习 （Ｍｏｂｉｌ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ＬＬ）， ＭＡＬＬ 与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ＡＬＬ） 不同， 因为前者专注于 “不同使用背景中访问和

互动的连续性或自发性”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２００９）。 Ｃｈｅｎ 和 Ｌｉ （２０１０） 将

无线定位技术应用于一门英语词汇学习课程， 个体学习者在学习和探索新

词汇时， 需要登录个性化情境感知泛在学习系统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ｗａｒｅ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ＣＵＬＳ）。 该系统检索个人资料 （包括空

闲时间和英语水平）， 自动感应学习者的位置， 然后根据学习者的资料和

位置， 从数据库中提供适合的词汇。 尽管存在一些技术问题 （如访问困

难）， 但是该项目在探测学习者位置和改善学习绩效方面的成功率相对较

高。 学习者对该项目的满意度很高， 这揭示了未来泛在英语学习环境。

尽管在学术文献中， 学习者很难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开放资源 （如 Ｙｏｕ⁃

Ｔｕｂｅ） 或在线教程， 但这也属于类型 ２ 学习活动， 因为学习者采用的是自

学方式， 他们在搜寻信息和获得知识的过程中较少受到教师的干预。 这个

例子具有相对较高的交互距离， 因为教师或讲师在帮助个体学习者控制学

习进度的过程中， 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 这种类型的个体学习者决定学习

的时间和地点， 并实行个性化学习环境。 在开发这种类型的移动学习活动

时， 教学设计师或者机构远程学习支持人员应当特别注意知识库的创建和

管理， 包括组织良好的学习材料， 如课程 （音频或视频） 文件， 阅读材料

和词汇数据库。 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应当是可访问性和技术连接问题。 上述

研究都介绍了由于不同学习者环境造成的此类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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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３： 低交互距离和社会移动学习活动 （ＬＳ）

类型 ３ 中， 个体学习者在使用移动设备的过程中会与教师和其他学习

者进行互动。 他们与教师的心理和沟通距离更短， 教学结构也比较松散，

但是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解决问题， 并实现共同的目标。 他们也会自然地参

与社会互动、 协商和频繁的沟通。 这种类型是移动设备灵活性和学习者社

会互动的最高级形式。

由 Ｋｌｏｐｆｅｒ、 Ｓｑｕｉｒｅ 和 Ｊｅｎｋｉｎｓ （ ２００２ ） 开 发 并 由 Ｋｌｏｐｆｅｒ 和 Ｓｑｕｉｒｅ

（２００８） 测试的 “环境侦探” 是一个用于设计移动设备游戏的模拟平台。

学生扮演环境工程师的角色， 在游戏场景中， 带有 ＧＰＳ 功能的位置感知掌

上电脑设备模拟毒素的排放。 学生使用掌上电脑收集地表水样品， 测试化

学元素， 调查毒素排放量， 并需要对教师提供的不同变量做出反应。 许多

学生称这些类型的合作活动帮助他们评估不同的选择， 促使他们学习， 并

转变了他们对学习的看法。

一个基于音频的论坛学习项目 （Ｃ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 让学习者能够使用移

动设备参与异步学习论坛， 这种论坛的前身是使用文字进行讨论的在线论

坛。 由于彩信 （短信的演变形式） 不仅能够发送文字， 也能够发送图像、

视频和语音片段， 因此该项目使用语音输入发表讨论内容。 学习者可以下

载其他学习者录制的语音文件并在路上收听。 尽管这种方式有些不足， 例

如， 背景噪声、 通过信息搜索重新录制的语音文件困难等， 但是这种方式

具有解放双手、 学习方式非常灵活的明显优势。 为了促进学习者参与讨论

和合作学习， 这一活动中整合了团队游戏锦标赛 （Ｔｅａｍ Ｇａｍｅ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ＴＧＴ）。 首先将学习者分为三人一组， 然后根据他们在第一轮的表现重新分

组， 参加锦标赛。

目前对于这种类型的研究相对较少。 这两个例子的相同点是在活动开

始之前， 没有定义具体的内容或特定的学习目标。 另外， 移动设备用于多

种用途， 如调查工具、 沟通工具、 模拟工具和游戏工具。 在开发这种学习

类型时， 教学设计师和教师应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并让学生拥有尽可能

多的社会经验。 最重要的是开发有意义的合作任务， 或者一个复杂的环

境， 产生高水平的思考、 协商、 评估、 反思、 辩论、 竞争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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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４： 低交互距离和个性化移动学习活动 （ＬＩ）

在最后一种类型中， 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心理和沟通距离较短， 学习

内容结构松散且没有进行定义。 个体学习者可以与教师直接互动， 教师引

导和控制学习过程， 在保持学习者独立性的前提下满足每个学习者的需

求。 这种类型的特点相当独特， 适用于混合式学习。

中国的一个大型混合式教室计划 （Ｓｈｅｎ， Ｗａｎｇ， Ｇａｏ， Ｎｏｖａｋ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０９；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 Ｎｏｖａｋ 和 Ｐａｎ， ２００９）， 与类型 ２ 相似， 其目标也是随

时随地学习。 不过， 该项目计划通过使用技术干预， 增加中国学生上课时

的交互性。 在高级英语课中为远程学生设置了一个移动电话广播系统， 一

个教室管理系统， 一个网络系统， 让学生不仅可以下载课程资料， 还可以

与他人实时连接， 教师使用计算机、 投影仪、 白板和其他教学工具进行教

学。 由于这种方式属于大规模授课， 教师与学生之间很难沟通。 不过， 学

生可以使用手机向教师发送信息和询问问题， 教师可以立刻做出语言回

应。 通过移动技术实现的这一功能可以减少交互距离。

蝴蝶观赏和鸟观赏移动学习系统项目 （ Ｃｈｅｎ， Ｋａｏ 和 Ｓｈｅｕ， ２００３；

Ｃｈｅｎ， Ｋａｏ， Ｙｕ 和 Ｓｈｅｕ， ２００４） 支持户外移动学习活动。 在这些项目中，

学生独立使用移动设备访问鸟或蝴蝶知识数据库， 将他们观察到的鸟或蝴

蝶与照片匹配。 在这个系统中， 移动设备让现场科学学习变得更加简单，

因为学生无须携带记录本进行观察， 就可以更快捷、 更方便地找到所需的

信息。 他们使用移动设备自带的数码相机拍摄照片， 在移动设备上记录笔

记， 并使用无线网络连接将这些信息发回服务器。 教师鼓励学生观察多种

物体并提出问题， 确保学生的学习成果， 学生大多进行自我指导和独立式

的学习， 而移动设备为这种学习方式提供支持。

由于这种类型主要是由教师控制和引导的， 而且当学生完成活动后才

能确定学习的内容和过程， 因此这些例子被视为低交互距离。 移动设备的

灵活性和便携性有助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在准备这种类型的学习时， 教

学设计师和教师应当重视学生在教室和野外的学习环境， 在学生提出问题

和完成任务之后应当给予适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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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结论

本章介绍了移动学习的定义和特点， 并与电子学习进行了对比。 尽管

移动学习拥有巨大的潜力， 而且移动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但是在远程学

习背景下依然缺乏理论框架对多种移动学习项目进行审视。 这个分析框架

来源于交互距离理论， 并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用于反映个人和社会学习

中所用移动技术的特点。 本章在对之前的移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交

互距离理论， 以及个性与社会学习的对比将移动学习分为四种类型。

关于移动学习的研究文献数量在迅速增加， 受到篇幅限制， 本章仅列

举出其中少数例子， 有许多其他例子也可以归为这四种移动学习活动。 本

章提出的分类方法， 希望教学设计师和教师能够更加有效地设计和实施移

动学习。 在这四种移动学习活动组成的框架内对移动项目进行分析， 也印

证了移动设备能够在个性化和社会学习之间， 以及高交互距离和低交互距

离之间进行无缝移动和切换 （Ｌｏｏｉ 等， ２００８； Ｖａｈｅｙ 等，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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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什么移动学习需要开放教育

资源①

Ｒｏｒｙ ＭｃＧｒｅａｌ

摘要

开放教育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对推动高质量教育的普及有很大帮

助。 通过移动设备在线访问资源的数量呈级数或指数增长， 开放教育资源

随之也得以增强。 在过去十年中， 阿萨巴斯卡大学致力于转向用移动设备

提供课程， 优化网站适用于不同的设备。 由于版权所有者希望使用技术保

护手段对内容进行保护， 因此开放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对于一些

功能的禁用， 如复制、 突出显示、 格式改变和其他变化， 使得人们很难或

者无法在教育环境中使用专有内容。 另外， 一些立法禁止将这些专有内容

用于教育性用途， 如再利用、 混合和再替换。 随着移动设备的演变， 这些

专有内容需要实现开放， 这样才能在没有任何专利限制的前提下自由

使用。

引言

互联网无线技术在新的和强大的网络上广泛使用， 这增加了与世界其

他地区隔离的偏远贫困地区学习者的学习机遇。 与此同时， 开放教育资源

数量的增长以及最新移动设备对这些资源的便捷访问， 开启了新的学习方

式， 远远超出之前最乐观人士的设想。

开放教育资源的传播和增长， 以及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２５

① 本章改编自 ＰＥＲＥＬ ２０１２， ＩＣＣＧＩ ２０１２ 和 ＰＣＦ４ 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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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增加， 为之前相互隔离的学习者创造了新的学习环境， 也让创新型

教育机构可以摆脱传统的教室教学模式。 时间和空间不再成为限制， 教师

们无须在一个教室或礼堂授课。 最新移动技术的低成本开启了前所未有的

学习方式， 与此同时也为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关于教学法和内容传授方式的

新挑战， 他们也使这种新型学习环境的价值最大化。

最新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的成本越来越低， 所有人都可以在任何地点

使用。 这些便于使用的移动设备移除了现有的诸多障碍， 让市民可以获取

政府在多个政策领域提供的大量信息和服务， 包括教育资源。 另外， 采用

最新 ３Ｇ 和 ４Ｇ 技术的新一代移动手机 （或智能手机） 支持多媒体 （有大

量功能丰富的新应用）， 更便于学习者访问开放教育资源， 这些资源不仅

包括文本， 还包括多媒体课程、 模拟和测试。

背景

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不断提供高质量教育资

源， 同时控制或降低成本。 高等教育中的最新发展均提到传统高等教育系

统， 以及更加灵活的教育提供者 （如开放大学） 在解决这些挑战方面所做

出的努力。 这些发展提升了高等教育的接受机会和灵活性。 在许多国家，

为所有人提供基本教育是一项挑战 （在未来也是如此）。 另外， 一些具有

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设置了具体的目标， 解决该国人民的需求。 目前糟糕

的经济形势造成预算和捐款减少， 因此这些社会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我们

需要采取新的方式和做法， 确保所有儿童和成年人拥有终身学习的机会。

一、 开放教育资源

开放教育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充分利用这种资源可以提高全球的

教学质量和学习机遇。 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主要捐赠机构———威廉与佛洛

拉·休利特基金会支持将开放教育资源用于 “让全球各地的教师和学生公

平地获得知识”。 开放教育资源被定义为 “在公共领域存储的教学和研究

资源， 采用的知识产权许可允许他人对这些资源进行自由使用或者再利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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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Ｈｙｌｅｎ， ２００７）。 这些资源包括课程、 课程材料、 单元、 教科书、 流

媒体视频、 测试、 软件和其他工具， 以及用于获取知识的材料或技术。 通

过自由和开放的方式分享教育资源， 可以促进知识社会的构建， 减少不同

国家和社会阶层的知识鸿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 称 “为全人类开发通用

教育资源的目标……希望这种开放资源能够激励全球各地的教育工作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２００２）。

与封闭式专用内容不同， 开放教育资源可以用于许多类似的课程， 甚

至可以在略微改动后用于其他不同的课程， 因此， 开放教育资源是重要

的。 例如， 心理学模块可以用于多种心理学相关的课程， 并在略加修改后

用于艺术课程。 本地化也非常重要， 开放教育资源在修改后可以用于该地

区背景下的学习者和教师。

开放教育资源与乐高积木非常类似， 用户可以使用独立的模块组成课

程。 一些人认为使用开放教育资源更加复杂， 一些模块与其他模块并不匹

配。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开放教育资源模块更加灵活， 更容易组建分子甚至

生物系统。

颗粒度的概念也很重要。 开放教育资源可以是一门课程、 单元、 一节

课、 图像、 网页、 练习或者多媒体剪辑， 但是必须拥有具体的教学目的或

背景。 内容可以组成单节课程， 若干节课程可以组成单元， 若干个单元可

以组成课程， 多门课程可以组成完整的专业。 这些不同级别的资源均可称

为开放教育资源。

二、 移动学习

在线访问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增强了开放教育资源的相关性， 多种新的

移动设备均可以访问这些资源。 １９９９ 年我开车经过菲律宾的一个小村庄，

当我踩下刹车时， 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情景： 在齐膝高的稻田里， 一

个农民站在一个犁和两头母牛之后， 正在使用手机发短信。 当时即使是在

发达国家也很少有人使用短信业务。 之后我才得知， 当时菲律宾的人均短

信发送量在全球位居前列， 现在该国被称为 “世界短信之都” （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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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Ｕ， ２０１１）。

当我仔细观察后， 发现他拿的手机实际上是一个智能电脑， 这个智能

电脑比我在三年前买的台式机还要强大。 从那时起我便对移动学习产生了

兴趣： 我们如何在正式和非正式情境下使用这些体积小巧、 功能强大的电

脑进行学习？

目前全球 ７０ 亿人中， 有将近 ９０％的人使用手机， 也就是 ６０ 亿人。 更

加重要的是， 其中 ７５％以上的用户都是在发展中国家， 在这些国家共有超

过 ２０ 亿台上网的电脑。 现在全球超过 ９０％的人使用移动网络， 超过 ３３％

的人使用互联网， 而且这一比例还在迅速增加。 另外， １ ／ ３ 的互联网用户

是仅通过移动设备上网 （国际电信联盟， ２０１２）。 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

越移动化。

这些移动设备尺寸大小不同， 无法确定是具有电脑功能的手机， 还是

具备手机功能的电脑。 平板电脑、 电子书和上网本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移动

设备， 其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 你可以随时随地使用这些设备， 这些设备

一直保持联网状态， 均具有各种辅助功能。 像日本索尼公司的 ＰｌａｙＳｔａｔｉｏｎ

和任天堂 Ｎｉｎｔｅｎｄｏ 这样的游戏机现在也提供移动设备。 麻省理工学院集团

尼葛洛庞帝团队实施的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 （现在是每个儿童一台平

板电脑） 计划开启了廉价移动设备 （低于 ２００ 美元） 市场的大门， 现在这

些设备在印度、 中国台湾和其他地区生产会更便宜， 并给儿童使用。 计算

机与移动技术的融合创造出计算普遍存在的环境。 你的移动设备不仅可以

用来联网， 还可以用来发送电子邮件和短信， 以及作为摄像机、 电子书、

收音机、 游戏机、 钟表甚至电话！ 现在移动平台共有超过 ５０ 万个应用软

件， 你几乎可以使用移动设备做任何事情。

另外， 这一趋势的发展越来越快。 摩尔定律告诉我们， 计算成本每隔

１８ 个月就会下降一半。 而吉尔德定律告诉我们， 带宽成本的下降速度还要

更快。 存储容量的增长是如此之快， 实际成本几乎等于零。 随着云计算的

发展， 许多机构和个人已经选择网络存储。 采用云计算可以实现即刻部

署， 扩展性、 可靠性、 安全性、 隐私保护和一致性， 一切尽在用户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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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开放教育资源和知识共享

随着使用网络进行移动计算的趋势越演越烈， 现在的学习者和教师可

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获取全球知识资源。 互联网上蕴藏着全球宝贵的知识

财富。 在这一背景下， 开放教育资源在为学习者和教师提供学习内容、 应

用、 游戏等方面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互联网实现了全球知识共享， 开

放教育资源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知识。 这些知识属于公共财产， 应当为所

有人提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的开放教育资源计划是由我和荷兰开放大学的

Ｆｒｅｄ Ｍｕｌｄｅｒ 博士共同主导， 我们的合作伙伴遍布世界各大洲。 该计划的目

标是通过建立国际性开放教育资源用户网络， 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

的千禧年发展目标 （联合国， ２０１１）。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教席联合全球各地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机构， 发起国际性博士课程开

放教育资源的研究， 并创建包含开放教育资源的研究、 文章和其他信息的

知识网络。

另外一个倡议计划是开放教育资源大学计划， 该计划的目标是针对那

些被正规教育排除在外的学习者， 扩大他们获取学习资源的途径， 并降低

学习成本。 该计划的参与机构包括与开放教育资源基金会 （一个独立的教

育慈善机构） 合作的全球各地的著名大学、 院校和理工学院。 这一计划不

授予学位， 而是与著名的教育机构合作， 为学习者提供免费的评估和文凭

服务。 开放教育资源大学让学习者能够获得受到认可的证书， 学习的课程

完全采用开放教育资源制作。 学生在这些开放课程中选择他们感兴趣的、

符合职业发展需求的课程进行自助式学习 （开放教育资源基金会， ２０１１）。

四、 阿萨巴斯卡大学的开放教育资源

在过去 １０ 年中， 阿萨巴斯卡大学支持将课程提供方式从课堂转移到移

动设备。 作为一所远程教育大学， 阿萨巴斯卡大学为加拿大和全球超过

３８ ０００名学生提供课程。 学生可以进行在线学习、 研究并获得学分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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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须来到大学校园进行学习。 这种非传统性学习方式的优点是为学生提

供高效的教育和服务。 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 阿萨巴斯卡大学现在依

靠互联网提供课程材料， 让学生互动， 为学生提供在线图书馆并促进学生

执行其他学习活动， 比如， 参加或退出课程， 甚至通过远程方式参加笔

试。 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使用手机、 上网本、 平板电脑和其他智能移动设

备访问互联网 （这已成为全球趋势）。

阿萨巴斯卡大学在线课程最先是为台式计算机开发的。 他们认为用户

会使用台式计算机的大彩色屏幕访问网站， 并且有足够的带宽下载多媒体

页面。 目前这种假设已经不成立， 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小屏幕、 低带宽的

移动设备， 以及与无线网络连接的 ３Ｇ、 ４Ｇ 手机与平板电脑。

因此， 阿萨巴斯卡大学对大学网站以及一些外部网站 （特别是期刊数

据库） 进行了优化。 他们使用普通的移动设备对视觉完整性和功能保持力

进行测试， 确保那些没有更新为 ３Ｇ、 ４Ｇ 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学生依然能够

使用 ２Ｇ 手机获取学习资源。 与大部分台式计算机屏幕相比， 这些功能强

大的 ３Ｇ、 ４Ｇ 手机与平板电脑在显示内容方面的效果更好 （ＭｃＧｒｅａｌ，

Ｃｈｅｕｎｇ， Ｔｉｎ 和 Ｓｃｈａｆｅｒ， ２００５）。

阿萨巴斯卡大学早期实施的一个移动学习项目是移动图书馆。 该项目

的目的是为阿萨巴斯卡大学开发一个高效友好的移动图书馆 （Ｃａｏ， Ｔｉｎ，

ＭｃＧｒｅａｌ， Ａｌｌｙ 和 Ｃｏｆｆｅｙ， ２００６）。 数字阅读室、 数字论文和项目室、 数字

参考文献中心和 ＡｉｒＰＡＣ 都是这一项目的成果。 这些项目的部分重心是使

用样式表和代理服务器进行移动学习 （ＭｃＧｒｅａ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开发专门

用于移动手机的演示课程 （ Ａｌｌｙ， ＭｃＧｒｅａｌ， Ｓｃｈａｆｅｒ， Ｔｉｎ 和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０７）。

五、 移动学习对开放教育资源的需求

开放教育资源拥有诸多优点， 人们认为对于移动学习而言， 开放教育

资源是不可或缺的， 这是因为版权控制者实施了技术保护措施， 包括限制

性许可以及地域等其他限制性措施。

厂商通过技术手段控制用户访问内容和应用的方式、 时间、 地点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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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例如， 一些电子书出版商对内容进行删减， 让用户几乎无法阅读， 认

为内容没有任何价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ｅ Ｌｉｏｎｈｅａｒｔｅｄ， ２０１１）。 另外， 他们故意减

少设备的功能， 确保用户只能使用他们批准的功能。 这通常会给残疾用户

带来问题。 例如， 用户无法使用语音合成功能， 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法放

大文本字体。 另外， 许多专有系统禁止用户使用突出显示、 注释、 超文本

链接甚至字典， 而这些功能对于教育使用和移动学习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混排材料时， 格式不同通常会产生问题。 开放教育资源可以转换为

不同的格式， 而且无须获得许可。 信息的拆分是学习的基础。 人们通常只

需要少数的文字和数个章节， 而厂商控制的专用内容通常无法让人们实现

这种拆分 （Ｂｉｓｓｅｌｌ， ２０１１）。 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无法进行简单的打印， 因为

厂商已经去除了打印功能 （或者采用禁止打印的许可） （Ｅｌｉｂｒａ 和 Ｓｔａｒｐａｔｈ，

ｎ ｄ ）。 超链接这种常用的学习功能也经常被禁止。 厂商故意减少设备的

功能， 这样内容和应用便无法导入其他设备。 如果需要修改材料用于其他

用途， 或者将内容进行混合， 这些合理的利用也需要获得许可， 那么这将

会成为实际的负担， 阻碍用户进行移动学习 （用户需要依赖大量开放的可

获取的资源）。

如果一种格式过时， 用户则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将内容转移到其他设备

和应用中。 例如， 音频阅读器正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特别适合具有视觉

障碍以及上下班路程较远的用户 （Ｅｌｉｂｒａ 和 ｓｔａｒｐａｔｈ， ｎ ｄ ）， 但是内容所有

者可能会禁止音频阅读器访问其内容， 因为他们采用了数字锁技术， 即使

是通过合法的方式下载专有内容也非常费时费力 ［Ｔｏｎｙ （ ｅＢｏｏｋＡｎｏｉｄ），

２０１０］。

当无法混合和重新编制内容时， 便难以进行移动学习。 内容所有者希

望控制和限制格式、 设备和用户使用材料的环境。 他们希望锁定和控制用

户。 例如， Ａｍａｚｏｎ Ｋｉｎｄｌｅ 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Ｒｅａｄｅｒ 分别采用 ＡＺＷ 和 ＬＩＴ 数字

版权管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ＲＭ） 限制格式。 另外， Ａｄｏｂｅ 的

ＰＤＦ 格式可以自由使用， 但是许多旧版 ＰＤＦ 文件无法在移动设备上进行重

新排版。 许多出版商使用开放 ＥＰＵＢ 格式制作内容， 但是在出版时会转换

为专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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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数字版权管理 （ＤＲＭ）

数字版权管理软件让版权所有者能够控制和限制用户对内容的操作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ｙａ 和 Ｙｉ， ２００６）。 这种技术有时被称为技术保护措施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ＰＭ）， 通常将内容或应用的不同使用变为单

独的商业交易， 并附加限制和许可。 因此， 一些批评人士将数字版权管理

称为数字限制管理 （Ｂｒｏｗｎ， ｎ ｄ ）。 这些限制包含硬件限制和软件限制。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可以限制访问应用或内容的设备， 你必须使用所有者的

网站， 并根据严格的商业条款购买所有者的材料， 所有者可以决定应用或

内容的使用方式、 时间、 地点甚至设备。 所有者保护内容不被盗版或中毒

是必要的。 但是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也用来组织合法的被许可人访问购买的

内容。 电子书和有声书中使用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让合法的客户无法将内

容导出到其他设备。 在许多情况下， ＤＲＭ 用于在合法设备中删除合法购

买的产品。 Ａｍａｚｏｎ 曾经进入用户的电脑并删除他们公司乔治·奥威尔的

《１９８４》 那版 （Ｆｒｉｅｄ， ２００９）。 在索尼公司的木马丑闻中， 该公司使用数字

版权管理技术偷偷地将病毒输入被许可人的电脑中， 产生严重的破坏， 而

该公司事先未告知被许可人， 也没有获得被许可人的同意 （Ｍａｒｓｏｎ，

２００５）。 另外，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还在阻止市场竞争者参与竞争， 并扼杀

了创新动力。 因此，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被视为移动学习的障碍。

移动学习需要灵活性， 对数字媒体能力的专有限制无法实现移动学

习。 数字图书不再是 “图书”。 事实上， Ｋｒｏｓｚｅｒ （２００８） 在谈到价格高昂

的电子书时指出， 现在的印刷书籍比专有电子书 “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便

携性和可读性”。 另外， 移动学习也基于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信任。 参与者

在分享资源时， 确信他们个人信息只会用于学习， 以及与其他学生和教师

的分享。 长期以来， 使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公司随意收集个人信息并用

于不恰当的用途 （加拿大互联网政策和公共利益诊所， ２００７）。 在许多司

法管辖区， 公司有权利在没有事先通知并获得用户许可的前提下， 入侵个

人的电脑和网络， 以真实或虚幻的许可为借口违法禁止用户使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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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许可

这些专有许可 （用户必须接受这些许可才能访问内容或应用） 也成为

移动学习的巨大阻碍。 在愚人节恶作剧中， 一些用户会在不经意间接受

Ｇａｍ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的许可， 出卖自己不朽的灵魂 （Ｍａｔｙｓｚｃｚｙｋ， ２０１０）。 许可限

制会对内容的下载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有时用户会因过于复杂而放弃。 幸

运的是这种做法并不是地方特有的。

之前谈到， 格式转换在技术上非常困难， 而限制格式转换的许可条款

又进一步增加了难度。 即使用户希望保留相同的格式， 但是专有的内容只

能用于一台电脑 （ｅ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 ｎ ｄ ）， 用户无法在另一台具有相同操作

系统的电脑上使用这些内容， 他们必须联系内容所有者， 请求获得特殊许

可和 （或） 在公司进行注册。

另外， 这些许可条款规定， 一个用户同一时间只能在一台电脑上下载

内容， 而且内容无法转移， “只能让你一个人使用”。 由于版权法律认为泛

在环境和在线课程 （和教室） 是公共场所， 所以你不能在学生之间分发或

传播此类内容， 也不能将设备借给学生使用。 那些许可条款不仅禁止复制

和打印， 也禁止修改、 移动、 删除和增加 （完善） 或者 “以任何方式利用

电子书的任何部分”。 由于具有这一规定以及 “唯一设备” 规定， 因此即

使机构愿意一直付款， 也依然无法在移动学习中使用此类软件。 另外， 如

果机构停止付款， 他们可能无法访问与产品相链接的数据或记录。 除此之

外， 教师也无法在之后的学期中将移动设备用于其他学生， 因为许可条款

禁止内容在学生之间转移。

另外， 软件许可让软件出版商无须承担消费者保护法律规定的所有责

任， 根本没有可供销售的 “产品”。 不仅购买者没有任何权利， 出版商也

无须遵守任何要求， 对于程序是否能够正常工作也没有任何要求。 无论出

版商出于任何合法或其他原因决定终止内容或软件的工作， 也无须承担任

何责任。 出版商可以在任何时间修改合同的任何条款。 事实上， 出版商经

常会在软件升级时更改合同， 这些合同条款通常不会为用户带来任何利益

（Ｂｒｏｗｎ，ｎ 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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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望利用公平交易 （或者公平使用） 权的教育工作者来说， 这些

许可条款让他们无法实现这一目的， 并否决了他们的首次销售权， 让他们

无法将购买的产品转售 （ＥＢＩＡ， ２０１０）。 在这些许可所代表的合同中， 被

许可人既没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也没有首次销售的权利。 合同法胜过了公

平交易权利 （Ｈｏｒａｖａ， ２００９）。

“如果图书馆和出版商在合同中同意公平教育权利不会应用于合同中

规定的活动， 那么合同条款便凌驾于版权法。”

通过合同甚至可以将版权时间从作者死后 ７０ 年延长到无限期

（Ｂｒｏｗｎ， ｎ ｄ ）。 一位美国国会议员称对于版权的偏爱时间 “永远少于一

天” （美国国会， １９９８）。

八、 地理限制

卢森堡一位 ｉＰａｄ 拥有者的困境清晰地说明了地理限制。 即使他愿意通

过合法方式购买内容， 但是因为他的国家不提供此类销售而使购买无法实

现， 他希望通过合法途径购买盗版网站上的内容， 但是也无法做到。 另外

一名评论员谈到了用户 “愤怒”， 称使用数字版权管理实施的地理限制是

最为紧迫的问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ｄｉｔｏｒ， ２０１０）。 当用户尝试下载本国以外的书

籍或视频时， 他们便会看到错误的信息， Ｇｏｏｇｌｅ 的 “地理限制” 错误信

息， 以及 ＹｏｕＴｕｂｅ 的 “该视频无法在您的国家播放” 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例

子。 对于教师而言， 他们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购买， 因此在许多国家他们

无法使用大量的相关内容 （Ｗｏｌｆ， ２０１１）。 一些机构为许多国家提供课程，

对于他们提供的无国界在线课程， 上述限制会让用户无法使用这些内容。

版权所有者通过这些地理限制禁止用户的合法使用， 迫使用户不得不使用

盗版的内容。

九、 结论

版权控制者已经对技术宣战， 他们利用诉讼、 立法机构和巧妙的公共

关系限制人们销售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 即使是 “国土安全” 也被版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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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所践踏， 而价值 ４００ 亿美元的娱乐产业也正在将其观点强加给价值 ５ ０００

亿美元的科技产业 （Ｇａｒ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 引自宝蓝公司， ２００２）。

版权控制者希望加强他们的垄断地位。 他们希望控制 “材料使用和复

制的所有细节， 监督使用情况， 并可能收取功能使用费” （Ｌｙｎｃｈ， ２００１）。

控制者已经发动了一场持续的战争， 他们试图让教育界和公众为产权支付

更多的费用。 Ｂａｒｌｏｗ （１９９６， 第 １５ 页） 提出这样的警告， “未来自由的最

大阻碍可能不是来自于政府， 而是来自于公司的法律部门， 他们使用强制

性手段保护知识产权， 而这些产权已经无法通过实际效率或一般的社会共

识进行保护。”

因此， 教育工作者与其与这些富有且强大的公司对抗， 不如选择使用

开放教育资源。 这些公共资助的内容为所有人开放， 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网

络访问这些内容。 与内容出版商设定的专有环境不同， 教育工作者可以对

开放教育资源进行本地化， 并且在对资源进行改造后用于任何地点的设

备、 应用或操作系统。 随着移动设备的发展， 内容需要实现开放性， 这样

才能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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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ｅｔ ｃｏｍ ／ Ｓｏｎｙ⁃ｓｅｔｔｌｅｓ⁃ｒｏｏｔｋｉｔ⁃

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ｕｉｔ ／ ２１００⁃１００２＿３⁃６０１２１７３ ｈｔｍｌ

Ｍａｔｙｓｚｃｚｙｋ， Ｃ （２０１０， Ａｐｒｉｌ １６） ．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ｅ 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ｄｕ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ｓｏｕｌｓ ＣＮｅｔ Ｎｅｗ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ｅｔ ｃｏｍ ／ ８３０１⁃１７８５２＿３⁃

２０００２６８９⁃７１ ｈｔｍｌ

ＭｃＧｒｅａｌ， Ｒ ， Ｃｈｅｕｎｇ， Ｂ ， Ｔｉｎ， Ｔ ＆ Ｓｃｈａｆｅｒ， Ｓ （２００５）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ｈａ⁃

ｂａｓ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ＭＴＥ） ２００５， Ｔｏｋｕｓｈｉｍａ， Ｊａｐａｎ， ＩＥＥＥ

Ｏ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Ｏ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

ｔｐ： ／ ／ ｗｉｋｉ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ｏｒｇ ／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Ｏ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ｅ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ａｌ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Ｒｉｃｃｉｕｔｉ， Ｍ （ ２００５ ） ． Ｔｈｅ ＄ １００ ｌａｐｔｏｐ ｍｏｖｅｓ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ＣＮｅｔ

Ｎｅｗ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ｏｍ ／ Ｔｈｅ ＋ １００ ＋ ｌａｐｔｏｐ ＋

ｍｏｖｅｓ ＋ ｃｌｏｓｅｒ ＋ ｔｏ ＋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２１００⁃１０４４＿３⁃５８８４６８３ ｈｔｍ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ｅ Ｌｉｏｎｈｅａｒｔｅｄ （２０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ｂｙ Ｒｉｔｉｋａ Ｐｕｒｉ Ｇｌｏｂ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ｌ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ｍａｉｌ ｃｏｍ ／ ｇｌｏｂｅ⁃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 ｆｉｖ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１４５

７８４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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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ｙａ， Ｓ Ｒ ， ＆ Ｙｉ， Ｂ Ｋ （ ２００６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ＥＥＥ， ２５ （２）， ３１ － ３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ｉｅｅｅｘ⁃

ｐｌｏｒｅ ｉｅｅｅ ｏｒｇ ／ ｘｐｌ ／ ｆｒｅｅａｂｓ ＿ ａｌｌ ｊｓｐ？ ａｒｎｕｍｂｅｒ ＝ １６４９００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０９ ／ ＭＰ ２００６ １６４９００８

Ｔｏｎｙ ［ｅＢｏｏｋＡｎｏｉｄ］  （２０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９） ． ｅ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ｙｏｕｒ ｅＲｅａｄｅｒ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ｅｂｏｏｋａｎｏｉｄ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７ ／ ２９ ／ ｅｂｏｏｋ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ｇ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ｔｏ⁃ｙｏｕ⁃

ｅｒｅａｄｅｒ ／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０２） ．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ｕｎｅｓｄｏ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００１２ ／ ００１２８５ ／ １２８５１５ｅ ｐｄ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ｇｏａｌｓ ／ ｐｄｆ ／

（２０１１＿Ｅ）％２０ＭＤＧ％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１１＿Ｂｏｏｋ％２０ＬＲ ｐｄｆ

Ｕ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 Ｍｒｓ Ｂｏｎｏ’ 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Ｖｏｌ １４４ 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ｆｒｗｅｂｇａ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ｇｐｏ ｇｏｖ ／ ｃｇｉ⁃ｂｉｎ ／ ｇｅｔｐａｇｅ ｃｇｉ？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ａｌｌ＆ｐａｇｅ ＝ Ｈ９９５２＆ｄｂｎａｍｅ ＝

１９９８＿ｒｅｃｏｒｄ

Ｗｉｋｉ＠ ＳＭＵ （２０１１）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ｋｉ ｓｍｕ ｅｄｕ ｓｇ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ａａｓｉａ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ａ＿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Ｈｅｗｌｅｔ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ｈｅｗｌｅｔｔ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０ ｐｄｆ

Ｗｏｌｆ， Ｊ Ｓ （ ２０１１， Ｊｕｎｅ １ ） ． ＩＰａｄ ｏｗｎｅｒ ｉｎ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ｍｏｂｉｌｅｒｅａｄ ｃｏｍ ／ ｆｏｒｕｍ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ｔ⁃１１４４３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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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情境化移动学习应用的开发

Ｍａｒｃｕｓ Ｓｐｅｃｈｔ

摘要

本章讨论了用户体验与当前使用情境相关联的多个问题。 将移动学习

支持与当前情境相关联， 被视为实现高效移动学习应用设计的关键。 本章

介绍了环境信息渠道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ＩＣＨＥ） 模型作为建

立情境化学习知识的方法， 另外介绍了 ＡＩＣＨＥ 模型及其主要组件和过程，

以及基于模型的示例应用。 模型为应用的开发提供准则， 包括从感应器信

息的使用到教学逻辑的规范。 模型的主要附加值在于为泛在学习的教学模

式再利用提供的系统性支持， 以及技术部件在应用模型不同级别的再利

用。 使用 ＡＩＣＨＥ 模型建立的示例应用包括从简单的通知系统， 到复杂的嵌

入式感应器技术和多显示器装置———输入和输出渠道。

引言

过去的五年， 移动用户界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ｉＰｈｏｎｅ 和 ｉＰａｄ 触

摸界面的出现， 二者基本上成为了移动设备的标准。 在为移动学习开发用

户界面的过程中，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 移动界面设计： 从移动可用性的角度来看， 减小的屏幕尺寸是人机

交互 （ＨＣＩ） 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设计人员需要考虑如何为小屏幕设备

设计用户界面服务。 这就涉及如何用减少的信息渠道在复杂的信息空间里

进行导航， 如移动手机上的小屏幕。 目前主要的平台均可为智能手机上的

移动用户界面开发出清晰的风格指南和设计模式， 而且也出现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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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确保在不同的平台上实现一致的互动设计， 如环境和定点显示器、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人机交互研究也开发出灵活的方法， 将用户界面功

能与不同的用户界面进行映射。

• 移动遗留访问： 对于遗留内容和学习管理解决方案的访问一直是一

个研究主题 （Ｇｌａｈｎ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０）。 现在大多数学习管理系统 （ＬＭＳ）

的主要功能均可通过移动方式进行访问， 但是依然难以对功能的访问进行

优先排序和结构化， 以及决定哪些功能应当用于移动环境。

• 情境化学习支持： 信息的情境化过滤， 以及利用手机感应器 （如定

位和导航） 发挥的系统功能正越来越受到欢迎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１０）。 即使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 新类型的用户界面就已经开始探索支持用户在图书

馆环境中的物理移动， 用于在信息空间里的导航 （Ｏｐｐ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００）。 最近的发展将移动应用更多地与当前用户情境相关联， 并使用特

定信息 （关于定位、 附近信息来源或个人的社会背景） 过滤移动应用的信

息和功能。

• 无缝和跨情境支持： 移动应用与云服务合并， 多平台应用实现无缝

和跨情境的学习 （Ｗｏｎｇ 和 Ｌｏｏｉ， ２０１１）。 对于学习支持， 这解决了泛在学

习环境下多功能设备的学习编排问题 （Ｄｉｌｌｅｎｂｏｕｒｇ， ２０１１）。

本章首先介绍关于 “情境” 的不同看法， 详细说明了移动应用的情境

化， 以及跨情境的无缝支持， 然后介绍用作 ＡＩＣＨＥ 模型基础的情境模型，

ＡＩＣＨＥ 模型的核心组件和过程， 最后介绍一些应用例子来说明 ＡＩＣＨＥ 模

型在设计和实施移动学习实现同步和学习体验整合方面的作用。 ＡＩＣＨＥ 专

注于整合性体验设计， 这与用户环境、 情境或情境中的移动技术提供的用

户服务具有同步性。

一、 将移动学习与现实世界相连接

与当前使用情境相关的移动应用和用户界面包括： 根据当前时间或对

共同所观看电视节目内容筛选的应用， 以及移动增强现实的应用。 移动增

强现实的应用是根据用户当前位置和视线方向实现移动增强现实的平视显

示器应用 （Ｓｐｅｃｈｔ， Ｔｅｒｎｉｅｒ 和 Ｇｒ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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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移动学习历史时，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９） 定义了移动学习概念的几个

发展阶段。 移动学习概念初期专注于移动技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重心逐

步转为学习者的移动性， 以及无缝访问学习支持。

在一份关于移动学习应用的文献综述中， Ｆｒｏｈｂｅｒｇ， Ｇöｔｈ 和 Ｓｃｈｗａｂｅ

（２００９） 定义了对移动学习支持进行分类的不同维度。 其中一个维度便是

移动学习功能与当前用户情境的关联。 在这份研究中， 只讨论了一小部分

使用当前情境为学习者提供支持的应用， 大部分应用仅提供与情境无关的

信息和服务访问。 在这份研究中， 作者讨论了为学习提供支持的三种不同

情境： 正式情境、 物理情境和社交情境 （Ｆｒｏｈ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０９）。

情境感知计算领域对情境提出多种定义， 其中大部分以位置和对象情

境为 基 础。 从 务 实 的 方 法 来 讲，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Ｏｐｐｅｒｍａｎｎ

（２００７） 对情境给出了一种可行性定义： “可以用来描绘情境特征的任何信

息都是一个实体。 实体可以是人、 地方或对象， 这些实体与用户和应用的

互动相关， 实体也包括用户和应用本身。”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等人将情境分为五

种基本类型：

• 个性———包括真实世界里关于对象和用户的信息 （用户简介可以包

括喜好、 获得的能力、 学习方式等）。 这种类型的情境也包含关于群体的

信息， 以及成员共有的属性或特性。

• 时间———指临时的坐标， 包括时间点、 间隔和实体的完整历史。

• 位置———指物理和 （或） 虚拟空间坐标。 可以基于定量或定性位

置模型来说明， 分别适用于绝对位置或相对位置。

• 活动———指实体希望进行的活动和方式。 这反映出实体的目标、 任

务和行动。

• 关系———包括实体与其他实体建立的关系， 以及社会、 功能和总和

关系。

例如， 基于情境和位置的移动学习是 “野外教育” 计划的一部分， 一

份 Ａｌｐｉｎｅ Ｒｅｎｄｅｚ⁃Ｖｏｕｓ 研讨会报告对这一计划进行了介绍 （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１０）。 情境感知技术可以用相关的支持性信息和服务增强学习者的学习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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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境信息渠道 （ＡＩＣＨＥ） 模型

ＡＩＣＨＥ 模型可以对情境学习支持模式进行概要叙述。 该模型整合了过

去十年关于情境感知计算、 信息建模、 适应性超媒体和教学、 教学设计和

人机交互方面的研究成果。

ＡＩＣＨＥ 使用了一个与我们周围相关的信息渠道作为简单比喻。 从技术

层面上讲， 基本假设是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访问任何类型的信息， 如文

件、 信息、 注释和服务。 基于这一假设， 人们可以自由地计划 Ｌｕｃｋｉｎ 模型

（２０１０） 阶段中包含的教育互动和支架， 无须考虑技术障碍。 在这一资源

生态系统模型中， Ｌｕｃｋｉｎ （２０１０） 站在多学科和多维度视角， 讨论了情境

的一些变化和延伸。 未来学习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将用于不同设备和计算机

技术、 多个学习者和多个位置。 作为用于学习支持的教学设计关键要素，

具有包括元认知、 情感和认知的多维用户建模和基架是十分必要的。

考虑到如前指出的情境化学习支持中当前技术发展问题 （Ｓｐｅｃｈｔ 等，

２０１２）， 与环境显示相关的渠道可以通过视觉、 听觉、 触觉、 味觉或嗅觉

传输多模式的信息。

ＡＩＣＨＥ 中的所有渠道、 用户和作品在计算模型中进行实例化时， 就会

有一组元信息与之相关联。 元信息包括与渠道相关的情境信息， 如位置、

标志、 内容、 环境、 关系和活动。 渠道可能受到实体环境中的作品的限

制， 而作品在经过配置后， 通过特殊方式显示渠道信息。 终端用户使用作

品对渠道进行访问或操纵。

渠道、 用户和作品根据教学逻辑， 使用传感器信息对情境信息进行汇

集和匹配。 这与 Ｌｕｃｋｉｎ “资源生态” 模型中的过滤器相关。 简单来说， 如

果一个渠道和用户带有位置传感器， 那么渠道将持续扫描， 在用户位置变

更时寻找最佳的显示方法。 在 ＡＩＣＨＥ 模型中， 作品、 渠道和用户通过特殊

的逻辑或教学设计相关联。 Ｌｕｃｋｉｎ 框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可用协助区

（Ｚｏｎｅ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ＺＡＡ 描述为学习者提供协助的多种资源），

和近端调整区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ＺＰＡ 满足学习者需求的 ＺＡＡ

资源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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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详细介绍 ＡＩＣＨＥ 的结构以及各部分的互动。

三、 ＡＩＣＨＥ 结构

ＡＩＣＨＥ 中的情境学习应用分为四个层次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０９）。 这四个层

次与根据情境感知系统设计的技术基础架构和解决方案相关， 但是， 随着

与情境学习相关的具体组件发展， 这四个层次也会拓展。

这四个层次分别为：

• 传感器层， 这一层处理所有的传感器信息。 传感器层的主要问题是

整合多种类型的传感器、 传感器的推拉数据收集， 以及移动和基础系统传

感器。

• 聚合层， 在这一层中传感器信息组合为有感知的实体和关系， 并与

渠道和用户产生关联。 在聚合层中会覆盖聚合与浓缩等重要过程 （在下文

中详细介绍）。

• 控制层， 在这一层中具体说明教学逻辑。 逻辑使用聚合的传感器信

息和浓缩的实体， 并在教学设计中将两者组合。 在泛在学习支持中， 控制

层需要与真实世界的对象和数字媒体进行连接， 因为两者均用于教学设计

整合中， 也就是说， 绩效或特定学习活动中的学习者可以影响或改变真实

世界中数字媒体、 学习活动以及物理对象的状态。

• 指示器层， 这一层包括为用户提供的所有视觉和反馈信息。 指示器

层和传感器层包含与用户进行互动的大多数用户界面组件。

之前的许多出版物介绍过如何在博物馆、 产业和日常生活中对情境学

习支持和真实学习环境进行整合的例子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Ｓｐｅｃｈｔ 和 Ｌｏｒｅｎｚ，

２００５）， 也描述过基于这些层次和组件的多个应用。

四、 ＡＩＣＨＥ 组件

这四个层次使用了不同的组件。 主要为传感器、 渠道、 作品和控制

结构。

• 传感器指任何可以用于测量的物体。 例子包括测量当前温度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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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以及检测学生关于某个主题知识的多项选择题考试。 重要的是， 根据

教学目标， 传感器数据也可以用作信息渠道的内容， 特别适合进行反思和

学习支持。

• 渠道是为用户提供内容和服务的。 渠道可以是简单的输出渠道， 通

过不同的形式为用户提供信息， 也可以是一个输入 （输出） 渠道的组合。

输入渠道让用户将信息输入到系统中， 进而与系统互动。 输入渠道与传感

器绑定， 而输出渠道可以与作品或传感器绑定。 渠道中的信息可以被视为

来自于名为 “云” 的泛在持续性系统， 并使用元数据来描述。 技术问题，

如决定为渠道提供内容的最佳格式， 可以在可用作品、 渠道以及 ＡＩＣＨＥ 模

型中的内容元数据匹配的过程中解决。

• 作品是增强实体对象， 让用户与信息渠道互动。 因此， 作品可以是

显示信息的显示器和用于输入的互动设备， 也可以是用户用于输入信息的

互动设备， 如键盘、 录音机、 录像机、 文字识别引擎、 基于感知的互动设

备和其他设备。

• 控制结构是把实体和依赖关系的逻辑说明相结合。 简单的控制结构

可以根据传感器信息， 激活不同渠道的可见性。 复杂的控制结构可以通过

传感器、 作品、 渠道和用户行为的复杂互动， 描述合作学习情境。 对于传

感器、 渠道、 作品和控制结构的组合， 我们可以详细定义多个过程， 如聚

合、 浓缩、 同步和构架。

ＡＩＣＨＥ 中的组件涉及 Ｌｕｃｋｉｎ （２０１０） 资源框架生态系统中的资源。 在

Ｌｕｃｋｉｎ 的模型中， 介绍了三种类型的资源： ①知识和技术； ②工具和人；

③环境。 这些资源的可用性和有用性受到多种过滤器的影响， 包括课程、

教室布置和学习计划。 另外， 资源和过滤器也会产生相互影响。 在这种学

习资源生态系统中， 技术、 同伴或教育工作者可以承担 “更有能力” 合作

伙伴的角色。 在 ＡＩＣＨＥ 模型中， 过滤器通过情境信息进行定义， 这些信息

可以作为资源或组件的元数据。 从应用建模角度来看， ＡＩＣＨＥ 需要一个模

型来定义教学和应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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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ＡＩＣＨＥ 过程

建立 ＡＩＣＨＥ 应用包括从技术整合到教学逻辑实施等多个步骤。 主要过

程如下。

（一） 聚合

为了实现情境式学习支持， 聚合传感器信息将其用于学习目标是非常

重要的。 例如， 用户 ＧＰＳ 设备的位置信息只有在与用户的感知环境和相关

学习任务相关联时， 才有意义。 聚合可能是简单地转换传感器数据规模的

过程， 也可能是包含传感器输入信息计算的复杂过程， 如传感器融合研究

（如图 ５ － １ 所示）。 在将时间等传感器信息进行聚合时， 聚合类型的重要

性才能显现出来。 时间可以在一个非常抽象的颗粒度级别进行聚合， 如季

节或一年中的时间， 也可以在特殊活动 （如讲座） 的开始或结束级别进行

聚合。 考虑到学习目标的相关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聚合过程应当已经考虑

到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对传感数据进行解释。 图 ５ － １ 展示了不同传感器数字

的例子， 这些数字可以在操作定义中描述的高级传感器类别中来聚合。

图 ５ －１　 ＡＩＣＨＥ 中传感器信息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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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浓缩

在浓缩过程中， 渠道、 用户和作品通过聚合传感器信息进行浓缩 （如

图 ５ － ２ 所示）。 或者通过特定的匹配功能， 或者通过静态绑定， 作品和用

户知道何种传感器能被他们使用， 以及他们能传送何种信息。 浓缩完成

后， 每个作品、 用户和渠道均增加了情境元数据。 原则上， 浓缩过程包括

应用实体以及相互关联的实体关系建模过程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５）。 另

外在浓缩过程中， 不同实体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聚合传感器信息。

图 ５ －２　 利用传感器信息浓缩应用实体

（三） 同步性

在同步过程中， 得到浓缩的用户、 渠道和作品是根据描述的逻辑进行

同步的 （如图 ５ － ３ 所示）。 例如， 作品和用户的位置可以用于展示渠道。

同步性位于每个情境化学习支持的核心， 与 Ｌｕｃｋｉｎ 模型的基架和调整阶段

相关 （２０１０）。

从一个层面讲， 同步性是匹配过程的结果， 也就是说， 用户位置与渠

道和作品元数据的位置相匹配。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 同步性的基础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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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逻辑的教学设计。

图 ５ －３　 不同实体与情境信息的同步

基于位置的学习应用就是一个大多用于同步特定位置用户、 渠道和作

品的例子。 比如一个简单的教育例子， 播客渠道在用户进入博物馆的房间

之后便可以向用户提供内容。 在图 ５ － ４ 中， 同步时也考虑到了时间。 对于

博物馆游客而言， 这意味着根据一天中时间的不同， 渠道会展示不同的信

息。 这就要求将时间传感器与一天各时间段的明确参数 （如清晨、 上午和

晚上） 进行聚合， 并规定在各个时间段和位置提供的播客内容。 ＡＩＣＨＥ 模

型的附加值是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重复利用逻辑模式， 不仅包括教学逻

辑， 也包括必要的传感器逻辑、 聚合组件、 浓缩和实体关系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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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４　 使用第二渠道对环境信息渠道进行构架

（四） 构架

同步渠道的显示也可以与教学设计中的相关参考信息进行对比。 构架

过程与元认知过程的反馈和模拟相关性最大。 例如， 向学习者呈现的渠道

可以与显示相关内容或元信息概况的第二个渠道共同呈现。 特别是对于增

强现实应用或双屏幕应用而言， 构架的作用非常重要， 我们在学习中使用

的大部分作品和真实世界物品需要在教学背景进行构架。 构架过程与关于

双屏幕教学设计的研究密切相关， 参见 Ｃｈａｎｇ， Ｈｓ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１） 对于教

室， 以及 Ｖｅｒｐｏｏｒｔｅｎ， Ｗｅｓｔｅｒａ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１） 对于在线环境的反思。

六、 基于 ＡＩＣＨＥ 的应用程序示例

（一） 基于对反思支持的时间通知

第一个例子是简单的通知系统， 使用时间触发器收集参与人的输入信

息。 体验式采样系统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 在用于评估的学习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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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用移动手机对日常学习过程进行反思。 学生被邀在 “体验周” 内通

过参加实验， 了解学习媒体实验室的工作。 在一天结束时， 需要对移动学

习技术做概要介绍。 之后， 向学生布置在未来 ４ 天需要完成的练习。 这个

实验对于学生而言是一个反思练习， 鼓励学生增强对日常活动的感知。 Ｔａ⁃

ｂｕｅｎｃａ， Ｖｅｒｐｏｏｒｔｅｎ， Ｔｅｒｎｉ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ａ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２） 发表了上述实验

结果。

这一应用仅使用了一个基本的传感器———时间。 通过设置， 时间传感

器会在一天中的特定时间发出通知。 仅在特定时间发出用于反思的触发信

息是为了实现学习目标。 另外， 这个应用用在了一种作品———用户的智能

手机中。 个人智能手机的唯一相关特点是直接与用户环境有关， 并会跟随

用户移动。 作为渠道应用包括一个输出渠道 （通知） 和一个输入渠道 （在

线测验）， 这两个渠道均要使用用户的智能手机。 应用中没有使用构架。

（二） 基于位置的现场工作和数据收集

第二个应用例子是 ＡＲＬｅａｒｎ 工具箱， 使用该工具箱可以在实地旅行期

间发出位置通知、 情境化任务分配和数据收集 （Ｔｅｒｎｉｅｒ， Ｋｌｅｍｋｅ， Ｋａｌｚ，

Ｖａｎ Ｕｌｚｅｎ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２）。 荷兰开放大学文化科学学院的学生每年都会

参加佛罗伦萨的实地旅行， 他们会在原始情境中研究虚拟艺术。 在这次旅

行中， 学生需要掌握在实地收集数据等技能， 会进行文学研究， 以及提高

研究问题和口头表达的能力。

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秋季参观佛罗伦萨的学生中， 部分学生配备有智

能手机。 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收到语音通知， 其中包含与位置相关的信

息或任务。 他们也可以记录注释和个人评论。 所有的信息均存储在云内，

用于以后创建档案。 作为传感器信息， 应用使用时间、 用户标志、 位置、

指南针和任务作业。 信息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聚合。 首先， 所有的传感器

都用于增加用户的信息， 并把收集的这些信息用于创建档案。 用户的所有

位置都会被记录， 通过输入渠道创建的媒体也会根据可用的传感器信息进

行元标记。 使用的作品不仅包含用户的智能手机， 也包含用户当前环境中

的建筑物和艺术品。 输入和输出渠道通过用户的智能手机进行整合。 通过

在渠道中记录用户活动， 并使用可用的传感器信息对创建的媒体进行元标

记， 可以实现合作构架， 因为所有学生和教师均可看到其他学生的评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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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三） 能源感知显示器

第三个应用例子最为复杂。 这个例子在 ＳＵＲＦ 基金会资助的创新项目

中实施 （Ｂｏｒｎｅｒ， Ｋａｌｚ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２）。

该项目开发的基础架构可以实现办公楼内的能源感知显示———这种技

术使用了现有的服务， 其中包括个人能耗信息。 在这个基础架构中， 通过

访问和研究信息的两个应用得以实施。 为了评估之目的， 荷兰开放大学千

叶楼上设置了这一基础架构， 并为大楼内的一组员工实施了示例应用。 研

究人员不仅需要衡量这一原型的效果， 还要进行信息研究、 对比研究、 用

户原型评估和设计研究。

能源感知显示器依照 ＡＩＣＨＥ 框架， 使用以下组件建造：

• 关于个人和建筑物相关能源消耗的传感器， 以及关于能源消耗个人

日志的传感器。

• 作品， 如办公楼环境中使用能源的物品， 以及嵌入在办公楼环境内

的环境显示器。

• 一些输入和输出渠道， 以及作品。

用户可以在环境显示器中输入他们的工作场所位置， 这些也可以用于

显示能源消耗信息。 用户个人的智能手机可以获取个人统计数据。

七、 结论

上述例子说明 ＡＩＣＨＥ 模型可以用于多种应用， 从单独的通知应用到复

杂的泛在学习装置。 一方面， 模型支持单独元件的重新利用， 甚至是这些

元件的技术实施 （如一些传感器元件以及传感器数据的聚合）； 另一方面，

模型整合了教学设计组件， 基于可用的技术组件提供清晰的同步和构架选

项， 这些组件可以用于教学设计的实施。 因此， ＡＩＣＨＥ 代表了一个技术增

强学习模型， 在教与学中利用技术方法 （技术） 整合不同的组件， 提高教

育质量 （效果）。

在未来的工作中， 作者和同事们计划实施一个 ＡＩＣＨＥ 应用开发框架，

将不同的多设备开发环境进行关联， 实现新应用的快速原型制作，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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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可以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 实现泛在学习的实证性评估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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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移动学习的互动学习策略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Ｒａｌｓｔｏｎ

摘要

近些年来， 学术界和私营企业中越来越多的人将移动设备用于教育用

途。 本章介绍了移动学习及其与互动设计和学习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有关

移动学习的文献综述中， 大多数研究只讨论了移动学习的教学方法而缺乏

对移动学习过程的调查。 由于存在这样的差距， 因此需要深入调查转化性

学习和自我激励的学习理论， 以及两者之间对于学习者和教师的意义。

引言

本章通过采用转化性学习和自我激励学习理论， 展示了对移动学习和

互动设计过程之间联系的调查结果。 本章提出了移动学习可以与传统学习

理论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并论证了转化性学习与自我激励学习相结合可

以增强用户在移动环境中学习体验的观点。

文献综述揭示了移动学习中认知学习理论与知识关系之间差距的研

究， 介绍了在研究移动设备与传统学习理论之间的关系过程中产生的

问题。

从广义上讲，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７） 将移动学习定义为依赖手持设备 （智能

手机、 平板电脑等） 提供内容， 但是他认为在教育中使用移动设备依然是

新事物， 依然需要对教学方法和学习评估进行定义。

与互动学习相关的论述内容均指出基于教学设计建构主义学习方法的

重要性 （Ｄｉｃｋｅｙ， ２００６； Ｐａｎｉｔｚ， １９９７； Ｒｅｅｖｅｓ， １９９７； Ｒｉｅｂｅｒ， １９９６）。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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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方法的基础———又称为合作和协作学习———可以增强学生与知识如

何互动。 因此， 互动学习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提供了一种知识建构和交互的

载体。 交互性和学习设计可以共存， 这种方法的概念不仅限于技术的互动

能力， 也包括学习体验的设计。 我们在文献中看到技术与学习设计的交

叉， 产生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技术和便携式设备的进步。 这一背景下的

互动既指主动学习 （学习活动的整合） 的教学设计方法， 也指移动设备的

能力， 如学习者如何访问视频、 音频和其他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教学法和

技术通过设计产生关联， Ｓｅｓｓｏｍｓ （２００８） 称这是 “技术工具支持的互动

教学法”。

当谈论移动设备在工作场所培训或正式教育中的潜力时， 必须考虑到

教学设计是与学习和技术相互关联的。 Ｂｏｔｔｕｒｉ （２００３） 对教学设计过程如

此定义： 通过专注于教学活动计划， 实现学习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与教学

技术相关的关键元素———用户互动和认知知识的级别———通常都会包含在

在线教学设计中。 然而这些概念需要针对移动传输来修改， 因此， 需要一

种开发学习计划的模型。 本章稍后会在人道救援领域的培训部分讨论教学

设计模型方法。

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０９） 在报告中指出， 移动技术提供同步通信和知识分享的

能力有益于人类的发展。 Ｒａｇｕｓ （２００８） 已经提供了这些优点的证据， 他

发现移动学习鼓励个体的同步发展， 如正常工作群体之外的社交网络， 这

是移动学习试验中出乎意料的积极成果。

过去的十年， 移动设备技术快速发展， 其中蕴含的教育潜力已经影响

了目前的教学法， 并增加了更多的学习机遇 （Ａｌｌｙ 和 Ｐａｌａｌａｓ， ２０１１；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和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５； Ｌｉｅｓｔøｌ， ２０１１； 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０９； Ｒｅｋｋｅｄａｌ

和 Ｄｙｅ， ２００９）。

本章以人道救援机构为例， 他们在创办初期使用移动设备对员工进行

培训和职业发展， 随着技术创新以及移动设备在学习中的应用， 他们使用

移动设备的比例还在上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２０１３； Ｗｅｓｔ， ２０１２， 世界

卫生组织，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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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道救援情境

人道救援正处于工作人员和专业培训匮乏的发展期。 增强人道救援学

习和研究机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ＥＬＲＨＡ） 在 ２０１１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尽管人道救援领域的

学习 和 职 业 发 展 有 所 改 善， 但 是 在 员 工 培 训 方 面 依 然 存 在 差 距

（ｗｗｗ ｅｌｒｈａ ｏｒｇ ／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２００６） 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许多国际性

非政府机构改善机构学习以更好地满足不断增加的全球人道主义救援的

需求。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上升， 各种各样的因素———人口统计特征改变、

城市化增长、 内战和其他政治骚乱， 以及自然灾害———造成冲突不断增

加， 这使得对于人道救援行动的需求也在增加， 需要更多受过培训、 有经

验的人道救援工作人员。 不过， 人道救援领域的损耗率高达 ２５％ ～ ４５％，

而每年只有 １％的预算用于培训 （部分原因是损耗率过高）。 人道救援机构

希望能够增加员工培训， 提升专业能力。

将移动技术用于培训和教育能够解决许多问题。 文献研究指出， 使用

移动设备提供在线课程可以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 并对人道救援领域的培

训产生积极的影响。 Ａｔｗｅｌｌ， Ｃｏｏｋ 和 Ｒａｖｅｎｓｃｒｏｆｔ （２００９） 指出， 移动学习

领域的 “个人学习环境” 可以解释为 “开发电子学习工具的新方法”。 个

人学习环境中包含多种工具， 如 Ｗｅｂ ２ ０ 技术和移动设备， 用于促进学生

与课程之间的互动和协作。 Ｑｕｉｎｎ （２０００） 将移动学习视为使用便携计算

机设备进行电子学习的拓展， 这些设备的使用环境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

Ｏ’Ｍａｌｌｅｙ （２００３） 认为移动学习跨越了传统学习方式中的障碍和位置限

制， 因此采用移动技术可以解决与人道救援环境相关的问题， 进而提供灵

活的学习环境。

研究指出， 在企业培训中， 手持设备非常适用于混合式学习环境， 用

户可以查看简短的材料， 然后再查阅更加详细的在线课程。 移动设备的便

携性可以影响学习环境， 并创造出包容性教育体验。 考虑到目前的教学设

计模型和方法， 移动设备可以方便地被整合到项目中传输课程， 让人道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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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工作人员可以在实地工作中学习。

采用移动学习方法的一个例子是开源混合现实应用框架 （ ＡＲ⁃

Ｌｅａｒｎ） ， 这一框架用于安卓智能手机的应用开发 （ Ｔｅｒｎｉｅｒ， Ｋｌｅｍｋｅ，

Ｋａｌｚ， Ｖａｎ Ｕｌｚｅｎ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２） 。 这一试点项目的指导概念是通过

手机游戏的方法为人道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安全培训。 在真实生活安全

环境中为学习者提供培训通常存在费用安全和武器或装备的问题。 因此，

人们尝试使用 ＡＲＬｅａｒｎ 应用模拟安全培训中的部分练习。 人们根据移动游

戏的概念和混合式教学设计原则开发移动应用， 作为原始模拟的替代方

案， 这对学习者与设备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Ｇｒｕｂｅｒ， Ｇｌａｈｎ， Ｓｐｅｃｈｔ

和 Ｋｏｐｅｒ， ２０１０）。

手机上的应用包含音频和视频信息， 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会提供给用

户。 应用中的互动内容根据学习者的位置以及对问题的回答而决定。 另

外， 内容的设计方式为学习者提供机遇， 让他们能够探索环境并收集数

据， 这是人道救援人员的日常工作。

在 Ｔｅｒｎｉｅｒ 等人 （２０１２） 提出的例子中， 游戏模拟提供了一种替代性

培训解决方案， 可以替代传统的面对面安全培训中的角色扮演。 使用移动

设备的学习者需要在真实人质劫持情境中扮演不同角色。 游戏限制完成时

间， 这为学习者提供了高度浸入式的体验。 这种主动学习的方法有助于模

仿压力情境， 需要参与者合作。

由于这种设计应用于模拟安全挑战活动， 因此参与者认为在移动课程

的设计中要重视协调、 合作和反应。 在首次试验的 １７ 名参与者中， １４ 人

对于使用手机模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尽管这是个小样本调查， 但该试验

测试出模拟情况下移动技术和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整合性。 ＡＲＬｅａｒｎ 工具箱

通过软件对游戏设计的变量带来积极影响， 展示实时活动评估的能力 （让

参与者参与角色扮演并可以改变角色） 和使用软件创建活动日志 （反应和

互动） 的能力， 供日后回顾和评估。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教师或电子学习中教学设计模型的基础为传统方

法， 而移动学习设计有许多方面需要考量。 Ａｌｌｙ （２００５） 认为在设计移动

学习方案时不应当只是已有的教学设计方法， 而应将新的方式考虑在内。

在非洲的人道主义救援中， Ｉｓａａｃｓ （２０１１） 赞成使用移动设备作为偏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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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民学习的工具， 因为使用移动设备可以增加接受培训的机会。 移动学

习优势的一个副产品是为社会平等带来更多机遇， 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通

过移动设备学习。

Ｂｏｔｔｕｒｉ （２００３） 提出的 Ｄｉｃｋ 和 Ｃａｒｅｙ 模型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教室和电

子学习设计方法。 这种综合性设计方法包含 １０ 个步骤。 以 ＡＲＬｅａｒｎ 试点

的项目为例， 这个教学设计模型需要对每个步骤进行修改才能用于移动平

台。 Ｄｉｃｋ 和 Ｃａｒｅｙ （２０１１） 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出， 学习设计的新方法要考

虑到新技术、 建构主义方法、 便携式设备设计的整合， 以及学习者绩效影

响的测量。 他们扩大了传统的教学设计方法， 并对模型结构中的四个方面

做出反应， 这四个方面分别为： 分析、 设计、 开发和修订。 ＡＲＬｅａｒｎ 试点

项目展示了一个扩展的设计方法———受到技术和学习理论整合的支配———

对课程设计和课程发布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 知识构建和移动学习

在设计移动学习内容时， 必须考虑到知识的构建。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等人

（２００６） 认为 “认识论” 的概念是一种分阶段发展的过程， 他引用了

Ｓｃｈｏｍｍｅｒ （１９９０） 提出的知识论的五种潜在因素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６）：

（１） 简单知识： 即知识包含分散的事实。 是指人们将知识视为单独

的、 不关联的事实， 或相互关联的元素。

（２） 特定知识： 是指绝对存在并最终会被人们知晓的知识。 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指人们认为知识是确定的和绝对的， 或是暂时性的和持续的

改变。

（３） 无所不知的权威： 是指可以获取其他人无法获取的知识。

（４） 天生能力： 是指学习知识的能力主要是天生决定的， 无法通过后

天培养。

（５） 快速学习： 是指学习速度很快或者不学习。

这五种学习概念如何与移动学习相关联？

人们普遍认为移动学习和建构主义紧密相关， 这再次证明学习者在构

建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讨论和反馈与 “知识支架” 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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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可以让学习者和社区获得 “确定的知识” （Ｓｔｅｆａｎｉ， Ｍａｓｏｎ 和 Ｐｅｇｌｅｒ，

２００７）。 不过， 社区的形成并不容易实现， 这需要教师的支持 （Ｓｃａｒｄａｍａ⁃

ｌｉａ 和 Ｂｅｒｅｉｔｅｒ， ２０１０）。

Ｍａｔｏｎ 认为累积学习方式说明现在的知识需要形成 “知识经济”， 这

与目前的 “分段学习” 教育方法背道而驰， “分段学习” 强调， 学生学习

一系列与背景密切相关的理念或技能 （２００９）。 用于研究移动学习和学习

方法相关性的模型应当改善学习者的学习体验。 在这一模型中， 转化性学

习和自我激励学习的方法均可用于移动学习。 在移动学习中整合的转化性

和自我激励学习方法均可实现探索、 评估和自我检查 （Ｂｒｏｃｋ， ２００９；

Ｍｅｚｉｒｏｗ， ２００２）。

三、 转化性学习

转化性学习被视为学习者获取新知识或在概念间建立连接的有价值的

过程 （Ｂｒｏｃｋ， ２００９； Ｃｒａｎｔｏｎ， １９９４）， 该过程与移动学习将有益于学习者

的学习。

Ｂｒｏｃｋ （２００９） 认为转化性学习包括实现新的概念， 然后使用这一概

念改变学习者的生活。 文献资料显示， 目前的移动学习中缺少这种转化过

程。 Ｍｅｚｉｒｏｗ （２００２） 最早提出了转化性学习的概念， 这种学习方法分为

１０ 个步骤， 探索、 评估和自我检查等认知方面因素属于经验部分。 人们对

这种转化行为是在瞬间发生还是在一个时间段发生依然存在争议， 但可以

肯定的是， 这个转化过程可以产生许多积极的成果， 包括小组讨论、 自我

反思、 自传 （日志） 等。

尽管作者指出， 反思是转化过程的一个关键元素， 根据文献记录， 人

们很少会对转化的 １０ 个阶段完全复制。 Ｃｏｏｐｅｒ （ ｎ ｄ ） 指出， Ｍｅｚｉｒｏｗ

（１９８１） 强烈坚持应当将反思作为教育的一个关键步骤。 对于一个实现自

我反思和改变的学生而言， 教师提出的挑战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对周围世界

的感知。 人们对于世界和经验的解释， 可以被看作作品开发反思过程的必

要部分 （Ｃｒａｎｔｏｎ， １９９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ｕｎｎａｇａｎ， Ｄｕｎｃａｎ 和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１） 的研究与 Ｍｅｚｉｒｏ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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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转化性学习方法方面的权威作者） 有关， 可以看出， 自我反省这一

主题是所有转化性学习方法的基石。 这种学习方法的前提是通过提供教育

帮助学习者评估对生活的看法。

Ｂｏｙｅｒ， Ｍａｈｅｒ 和 Ｋｉｒｋｍａｎ （２００６） 认为， 当人们在移动环境中教学

时， 使用与转化性学习相关的自我导向技巧可以让学生提高对学习主题的

钻研能力。 在获得在线环境中辅导教师的支持后， 转化性学习环境会对学

生的信仰、 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及实现新想法的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转化性学习让学习者通过自我引导， 完全改变对世界的看法。 反过

来， 这些改变将影响学习者的生活， 增强自我意识， 改变之前限制自身世

界观的假设。 转化性学习的成果包括新的赋权感、 自信心和同情心的增

加， 以及加强与他人的关联。

四、 自我激励学习

本章讨论的基础概念是转化性学习与自我激励学习的对比， 这两种学

习方法均能促进移动环境中的学习， 而这一概念也可更好地促进移动学习

建设。 在自我激励学习方面， 证据显示当移动与激励学习相结合时， 便具

有更大的潜力。 在作者的定义中， 动机能够为学习者带来更强的意识。

Ｒｏｅｓｅｒ 和 Ｐｅｃｋ （２００６）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什么是自我？ 自我

与动机和自我调节学习有怎样的关系？” 他们使用 “基本自我级别” 模型

作为一个更加复杂的理论框架， 探讨人与情境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

作者指出在其他文献中， 自我调节学习是通过 “情感、 认知和环境资

源” 的组织而进行的积极的学习 （Ｒｏｅｓｅｒ 和 Ｐｅｃｋ， ２００６）， 自我的概念与动

机和自我调节学习领域的研究相整合。 作者认为对于自我的含义依然存在疑

问。 “自我” 与动机相关， 但是内在和外在动机通常在学习情境中呈现。 外

在倾向的证据显示， 事实上， 学生只会受到成绩或成果的激励。 简单而言，

内在动机来自于学生内心， 这种自我鼓励让学生产生学习的渴望。

自我评估与自我激励 （Ｄｏｎｈａｍ， ２０１０） 让学习者必须评估个人表现，

并使用内在标准判断知道和不知道的内容。 学习者需要这种元认知和意识

才能进行自我评估。 教师的作用是塑造学生的自主能力， 帮助学生认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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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学习到的知识以及如何进行自我调整。 如果我们在移动学习中增加教师

的参与度， 只要能够将移动设施与课程整合， 自我评估的动机和意愿便会

大幅增加。 Ｄｏｎｈａｍ （２０１０） 指出， 自我评估及其与自我激励之间的关联

显示出它们自身价值的存在， 但是只有当这些理论用于移动学习模型的时

候， 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提高绩效。

通常， 当一项任务完成之后， 学生会开始另外一项任务， 不会在教师

的指导下进行回顾或反思。 学生无法参与自我评估或自我激励活动是学习

机遇的损失。 回顾之前的工作和完成的工作是自我激励学习的一部分， 能

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经验。

五、 结论

本章通过对转化性学习和自我激励学习的解释， 重点介绍了移动学习

和互动设计过程之间的关系。 文献提出将移动学习与传统学习理论紧密结

合的多种方式， 以实现互动学习体验 （ Ｄｉｃｋｅｙ， ２００６； Ｐａｎｉｔｚ， １９９７；

Ｒｅｅｖｅｓ， １９９７； Ｒｉｅｂｅｒ， １９９６； Ｓｅｓｓｏｍｓ， ２００８）。

在谈论到人道救援培训时，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培训方法的差距， 以及

在这一领域使用移动技术的潜力。 尽管一些是人道救援机构在探索移动设

备时提供的机遇， 但是所有移动学习调查均指出在内容的设计中需要整合

有效的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２０１２； 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１）。 本章重

点介绍人道救援培训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说明要通过交互性和学习理论注

重培训设计， 有据地形成移动设备设计学习的方法 （Ｂｒｏｃｋ， ２００９； Ｄｉｃｋ⁃

ｅｙ， ２００６； Ｐａｎｉｔｚ， １９９７； Ｒｅｅｖｅｓ， １９９７； Ｒｉｅｂｅｒ， １９９６）。 本章中包含的两

个学习理论———转化性学习和自我激励学习， 揭示了学习理论如何与技术

共存， 说明教学设计过程中可行的设计解决方案。

为人道救援工作人员提供的 ＡＲＬｅａｒｎ 移动游戏方法， 说明了当利用交

互性与自我激励实现知识转化时会有成功的机会 （Ｔｅｒｎ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２）。 然

而， 试点项目确实提出了用户对于移动技术接受程度的问题， 如何通过评

估促进学习以及在教学设计和内容提供阶段必须考虑的技术基础设施限制

问题。

８８



第六章　 移动学习的互动学习策略 　

本章讨论的模型 （涉及移动学习方式中的学习理论） 指出， 学习理论

与移动设备之间似有进一步研究的潜力， 这可能产生学习设计与移动技术

交叉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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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ｌｎｘ⁃ｈｒｌ⁃０７５ｖ ｗｅｂ ｐｗｏ ｏｕ ｎｌ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８２０ ／ ４３６８

Ｔｒａｘｌｅｒ， Ｊ （２００７） ．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ｉｎｇｅｒ ｗ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ｗｒｉ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８ （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ｅｂ⁃

ｒｕａｒｙ １４， ２０１３，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ｉｒｒｏｄｌ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ｒｒｏｄ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３４６ ／ ８７５

ＵＮＥＳＣＯ （ ２０１３ ） ．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 ２０１３，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ｎｅｗ ／ ｅｎ ／ ｕｎｅｓｃｏ ／ ｔｈｅｍｅｓ ／ ｉｃｔｓ ／ ｍ４ｅｄ ／ 

Ｗｅｓｔ， Ｍ （２０１２） ． ＵＮＥＳＣ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ｎｅｗ ／ ｅｎ ／

ｕｎｅｓｃｏ ／ ｔｈｅｍｅｓ ／ ｉｃｔｓ ／ ｍ４ｅｄ ／ ｍｏｂｉ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ｕｎｅｓｃｏｍｏｂｉｌｅｌｅ⁃

ａｒｎｉｎｇｓｅｒｉｅｓ ／ 

ＷＨ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 ． Ｕｓｉｎｇ 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９， ２０１３，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ｍｎｃｈ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ｂｒｉｅｆｓ ／ ｓｂ１６＿ｉｃｔｓ ／ 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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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移动学习： 位置、 协作和支架式

探究性学习

Ｅｉｌｅｅｎ Ｓｃａｎｌｏｎ

摘要

对于移动学习教学法的批评主要涉及这种方法是否是以技术为导向

的。 本章探讨如何利用移动学习的特点， 在协作学习、 探究性学习和基于

位置的学习方面提供新的学习机遇。 技术支持的探究性学习与协作有多种

可能性。 尤其是移动学习具有明显的特点， 如支持情境之间的转移， 通过

利用基于位置学习的可能性让学习变得具有相关性， 这些都为支架式协作

学习提供了新的机遇。 移动学习的这些特点被视为移动学习模型的一部

分， 特别是移动协作学习模型的一部分。

引言

本章介绍了对移动学习的看法， 特别强调协作和基于位置的学习活

动。 人们将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趋势， 特别是最近一些项目， 专门说明了

移动学习的一些特征是如何应用于实践的。

一、 移动学习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Ａｒｎｅｄｉｌｌｏ⁃Ｓáｎｃｈｅｚ， Ｍｉｌｒａｄ 和 Ｖａｖｏｕｌａ （２００９） 将移动学习定

义为 “在人和交互技术之间， 通过多元背景下的探索和对话获取知识的过

程 （个人和公共的过程）。”

移动技术能够为学习者带来特殊利益。 移动学习通常发生在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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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之外， 使用移动技术可以打破正式和非正式学习之间的障碍。

Ｓｃａｎｌｏｎ，Ｊｏｎｅｓ 和 Ｗａｙｃｏｔｔ （２００５） 提出移动学习有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

学习者会在不同的时间、 地点使用不同的设备； 第二， 许多学习发生在正

式学习环境和情境之外； 第三， 许多学习具有泛在性。 他们还进一步提出

（Ｓｃａｎｌｏｎ 等， ２００５） “移动性和便携性在无线技术网络和真实社交网络之

间提供了一个通信渠道， 并促进了参与者在学习情境中的社会互动”。 因

此， 本章的一个重点是通过移动技术实现正式和非正式环境的转换。

Ｃｌｏｕｇｈ， Ｊｏｎｅｓ， ＭｃＡｎｄｒｅｗ 和 Ｓｃａｎｌｏｎ （２００９） 在对移动设备用户调查后发

表了一份报告， 认为移动设备支持大量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非正式学习

活动。

许多人尝试增加学习者对正规教育的兴趣。 对于探究性学习而言， 学

习活动需要真实性和个人相关性。 如果让学习者负责规划与他们生活相关

的调查， 他们便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 ［如文章 《利用技术： 下一代

的学习》 （英国教育和通信技术协会， ２００８）］。 文章称需要制定策略， 通

过利用学习者选择的技术， 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学习并提升能力。 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 （２００８） 支持在多种情境中进行网络学习 （使用网络计算和通信

技术辅助学习）。

许多评仪者 （Ｃｈａｒｉｔｏｎｏｓ， Ｂｌａｋｅ， Ｓｃａｎｌｏｎ 和 Ｊｏｎｅｓ， ２０１２ｂ；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等， ２００９） 说明了移动学习的优势， 强调了移动学习在促进深层次学习和

反思方面的潜力。 在学习理论方面， 因为学生不仅与技术互动， 而且学生

之间有互动， 既有面对面的， 也有利用技术的， 他们引用了社会建构主义

学习模型， 并将正式和非正式情境中的学习相关联。 Ｗａｌｋｅｒ 和 Ｌｏｇａｎ

（２００８） 还谈到了学习者的参与度。 由于移动学习会影响学习所有权和学

习者自尊的提高， 因此它具有影响这些特点的潜力 （ Ｊｏｎｅｓ 和 Ｉｓｓｒｏｆｆ，

２００７）。

学习者可以在教室或者课堂为活动做准备， 然后在其他场所开展活动

（实地现场、 家庭或博物馆）， 最后在教室进行反思。 学习者可以在规定环

境之外继续学习， 将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建立联系。 移动学习为非正式

学习创造了许多机遇 （如工作场所中的学习或移动中的学习）。 移动和基

于位置的学习可以为新学习模型的探索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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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正式和非正式学习。 Ｖａｖｏｕｌａ （２００４） 基于学习目标和过程

提出了一种学习类型学， 将学习环境定义为正式或非正式两种。 根据她的

定义， 如果教师或机构明确规定学习目标或过程， 便是 “有意识的正式学

习”； 如果没有预先规定学习的目标或过程， 便是 “无意识的非正式学

习”， 尽管目标和过程可以随着学习的出现而出现。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Ｍｉｌｒａｄ， Ａｒｎｅｄｉｌｌｏ⁃Ｓáｎｃｈｅｚ 和 Ｖａｖｏｕｌａ

（２００９） 将移动学习与情境之间的重要关联性描述如下：

情境是移动学习的核心概念。 人们利用周围环境和日常工具， 通过与

他人互动持续地创造情境。 传统的课堂学习是在固定的情境中进行， 即一

个提供资源的固定场所， 一位单独的教师和一个事先确定的让学生进行日

常学习的课程。 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 那么我们面临的基本挑战就是如何

提供暂时稳定的情境， 让学生在日常活动中进行有意义的建构。

二、 位置

除了理解情境的重要性之外， 人们也越来越热衷于开发移动技术实现

基于位置的学习。 当学习者处于移动状态时， 场所是情境的一个部分， 既

包含学习者的物理位置， 也包含学习者在当前环境中可以使用的工具。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１０， 第 ７ 页） 指出： “移动学习的独特之处在于假设学习者处于

不断的移动之中。 根据位置的变化这不仅包括学习者发生的物理移动， 而

且包括学习者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中活动以及活动变化的频率。” 有些学者

强调访问信息的便捷性， 认为移动设备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为学习

者提供实时信息 （Ｌｕｏ， Ｌａｉ 和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０）。

许多项目利用了基于位置学习的潜力， 特别是与旅行和博物馆参观相

关的学习。 Ｄａｖｉｅｓ 等人 （２０１０） 在 “启用远程访问” 项目中研究了在高等

教育中地质学教学中， 移动学习对正式学习环境中现场学习体验的影响。

Ｓｃａｎｌｏｎ 等人 （２０１１） 介绍了 “个人探究项目”， 即年轻人如何在 ｎＱｕｉｒｅ 软

件 （该软件是为此项目使用开发的） 的帮助下， 通过科学探究在不同的环

境 （包括教室、 家庭和野外） 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调查 “城市热岛效应”

的特点。 项目包括两组各 １０ 名处于关键学习阶段的学生 （年龄为 １４ ～ １５

６９



第七章　 移动学习： 位置、 协作和支架式探究性学习 　

岁）， 他们正在学习地理学， 还有 ４ 名地理教师。 Ｆａｃｅｒ 等人 （２００４） 报告

他们设计了一个移动游戏鼓励学生加强对动物行为的概念性理解， 使用

Ｓａｖａｎｎａｈ 项目移动设备开展物理活动。 Ｗｏｏｄｓ 和 Ｓｃａｎｌｏｎ （２０１２） 介绍了

ｉＳｐｏｔ， 这个移动工具可以支持社区身份识别。

对于与位置相关的移动学习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区别。 一个重要的

对比是基于场所和位置感知的例子。 Ｎｏｖａ， Ｇｉｒａｒｄｉｎ 和 Ｄｉｌｌｅｎｂｏｕｒｇ （２００５，

第 ２１ 页） 介绍了对于位置感知设备的使用， 这些设备可以感知到人的地

理位置： “根据位置信息的使用方法， 总体来看有两种利用定位技术的教

育应用。 一种是追踪用户或对象的位置， 并向同伴显示， 这意味着为团队

协作提供支持； 另一种是知道用户的位置可以让系统触发特定事件， 或者

让他 （她） 发表与这一位置相关的信息。”

这意味着支持信息分享以及与任务相关的活动。 但在 Ｎｏｖａ 等人的实

证研究中， 他们发现使用位置感知设备的协作与没有使用这些设备的协作

之间并没有差异。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与自动定位相比， 自我告知位置对

学习者来说是一项更具信息化和交际化的行动。

ＭＡＳＥＬＴＯＶ 项目 （该项目的全称是使用引导性学习技术和社会网络

服务为移民的社会包容和赋权提供移动支持， ｗｗｗ ｍａｓｅｌｔｏｖ ｅｕ） 致力于

使用移动手机为欧洲的新移民提供帮助。 该项目的目标是为城市移民提供

技术且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学习机遇。 影响移民社会包容性的一个因素是语

言能力不足。 情境事件创造学习机会， 并为移动工具的设计者和开发者提

供机会， 帮助他们创建满足学习者需求的技术支持的学习活动， 在火车

站、 医生诊所、 银行和便利店等地点可提供这些支持 （Ｋｕｌ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等，

２０１２）。

三、 协作学习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和 Ｔｅａｓｌｅｙ 将协作定义为 “参与者通过协调方式共同解决问

题”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和 Ｔｅａｓｌｅｙ， １９９５）。 Ｍｅｒｃｅｒ 和 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 （２００７） 将协作定义

为：

参与者通过协调、 持续的方式解决问题， 或者构建常识……包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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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互助、 互惠以及持续有意义的协商。

这些研究人员详细说明了实现成功协作学习的过程。 还有一些研究人

员对移动学习环境进行了分析， 研究如何营造适合协作学习的环境， 以及

如何使用工具支持协作学习。 例如， Ｚｕｒｉｔａ 和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在多项研究中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对有技术支持的协作活动和没有技术支持的协作活动分别

进行调查。 他们重点研究了 ６ ～ ７ 岁儿童学习数学和语言的活动， 目的是评

估移动学习对协作的影响。

Ｒｏｇｅｒｓ 和 Ｐｒｉｃｅ （２００８） 在一个特定的户外环境中， 研究了移动设备在

支持协作探究方面的作用。 他们使用 “周围树林” 项目作为例子。 １１ ～ １２

岁的儿童在数字连接 （环境） 的树林中进行探究。 儿童的活动和位置会触

发移动设备并在上面呈现出信息。 他们成功地使用了不同的工具 （如传感

器和设备） 和协作方式 （包括儿童之间、 儿童与引导者之间当面交谈） 对

环境 （树林） 进行了真实探索。 “在这里” 项目的 Ｃｏｕｇｈｌａｎ， Ａｄａｍｓ，

Ｒｏｇｅｒｓ， Ｄａｖｉｅｓ （２０１１） 和 Ｃｏｕｇｈｌａｎ 等人 （２０１２） 对野外旅行中技术的支

持作用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 他们在一个 “任务控制” 环境中使用多种

移动工具和协调工具， 为协作工作提供丰富的生态环境。

四、 几个例子

以下是三个关于移动学习的例子， 均是利用协作学习和基于位置的学

习来阐述上述特点的。

（一） 微气候例子

ＥＳＲＣ ＴＥＬ 资助的 “个人探究项目” （ｗｗｗ ｐｉ⁃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ｃ ｕｋ） 支持年

轻人在学校和家中使用移动技术进行个人探究学习。 个人探究学习鼓励年

轻人学习与社区、 环境相关的主题， 以及年轻人之间的学习。 该项目展示

了如何让年轻人使用移动工具来辅助他们学习， 并开发了一个探究学习框

架提供学习支持。

“个人探究项目” 中的一个例子描述了儿童如何在微气候活动中学习

（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 和 Ｋｅｒａｗａｌｌａ， ２０１２）。 参与者是项目合作学校的儿童 （１１ ～ １２

岁） 和教师， 学习内容是他们地理课程的一部分。 儿童学习微气候这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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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作为他们学校对微气候研究的一部分。 他们首先确定探究的重点。 在这

个项目中， 学生选择调查多种问题， 例如， 学校中的哪个位置最适合放置

长椅， 哪个位置最适合放风筝， 以及哪个位置最适合种花。 他们通过测量

去验证假设。 他们在计划调查内容时要考虑所拥有的设备， 以及对各个位

置如何衡量。 他们拥有多种传感器， 包括温度传感器、 风速计、 湿度传感

器、 指南针和光级评估工具 （并通过云层观测衡量）。 然后， 他们分组到

室外收集数据， 并返回教室研究， 最后编写报告。 这些活动均使用超级移

动电脑上有助于探究活动的工具箱来协调。 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 Ｓｃａｎｌｏｎ 和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２０１２） 对这一项目予以深入探讨。

（二） 地理藏宝例子

Ｃｌｏｕｇｈ （２０１０） 对地理藏宝团队进行了一项研究， 该团队利用了快速

发展的社交和位置感知移动技术。 成员使用社交网络工具和线上线下团队

资源学习地质、 地理和当地历史知识， 并使用移动和社交技术模糊网络虚

拟空间与周围真实世界的界限， 因此本例中使用了协作学习和移动设备的

位置感知功能。 地理藏宝团队成员创造共享的资源让他人寻找， 将发现的

资源不断记录在日志中以支持团队活动， 增加团队知识。 Ｃｌｏｕｇｈ （２０１０）

写道：

不同地区的地理藏宝者使用移动和网络 ２ ０ 技术协调和记录活动， 将

网络虚拟空间与特定位置真实空间相关联。 地理藏宝在本质上是一种 ＧＰＳ

引导的寻宝活动， 参与者 （通常分为不同的组） 隐藏宝藏， 并在网站上发

布位置坐标， 这样其他人可以使用 ＧＰＳ 设备找到宝藏的位置……团队参与

者最初使用共享资源寻找宝藏， 之后他们为团队资源做出贡献， 隐藏新的

宝藏供他人寻找， 这显示了如何使用移动和网络 ２ ０ 技术创造以地理位置

为中心， 参与度更高且更加有意义的学习机遇。

（三） 博物馆例子

Ｃｈａｒｉｔｏｎｏｓ， Ｂｌａｋｅ， Ｓｃａｎｌｏｎ 和 Ｊｏｎｅｓ （２０１２ａ， ２０１２ｂ） 研究了如何使

用社交和移动技术改善学习者在参观博物馆过程中的体验。 参与者是米尔

顿·凯恩斯地区一所中学的 ９ 年级历史课学生 （１３ ～ １４ 岁）， 他们到伦敦

博物馆参观。 这种学校组织的参观是向学生介绍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方式，

会给学生对博物馆的学习和看法带来长期的影响。 前期在教室里做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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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工作， 然后使用推特向社会动态发布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和之后的活

动。 观察数据、 参观的推特信息流， 以及参观结束后的采访用于评估移动

学习工具对于学习和意义建构的作用。 研究发现， 这些工具对于意义构建

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学生通过 “社会和文化资源与环境和他人进行互动，

而且互动方式均来自自身兴趣” （Ｋ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在参观过程中， 学生分

为不同的小组， 小组成员之间与其他小组之间分享参观成果。 研究人员特

别说明了学生在这些合作活动中共同创造作品的过程。 从一定程度上讲，

这一过程帮助了学生与博物馆内容深入互动， 并实现了有意义的体验和

学习。

五、 讨论

上述每个例子均介绍了移动学习的特点。 在微气候例子中， 移动工具

为学生在户外的分组活动提供支持。 他们计划进行的调查和收集的数据以

位置为基础， 并根据收集的数据对位置标记。 移动工具实现了教室与户外

数据收集的无缝转移。 在地理藏宝例子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协作程度会

越来越深， 尽管参与者没有同时在场， 但是他们均参与了地理藏宝的设计

和行动。 在博物馆例子中， 使用推特作为移动工具可以让学生小组在参观

过程中深入发展意义建构主题。 在表 ７ － １ 中对上述例子进行了总结。

表 ７ －１　 移动学习例子的特点

项目名称 环境 关键元素 协作学习模式 使用位置

微气候

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 等人 （２０１２）
教室到户外

重 要 场 所

分组
编制

标记真实位置， 进

行体验式阅读

地理藏宝

Ｇｌｏｕｇｈ （２０１０）
户外

为基于位置

的学习提供

团队支持

社会文化

整体

基于位置

位置感知

博物馆

Ｃｈａｒｉｔｏｎｏｓ 等人

（２０１２ａ， ２０１２ｂ）

教 室 到 博

物馆
作品创造 意义建构

跨越教室和博物馆

基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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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例子中， 使用移动设备可以让位置在学习活动中发挥作用。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等人 （２０１２， 第 ７ 页） 介绍了 “近些年位置感知技术的能力如

何大幅增加。 ＧＰＳ 和数字罗盘技术的结合用于定位持有设备的个人， 并计

算他们在环境中的方向”。 他们讨论了使用移动设备增强现实的可能性，

以及将移动设备用于户外环境时创造的新教育情境。

六、 结论

本章介绍了一些关于移动学习的文献， 特别是介绍了能够实现协作和

基于位置学习的移动学习特点。 分析讨论了三个移动学习例子。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Ｖａｖｏｕｌａ （２００７） 和 Ｔａｙｌｏｒ 等人 （２００６） 在移动学习理

论阐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们根据ＭｏｂｉＬｅａｒｎ 项目 （欧盟委员会赞助）

的研究得出关于移动学习的理论， 扩展了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的活动理论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１９８７）， 探讨了人与移动学习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 最近， 计算机支持协作

学习团队试图发现移动学习与协作之间的相互作用 （Ｃｈｅｎ， Ｋａｏ 和 Ｓｈｅｕ，

２００３； Ｌａｉ 等， ２００７； Ｍｏｅ， ２００９； Ｚｕｒｉｔａ，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和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２００３）。 尽

管这一研究还没有结合移动学习中与位置相关的方面提出整体框架。

目前人们正在尝试提供这种整体框架。 上面介绍的 ＭＡＳＥＬＴＯＶ 项目提

出了偶发性学习框架的首个版本， 用于分析移动偶发性学习和促进学习设

计的交流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等， ２０１２）。 这一框架包括事件发生的位置、

学习者执行的任务、 学习者使用的工具、 学习者利用的社交支持、 学习者

需要实现的成果， 以及偶发性学习发生的时间。 位置和时间均可以包含情

境信息 （Ｓｐｒａｋｅ 和 Ｒｏｇｅｒｓ）， 社会支持也可以包含协作活动。 因此， 随着

这个项目的推进， 以及在开发的移动系统内对框架进行反复验证， 我们将

来可以对其实用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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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１０ （ ＥＧＵ ２０１０ ），

２ － ７ Ｍａｙ ２０１０， Ｖｉｅｎｎａ，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ＤｆＥＳ （２００５） ． 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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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ｅｒ， Ｋ ， Ｊｏｉｎｅｒ， Ｒ ， Ｓｔａｎｔｏｎ， Ｄ ， Ｒｅｉｄ， Ｊ ， Ｈｕｌｌ， Ｒ ， ＆ Ｋｉｒｋ，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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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Ｅ． （２０１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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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２０１２）．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１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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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ｎｅｓ， Ａ ， ＆ Ｉｓｓｒｏｆｆ， Ｋ （２００７）．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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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Ａ ，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Ｍ ， Ｍｉｌｒａｄ， Ｍ ， Ａｒｎｅｄｉｌｌｏ⁃Ｓáｎｃｈｅｚ， 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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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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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ｉ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ｕｏ， Ｐ ， Ｙａｎｇ， Ｓ ， Ｌａｉ， Ｃ ， ＆Ｌｉ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ＵｂｉＬｅａｒｎ ２０１０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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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ｅ， Ｓ Ｐ （２００９）．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ｕｓｅｒ ｃｅｎ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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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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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ａ， Ｎ ， Ｇｉｒａｒｄｉｎ， Ｆ ， ＆Ｄｉｌｌｅｎｂｏｕｒｇ， Ｐ （２００５）．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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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 Ｐｕｎｔａｍｂｅｋａｒ， Ｇ Ｅｒｋｅｎ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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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用于移动学习的开放格式

Ｇｅｏｆｆ Ｓｔｅａｄ

摘要

成功的移动学习计划是多种多样的。 有些计划规定学习者使用标准设备和

应用， 而有些计划则可采用自带设备， 即使用多种设备、 应用和内容混合的自

带设备。 有些计划将工具融入现有的学习情境中， 而有些计划则使用移动学习

创建新的情景。 上述多样化不但给评估新兴技术在学习中的使用效果带来挑战

（如何确定一种技术对于学习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而且对希望将优秀的移动内

容从一个学习情境转移到另外一个学习情境的做法带来挑战。

类似 ＦＲＡＭＥ 这样的移动学习框架强调了这种相互关系， 说明了如何通过

技术、 学习者和情境的互动， 产生学习成果。 然而因受到多种可变因素的影

响， 对移动学习经验的评估非常困难。

本章内容的基础是美国政府所资助的移动学习环境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ＬＥ） 项目的研究成果， 该项目探讨了大多数移动学习内容所采

用的不同技术， 试图解决 “哪种格式和技术最适合简化在不同平台之间转移学

习内容的过程？” 项目团队研究并测试了多种相关的准则和标准， 建立了多种

不同的原型， 并召集 ２４ 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对平板电脑、 媒体播放器和智能手

机进行现场试验。 研究发现， 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将不同的技术方式进行混合，

混合方式可以解决不同移动平台之间的差距， 并改善在平台上运行的学习应用

的可移植性。

本章提出的标准和技术方法形成了开源 ＯＭＬＥＴ （Ｏｐｅ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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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ｏｌｋｉｔ， 开放移动学习工具箱） 框架的基础， ＯＭＬＥＴ 是美国和英国多个商业

化应用的核心。 供应商逐渐开始采用这些标准制作新的移动学习内容。 更重要

的是， 美国政府 ＪＫＯ （Ｊｏｉ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ｌｉｎｅ， 联合知识在线） 平台采用这些

标准制作内容。

引言

对在职学习者而言， 移动学习具有诸多潜在优势： 包括员工可以随时随地

在 “偷来的时光” 中进行持续的专业发展； 同时获取参考资料， 实现绩效支持

和专业发展； 为紧急需求提供 ２４ 小时快捷支持。 这些功能都可以通过学习者

的智能手机实现。 移动学习也能为雇主带来诸多优势： 包括提高员工的参与度

和绩效； 提高关键时间数据的分享速度； 改善员工的反馈渠道； 减少员工因参

加传统课程而损失的工作时间。

这些只是理论，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一份关于自带设备的 “优秀技术” 报

告发现： 超过 ７５％的员工支持工作场所的移动学习， 或者计划在来年实现工作

场所的移动学习 （优秀技术， ２０１２）。 对移动学习应用情况的研究发现， 许多

雇主计划使用这些设备为员工提供培训和学习。 例如在 ＡＳＴＤ 研究中估算有

２８％的雇主有此计划 （ＡＳＴＤ， ２０１２）。

研究发现， 企业采用移动设备的主要障碍是技术 （ＡＳＴＤ， ２０１２； 实现成

熟， ２０１３）。 在自带设备情境中， 有些设备比其他设备更适合用于学习， 这可

能会造成学习者无法获得均等的学习机会。 因此，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才能安

全且公平地支持多种设备使用：

• 解决在部署、 分享和管理应用和内容过程中的挑战 （运营）；

• 对机密性和知识产权的风险管理 （数据安全）；

• 对资料的在线和离线访问的管理 （互联网访问和设备能力的变化）；

• 有意义的使用和衡量过程追踪 （分析、 追踪）。

作为对移动学习有效实践发展的投资， 美国政府赞助了一个为期两年

的技术研究项目， 探索在主流电子学习中将移动学习作为核心元素进行部

０１１



第八章　 用于移动学习的开放格式 　

署的技术挑战。 “移动学习环境” （ＭｏＬＥ； ｗｗｗ ｍｏｌ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ｅｔ） 项目开

发了样本内容、 工具和平台， 供在职学习者参与人道救援和救灾工作。 这

些工作以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Ａｉｄ 为名称进行部署， 这是一个可以用于 ｉＯＳ 和安卓

系统的移动应用， 已经有 ２４ 个国家的 ２７０ 名学习者采用多个语言版本参与

了测试 （如图 ８ － １ 所示）。

技术团队开展了实践研究并进行原型开发， 探索为不同人群提供有意

义的移动学习工具和内容所需的基本技术， 这些人群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

是移动性较强的在职学习者。 很明显， 他们对于移动学习具有特定的要

求： 需要简短、 易于访问的学习内容， 可以在不同设备中快速找到和使用

工具。 基于工作场所学习的特点通常是不定期、 非正式和随时的， 尽管利

用移动设备有助于在单一或多个工作情境中进行学习 （Ｐａｃｈｌｅｒ， Ｐｉｍｍｅｒ 和

Ｓｅｉｐｏｌｄ， ２０１１）， 但是， 这些学习者的雇主之前是禁止这种学习方式的。

另外， 这些学习者可能只有有限的网络访问权限， 而且他们需要的多种资

源， 包括：

• 需要追踪的顺应 “课程”。

• 对领域专家进行视频采访， 获得指导和支持。

• 活动 “清单” 作为绩效支持工具。

• 出版的电子书和其他现有资源。

• 移动参考工具和查找图。

图 ８ － １ 显示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Ａｉｄ 应用的一些截图。

项目团队利用这些资源类型， 探索了让资源内容在平台之间进行迁移

的不同技术方法。 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参考了传统的电子学习标准、 新型

网络和移动媒体趋势。 最终的框架和技术标准组合可以用于多种设备， 也

可以用于大量的基于工作场所学习的员工。 尽管这种标准组合依然在演

变， 但是美国政府主要的电子学习平台 （移动进程的一部分） 已经在移动

化进程中采用了这些标准。 本章将介绍相关基本技术， 分享技术开发心

得， 并概要叙述建议的开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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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Ａｉｄ 应用包含的不同类型内容

一、 技术是必要的维度

只有对学习者自身技能、 设备的功能、 内容的适当性、 媒体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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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背景、 软件的流动性和移动应用本身的绩效进行复杂的组合， 才能实

现成功的移动学习 （Ｋｏｏｌｅ ２００９； Ｓｔｅａｄ ２０１２ａ， ２０１２ｂ）。 这一学科领域广

阔， 因此本章侧重于支持在不同元素之间建立连接的技术， 重点探讨内容

问题 （如数据格式）， 创建互动内容所需的技术、 界面设计及其在不同移

动平台的差异， 在不同手机中分享移动内容包的协议， 以及通过移动平台

分享追踪数据的机制。

在对移动学习内容进行评估时， 应当包含技术和非技术方面尽可能多

的维度。 例如：

• 易于导航。

• 交互质量以及所考虑使用的设备的适当性。

• 特定设备中内容的可寻性。

• 支持设备的范围。

• 将内容移动到新移动设备所需的精力。

这些是利益相关者面临的挑战。 移动开发者面临的一些典型困境包括：

• 为了实现最佳用户体验， 应针对特定移动平台开发应用 （如 ｉＯＳ），

但是为了实现最大的内容可移植性， 则应开发多个平台。

• 如要实现最大的内容可移植性， 最佳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使用网页应

用 （在线托管）， 但这样便无法使用最佳的手机功能 （导航菜单、 摄像头、

ＧＰＳ， 其他应用等）。

• 如要实现最佳的移动学习体验， 用户需要能够线下工作， 但是为了

与传统的电子学习系统相融合， 则需要通过在线方式与信息同步。

这些技术困境的解决方案是充分认识内容、 交互性、 应用特色与学习

类型之间的关系。 技术专家的作用是制定开发可重复使用的格式和标准，

让上述不同的维度可以在不同的学习者和平台之间顺畅转移。

尽管有些提供商声称电子学习能够提供综合的、 包含所有内容的课

程， 但传统的电子学习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良好的移动学习模式也是如

此， 在一个应用或课程里提供所有内容是不现实的。 模块化、 情境化明确

的信息的学习效果要好于内容庞大的传统结构化课程。 移动访问的优点是

能够学习少量的相关信息， 甚至是个性化信息 ［见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和

Ｖａｖｏｕｌａ （２００５） 提出的例子， 或者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１） 对于情境感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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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需要开发大量的小容量学习内容， 用于不同的组合、 学习者或设

备， 并实现与移动世界所需的连接。

二、 分享移动学习的技术方法

技术专家开发的移动学习应用可以用于多种类型设备， 并支持多人创

建内容。 四种主要的技术开发方法是：

• 开放应用———包括软件技巧， 支持开发者创建可以一次生成用于不

同移动手机平台的应用 （跨平台开发）。

• 开放内容 （内容格式） ———让单块内容在多种设备上显示， 使用业界

标准 “播放器” （如电子书阅读器） 或者本地设备支持 （如音频和视频文件）。

• 带有嵌入交互性的开放内容———上述两种方式的混合， 是实现学习

互动的最理想情境， 因为这种混合将内容与适当的学习互动相结合 （如网

页应用： ＨＴＭＬ ＋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 开放协议和鼓励分享格式———包括内容分享， 以及在不同的应用中

分享追踪、 过程和信息。

这些方面在 ＭｏＬＥ 项目的技术开发过程中进行了探索， 发现三种方式

的结合最为成功。 在下文中我们将会详细介绍最佳的格式。

（一） 开放应用： 跨平台应用开发

尽管有许多技术专家和热心人士参与到这一领域， 但是依然没有完美

的解决方案能够用于所有设备的移动应用。 每个方式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

点， 许多移动开发者依然认为， 除了为每个设备进行本地编码之外， 没有

任何其他可行方法。 主要应用开发的方式包括：

• 交叉编译 （编写一次代码， 但是根据不同的设备进行多次编译）。

• 移动网页应用 （应用在移动浏览器内运行）。

• 混合网页应用 （本地播放应用和包含网页应用类型内容的结合）。

这些均是可行的移动开发方法， 但是开放移动学习解决方案提出了更

多的要求， 缩小了替代方法的范围。

• 内容 （易于制作和分享） 和平台 （需要技术专长） 的分离。

• 提供许多需要嵌入互动性的内容类型……仅仅呈现媒体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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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在线方式进行同步和追踪实现， 离线访问内容。

• 与手机功能深入整合 （如 ＧＰＳ、 同步、 摄像头、 麦克风、 电子书阅

读器软件）。

• 维护熟悉的用户界面， 使学习者适合在任何设备上使用。

项目团队深入分析了不同的技术方法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和 Ｓｔｅａｄ， ２０１１）， 制

作了一些原型并进行性能测试， 最终确定了将内容与平台分开的混合式方

法的一种变化形式。 所有用户可以制作内容， 并保存为通用移动格式 （如

ＥＰＵＢ 或 ＭＰ３）， 或者适用于各种浏览器的 ＨＴＭＬ５ 格式。 内容使用手动编

码的本地应用进行管理， 提供菜单、 设置和任何其他系统级别的功能。 开

源 ＰｈｏｎｅＧａｐ 框架 （ｗｗｗ ｐｈｏｎｅｇａｐ ｃｏｍ） 便是这种方式的一个优秀例子。

研究团队使用 ＰｈｏｎｅＧａｐ 作为基本的构造组， 添加定制的本地扩展， 实现

特定的学习功能。 本地应用可以使用各个平台的功能 （如菜单）， 还可以

提供任何平台上创建的内容。 项目开发人员使用 ＰｈｏｎｅＧａｐ 并开发其他插

件， 在两个层级中实现连接。

图 ８ －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Ａｉｄ 应用截图与应用架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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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 ２ 对此进行了说明。 内容页显示了一个视频启动页面。 顶部的黑

色栏采用 ｉＯＳ 本地编码。 安卓版本的应用看起来略有差异， 没有返回按

钮， 也无法使用系统菜单。 主页本身采用 ＨＴＭＬ 语言制作， 在所有平台都

是相 同 的。 当 用 户 点 击 链 接 观 看 视 频 时， 既 可 以 在 页 面 内 打 开

（ＨＴＭＬ５）， 也可以使用本地应用打开 （使用本地视频播放器打开）。

（二） 开放内容： 用于移动媒体的格式

移动网络和数字媒体的共享主要受到当前压缩标准和共享移动媒体文

件标准 （Ｗ３Ｃ 标准； 见 Ｈａｚａｅｌ⁃Ｍａｓｓｉｅｕｘ， ２０１２） 的推动。 一些标准定义

了文件格式本身， 其他标准定义了文件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发展移动

学习， 在新内容开发时应当采用这些通用的移动格式。

内容格式的基本设计原则为：

• 媒体采用的格式应当可以在任何平台播放， 避免采用只能用于一种

平台的格式。

• 个人媒体文件应当为移动设备进行优化 （压缩）。

• 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最大可能的交互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意味

着使用 ＨＴＭＬ５、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和相关的网页格式。

• ＨＴＭＬ５ 内容应当动态设计， 适合不同的屏幕尺寸以及横屏和竖屏

显示。

根据这些指导原则， 项目团队测试了多种媒体格式， 试图寻找最佳格

式。 以视频为例， 尽管视频的高级格式已经实现标准化， 但是解码器并非适

用于所有的设备。 团队经过研究， 认为以下是各种媒体元素的最佳格式。

视频和音频———尽管存在许多不同的视频和音频格式， 但是大多数设备

（如 ｉＰｏｄ） 和程序 （如Ｗｉｎｄｏｗｓ 媒体播放器） 只会播放特定格式的文件。 ＡＶＩ

或ＷＭＶ 文件必须转换为 ＭＰ４ 文件， 才能在 ｉＰｏｄ 上播放。 不过， 有些格式基

本上可以在所有智能手机上播放， 采用这些格式可以确保可再次使用。

• 音 频： 移 动 设 备 支 持 最 广 泛 的 两 种 格 式 为 ＭＰ３ （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ＭＰ３） 及其继任者 ＡＡＣ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ｕｄｉｏ＿Ｃｏｄｉｎｇ）。

• 视频： 基本上所有的移动设备均支持 ＭＰＥＧ － ４ 格式， 特别是采用

Ｈ ２６４ － ＡＶＣ 标准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Ｈ ２６４） 编码的ＭＰＥ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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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视频。 ＭＰＥＧ － ４ 本身是一种视频文件格式， 这种格式包含许多其他

格式， 但是采用 Ｈ ２６４ ／ ＡＶＣ 标准可以保证可移植性。

电子书———如果需要大量的文本， 电子书是分享和打包可下载材料的

理想格式。 电子书格式有许多， 但是大部分设备支持的格式为：

• ＥＰＵＢ： 这种格式迅速成为最佳格式。 基本上支持所有的电子书阅

读器 （除了一些 Ｋｉｎｄｌｅｓ 设备和旧手机）。

• ＭｏｂｉＰｏｃｋｅｔ （ ｍｏｂｉ）： 这是移动手机阅读器的最佳格式， 与 ＥＰＵＢ

格式差别不大 （一些人将其称为 ＥＰＵＢ 格式的早期版本）。

• ＡＺＷ （亚马逊 Ｋｉｎｄｌｅ 格式）； 与  ｍｏｂｉ 格式完全相同， 但是已被重

新命名 （可以是  ｍｏｂｉ，  ｐｒｃ 或  ａｚｗ）。

（如需更多信息， 请查看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ｂｏｏｋ＿ ｆｏｒｍａｔｓ。）

这三种格式的基础均为 ＸＨＴＭＬ ／ ＣＳＳ （类似于网页模板打包）， 这意

味着他们在各个设备上的显示效果可能不同。 电子书阅读器本身类似于网

页浏览器， 但是布局控制较少。 大多数阅读器仅使用内置字体， 忽略文件

格式中可能包含的要求。 也有一些改善的 ＥＰＵＢ 格式 （如 ＥＰＵＢ３ 和 Ａｐｐｌｅ

新的专有 ＥＰＵＢ 扩展格式）， 但是这些格式基本无法支持小规模的设备

（如图 ８ － ３ 所示）。

图 ８ －３　 本地搜索应用、 ＨＴＭＬ 介绍页， 可使用外部电子书阅读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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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选择是 ＰＤＦ 格式 （可移植文件格式）。 所有智能手机均可直

接打开 ＰＤＦ 文件。 ＰＤＦ 可以实现极佳的可移植性， 但是可读性非常糟糕。

与上述三种格式不同， ＰＤＦ 的布局是固定的， 页面不会根据屏幕的大小重

新调整， 字体也是如此， 非常难以阅读。

学习者对于在设备上阅读 ＰＤＦ 文件的反馈并不好。 如有可能， 应当使

用 ＥＰＵＢ 或者其他流动格式 （ＥＰＵＢ 可以轻易转换为  ｍｏｂｉ 和  ａｚｗ 格式，

用于更多的设备）。

（三） 开放内容： 集成移动交互性的格式

学习内容很少是 “媒体”， 往往加入交互， 比如在屏幕上创建的活动，

或是建立一个功能完善的学习工具来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使用 ＨＴＭＬ５ 技

术既可以显示内容， 又可以提供交互性。

在开发项目中采用 “混合移动网页应用” 具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优点，

那就是将内容与平台分离后， 内容在应用内的嵌入式网页浏览器中进行渲

染 （显示）， 内容本身可以在任何支持的移动设备上同等地运行。 另外，

也可以创建内容丰富的生态系统， 任何网页应用中包含的内容均可作为移

动学习内容。

ＨＴＭＬ５ 是理想的格式———项目将 “移动学习对象” （或微课程） 定义

为自包含 ＨＴＭＬ 包， 这与 ＳＣＯＲＭ （一种电子学习标准， ｗｗｗ ａｄｌｎｅｔ ｇｏｖ ／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ｓｃｏｒｍ） 或 Ｗ３Ｃ 小工具的定义 （ｗｗｗ ｗ３ ｏｒｇ ／ ＴＲ ／ ｗｉｄｇｅｔｓ） 不

同。 在功能性方面， 这种方式是开放式的， 开发人员可以自由地使用

ＸＨＴＭＬ、 ＨＴＭＬ５、 ＣＳＳ 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开发内容并增加功能。

课程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本地网页浏览器支持的任何功能， 这里介绍两

种不同的开发方法 （如图 ８ － ４ 所示）。

（１） 纯 ＨＴＭＬ 格式， 通用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完全采用浏览器支持的 ＨＴＭＬ

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确保 “一次开发的内容可以用于所有设备”， 但是无法实现

丰富的互动性。

（２） 优化不同的设备： 为了充分利用设备的多种特有功能， 创建适应

性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命令， 检测浏览器的类型并优化页面。

第二 种 方 法 的 优 秀 例 子 包 括 使 用 ＪＱｕｅｒｙＭｏｂｉｌｅ （ ｈｔｔｐ： ／ ／

ｊｑｕｅｒｙ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 或 Ｓｅｎｃｈａ Ｔｏｕｃｈ （ｗｗｗ ｓｅｎｃｈａ ｃｏ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ｔｏｕ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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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使用 ＷｅｂＫｉｔ 特定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命令 （ｗｗｗ ｗｅｂｋｉｔ ｏｒｇ） 实现动画效果。

如果开发人员使用这些方法， 他们就可以开发出丰富的人机互动， 只是需

要额外的技能确保互动内容在所有设备上适当回放， 在不支持这些特性的

设备上能实现恰当的降级。

图 ８ －４　 使用 ＨＴＭＬ 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开发内容屏幕的例子

这些只是部分技术方法， 要创造真正具有吸引力的移动内容， 需要在

设计和交互性上特别用心。 尽管并非所有的优秀移动网站设计准则都能用

于移动学习内容包的下载， 但是可以参考其中大部分的准则。

以下是一些有价值的设计参考网站：

• Ｊａｋｏｂ Ｎｉｅｌｓｅｎ 是 对 “ 移 动 设 计 ” 的 建 议， 参 阅 网 址：

ｗｗｗ ｕｓｅｉｔ ｃｏｍ ／ ａｌｅｒｔｂｏｘ ／ ｍｏｂｉｌｅ⁃ｖｓ⁃ ｆｕｌｌ⁃ｓｉｔｅｓ ｈｔｍｌ。

•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ｙｓ 是 对 实 验 室 的 设 计 建 议， 参 阅 网 址： ｈｔｔｐ： ／ ／

ｌａｂｓ ｔｈｅｓｅｄａｙｓ ｃｏｍ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０ ／ ０７ ／ １６ ／ １０⁃ｔｉｐｓ⁃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ｍｏｂｉｌ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在使用这种方法时， 需要注意以下设计准则：

• 减少功能， 去除并非移动使用核心的功能 （需要学习设计技能）。

• 减少内容， 减少词汇数量， 将二级信息放入二级页面 （需要编辑技

能）。

• 采用流动布局设计， 应对不同的屏幕尺寸 （最小宽度： ３２０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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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ＣＳＳ３ 实现视觉效果 （类似于图像切片， 与传统的网页方式不

同）。

• 放大界面元素， 适应 “胖手指” （建议： ４４ × ４４ｐｘ）。

由于内容通过本地浏览器显示， 因此开发人员可以在浏览器内对内容

进行实时测试， 或者下载到移动设备内进行测试。

（四） 开放分享： 用于打包和追踪的格式

使用 ＺＩＰ ＋ ＸＭＬ 打包移动学习文件———在对多种媒体和 ＨＴＭＬ 文件

打包时， 应当采用最常用的格式分享移动学习内容 （ＳＣＯＲＭ 内容打包），

在多种情况下可以对 ＨＴＭＬ 网页打包， 并包含核心元数据对内容定义。 这

种方式的某些方面非常适合移动设备， 例如， 一个单独的文件代表一系列

内容组成的包裹， 采用开放的网页格式； 其他方面则不适合移动设备， 例

如， 臃肿的文件格式、 过多的元数据， 使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才能支撑全部

ＡＰＩ 命令。

在对内容打包时， 该项目使用 ＳＣＯＲＭ ＣＰ 的简化版本， 其中包含的元

数据大幅减少， 使内容实现独立， 在解压后可以使用任何移动浏览器打

开， 也可以在下载后使用应用解压。 然而， 内容也可以从应用下载并解

压。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无缝地整合到学习应用内， 实现学习过程的追踪和

监测。

如需关于 ＸＭＬ 格 式 的 特 定 信 息， 可 以 查 看 ＯＭＬＥＴ 文 件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ｏｍｌｅｔ 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ｅｔ ／ ｄｏｃｓ）。

三、 用于信息传输和追踪的格式

传统的电子学习使用 ＳＣＯＲＭ ＡＰＩ 在内容与学习平台之间传递追踪数

据。 尽管 ＳＣＯＲＭ 获得了大屏幕设备的广泛支持， 但是在更加动态的学习

环境 （虚拟现实、 社交媒体等） 或小屏幕设备上却并非如此， 而且在追踪

手机上大量学习活动方面受到的限制太多 （Ｄｅｇａｎｉ，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ｔｅａｄ 和

Ｗａｄｅ， ２０１０）。 电子学习产业赞助了一些计划， 探索向学习平台传输进度

数据的不同方法。 主要包括：

• ＬＥＴＳＩ （ｈｔｔｐ： ／ ／ ｌｅｔｓｉ ｏｒｇ）： 这一协议可以将进度数据返回学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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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而且无须对内容托管。

• Ｔｉｎ Ｃａｎ （ｈｔｔｐ： ／ ／ ｓｃｏｒｍ ｃｏｍ ／ ｔｉｎｃａｎ）： 这是 ＳＣＯＲＭ ＡＰＩ 的建议方

法， 可以让多个位置托管的大量内容发送更具说明性的进度更新信息。 与

ＬＥＴＳＩ 一样， 内容无须在追踪网站上托管。

这两种标准均可用于移动学习， 项目团队并没有全盘采用这两种方

法， 而是进行了部分借鉴， 因为这并非项目的核心要求。 使用 ＲＥＳＴｆｕｌ 网

页服务 （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ＲＥＳＴｆｕｌ） 与网页服务器交换数据 （与 ＬＥＴＳＩ 类

似）； 使用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ＡＰＩ 进展更新， 将数据内容传输给应用 （类似于 Ｔｉｎ

Ｃａｎ）。

四、 整合上述方法， 实现最佳的移动学习格式

为特定的目标群体 （使用智能手机的在职学习者） 开发和分享移动学

习内容， 上述列举的技术与方法的结合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 能够达到预

期的解决方案。 从移动学习中利用和扩展移动学习的现有标准， 开源项目

和适当概念， 项目团队可以创造出适用于触摸智能手机 （最初只有安卓和

ｉＯＳ， 现在也包含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Ｐｈｏｎｅ） 且功能强大的移动学习开发框架。

这些开发的核心软件均采用开源框架 （称为 ＯＭＬＥＴ）， 鼓励未来的项

目从中学习经验并对这些软件进行扩展。 开发的内容包括后端 （在线目

录）， 应 用 本 身 （ ｉＯＳ 和 安 卓 ） 以 及 样 本 内 容。 更 多 信 息 请 查 看

ｈｔｔｐ： ／ ／ ｏｍｌｅｔ 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ｅｔ ／ ｄｏｃｓ。

五、 结论

随着移动学习质量和对其接受度的提高， 确保移动内容在不同设备、

不同网络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可转移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ＭｏＬＥ 项目致力于

建立一组关于移动学习内容的开放标准， 实现最大的可移植性和再利用

率， 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手机的各项主要功能。

利用相关领域的现有标准 （移动网络、 ＨＴＭＬ、 电子学习、 视频、 压

缩）， 可以为电子学习内容和应用制定格式， 在不同的设备和平台实现电

１２１



通过移动学习增加教育机会

子学习的开放分享和未来可扩展性。 通过采用多种媒体格式和不同情境，

各个渠道提供的学习内容最有可能提供给其他学习者。

本章提出的格式和标准没有任何限制， 它们是在现有的开放标准基础

上建立的， 分享这些格式和标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共识和更高的利用率。

正是基于这种开放和分享的理念， 项目团队公开了项目 （和其他商业部

署） 中使用的核心软件框架， 展示这种方法对移动学习内容打包的成功

运用。

目前全球 ２４ 个国家的 ３００ 多名学习者正在使用根据这些标准开发的内

容 （包含在 ４ 个不同的计划中）， 美国政府电子学习团体中的主要利益相

关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和应用） 作为未来移动课程的核心。

为了鼓励移动学习团队更多地采用这种方法， 所有的技术细节以及软

件本身均作为开源项目 （ＯＭＬＥＴ） 进行公开并做详细说明。 平台和内容

标准也在不断地演化。 我们欢迎就如何改善这些技术开展持续的对话， 并

通过网站对未来的软件开发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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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Ｍ ， Ｔａｙｌｏｒ， Ｊ ， ＆Ｖａｖｏｕｌａ， Ｇ （２００５）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

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Ｈ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ｒｗｅ ＆ Ｔ Ｂｒｏｗｎ （Ｅｄｓ ），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ｍＬｅａｒｎ ２００５， ４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５ － ２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５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ｍＬｅａｒｎ

Ｓｍｉｔｈ， Ｃ ，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Ｃ ， Ｃｏｏｋ， Ｊ ， ＆ Ｐｒａｔｔ⁃Ａｄａｍｓ， Ｓ （２０１１） ．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 Ｄ Ｏｌｏｆｓｓｏｎ ＆ Ｊ Ｏ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 （Ｅｄ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ｐ ３０７ － ３２９） ． Ｈｅｒｓｈｅｙ， ＰＡ： ＩＧ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ｅａｄ， Ｇ （ ２０１２ａ） ．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ｐ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ｍｏｂｉｍｏｏｃｓｔｅａｄ

Ｓｔｅａｄ， Ｇ （ ２０１２ｂ） ． Ｏｐｅ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ｏｐｅｎｍｏｂ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３） ．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ｔ ｗｏｒｋ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ｔｏｗａｒｄｓ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１５ ／ ｔｏｗａｒｄｓ⁃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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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ｃｕｓ⁃ｒｅｐｏｒｔ⁃ｍｏｂｉ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ｏｒｋ ／ 

Ｔｒａｘｌｅｒ， Ｊ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ｓ，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ｍｏｂｉｍｏｏｃ ｗｉｋｉｓｐａｃｅｓ

ｃｏｍ／ ＭｏｂｉＭＯＯＣ ＋ ２０１１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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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使用自带设备、 移动社交媒体、
应用程序和传感器进行有意义的

移动学习
Ｉｎｇｅ Ｉｇｎａｔｉａ ｄｅ Ｗａａｒｄ

摘要

数年之前， 将移动学习整合到现有的学习和培训环境中是人们一直不

敢想象的事情， 但是近年来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 提供优质的移动学习变

得越来越容易。 现在， 研究人员、 教师、 教授和培训师均能够从自带设备

（Ｂ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ＢＹＯＤ） 选项和战略中获益， 他们使用手机和平

板电脑上的传感器， 筛选用于学习的移动应用， 甚至筛选社交媒体进行有

意义的学习。

本章概要叙述了移动学习目前面临的挑战， 并强调需要将移动学习整

合到整体学习环境中。 作者探讨了自带设备、 移动社交媒体、 移动应用和

移动传感器提供的学习机遇， 这些元素均与研究或企业知识相关。 这些简

单的移动学习选项也需要根据学习附加价值进行筛选。 每一个选项均能提

供新的教育方式改善和拓宽情境化、 有意义的学习。 在日常学习中， 优化

和嵌入简单的移动学习工具， 是满足临时性培训和学习需求的基础。

引言

“有用的知识即使只有一点儿， 其价值也要远远超过大量无用的

知识。”

Ｋｈａｌｉｌ Ｇｉｂｒａｎ

我们生活在移动时代， 用户希望使用可负担的、 全球通用的设备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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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保持连接 （Ｎｏｒｒｉｓ 和 Ｓｏｌｏｗａｙ， ２０１１）。

移动学习在不断地发展， 这产生了大量知识的交替。 Ｇｏｎｚａｌｅｓ （２００４）

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知识的 “半衰期” ———也就是知识从获取到过时的时

间。 因此， 本章重点介绍了可以用于移动学习的简单且易用的移动工具，

希望其中大部分的工具都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让我们充分发挥工具的全

部潜力。 所有内容均与概念的理论基础相关， 目标是在不同的情境中

实践。

本章对于工具的关注是为了与本书其他章节作者的关注点相互补充。

研究人员、 教师、 教授和培训师均能够从自带设备 （ＢＹＯＤ） 选项和战略

中获益， 他们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传感器， 筛选用于学习的移动应

用， 甚至筛选社交媒体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使用移动设备发布学习内容与其他类型学习内容的发布方式相同。 因

此， 教学的有效性依赖于开发、 发布和支持学习过程的人员的愿景、 创意

和教学理解力。 本章将现代移动学习技术提供的新学习方法与移动、 现代

学习实施相关联， 分四个部分： 自带设备、 移动社交媒体、 移动应用和嵌

入式移动传感器。

一、 背景

（一） 移动学习的定义

本章采用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２０１２） 对移动学习的定义， 即在多种情境中使用

个人电子设备进行的社交和内容的互动学习。

（二） 整体战略中的嵌入式移动学习

通过有意义、 补充性的方式将所有最新的移动学习选项嵌入整体培训

或课程学习是一个重要而高效的目标。 “技术的广泛渗入迫使学校、 教育

部门和教育领域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展开对话， 讨论对移动技术的利用，

尤其是在学习方面的利用” （Ｂｏｔｈａ， Ｂａｔｃｈｅｌｏｒ， Ｔｒａｘｌｅｒ， ｄｅ Ｗａａｒｄ 和

Ｈｅｒｓｅｌｍａｎ， ２０１２）。 对所有教育技术的质量和有效性予以重视是真实的， 尤

其是对现代移动学习使用的推动。 尽管移动学习是开发小型移动学习项目的

最佳起点， 但是移动学习最终还是要整合到泛在学习环境中， 这样才能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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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无缝的学习环境中为用户提供流畅且充满动力的学习体验。 我们在选择可

持续性移动学习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必须确保实现这一总体目标。

（三） 现代移动学习的挑战

我们可以使用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访问学习内容，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

次。 ｄｅ Ｗａａｒｄ 等人（２０１１） 认为： “知识的获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教室和图

书馆， 这些传统的学习空间被重新定义， 并增加了新的学习空间。”

然而， 这种泛在性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１） 技术挑战。 例如， 移动标准是逐步发展的； 全球各地的基础设施

（包括移动带宽） 依然在建立之中； 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多样性为单一来源

内容的输出和互动性制造了困难。

（２） 地理挑战。 例如， 一些地区的移动基础设施依然不稳定； 山区居

民难以获得互联网； 农村地区投资巨大， 但是成本回收不稳定。

（３） 数字鸿沟挑战。 随着移动学习的实施， 访问量会越来越多。 弱势

群体的访问条件远远低于优势群体； 参与学习的男女比例差异很大； 尽管

可以在移动学习中讨论一些禁忌话题， 但无法在移动学习中讨论一些涉及

个人隐私的事。

（４） 目标受众挑战。 在线学习最初只是面向特定领域的特定受众， 只

需要知道目标受众便可以进行教学设计， 但是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移动学

习。 在移动学习中， 目标受众更加复杂， 移动、 数字素养、 设备以及用户

对移动设备的经验均各有不同。

考虑到这些挑战， 使用开放资源以及学习者现有的工具是一个战略性

选择。

二、 自带设备

随着越来越多的培训转向 “云端” （云计算）， 移动访问风靡一时。 为

使用多种设备 （智能手机、 上网本、 平板电脑、 计算机、 电子阅读器等）

的用户提供学习空间， 可以将他们与世界相连。 教育工作者应当在课程中

利用这些设备， 并通过有意义的方式整合 “自带设备策略” （Ｂ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ＢＹＯＤ） （Ｓｍａｒｔ 和 Ｇｏｕｒｎｅａｕ，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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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ＯＤ 在企业环境中的使用率越来越高。 ２０１１ 年， 来自 Ｃｉｔｒｉｘ 的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ｕｕｒｓｍａ 提出在 ５ ～ １０ 年内， ＢＹＯＤ 将覆盖 ７０％ ～ ８０％ 的机构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 ２０１１）。 ＢＹＯＤ 在教育中的应用也非常具有吸引力。 研究初步

显示， 使用 ＢＹＯＤ 访问开放课程可以将学习的互动率 （包括社交和专业）

提高 ２５％ （ｄｅ Ｗａａｒｄ， ２０１３）。 学习者交互的增加不仅会促进不同课程参

与者的真实讨论和知识分享， 还可以增加课程参与者的社群感。

选择 ＢＹＯＤ 的另外一个益处是低成本。 Ｈａｒｒｉｓ 在撰写趋势科技 ＩＴ 总裁

与首席执行官的调查中 （２０１２） 提出， 大部分接受调查的机构称使用 ＢＹＯＤ

之后， 成本或者下降， 或者保持不变。 原因包括： ＩＴ 成本支出下降 （用户自

己购买设备）， 台式机支持成本下降， 员工效率增加 （Ｈａｒｒｉｓ， ２０１２）。

（一） 开始 ＢＹＯＤ 的基本步骤

以下五个基本步骤可以优化移动学习项目中的 ＢＹＯＤ 选项。

（１） 使用移动社交媒体工具 （本章下一节将讨论该主题）。

（２） 保持图片的简洁性， 不要使用过大的图片， 同时保证图片中的字

母和细节清晰可见。

（３） 尽可能使用简单的网页标准， 每个人都在讨论 ＨＴＭＬＴ５ 和 ＣＳＳ３

（ｗｗｗ ｗ３ｓｃｈｏｏｌｓ ｃｍ）， 但是如果你只是使用图片和文本， 基本的 ＨＴＭＬＴ

和 ＣＳＳ 便能满足需求。 ＨＴＭＬ５ 和 ＣＳＳ３ 的优点是可以嵌入多媒体。

（４） 使用移动设备的内置工具 （如移动传感器， 我们会在本章的后面

部分介绍）。

（５） 在多个设备上测试内容和课程互动。

（二） ＢＹＯＤ 发布或捕获的基本步骤

以下五个步骤可以优化 ＢＹＯＤ 的发布和捕获。

（１） 确保促进和推广 Ｗｉ⁃Ｆｉ 的使用， 这可以降低学习者和参与者的下

载费用。

（２） 使用 “碎片化” 知识块或者学习专题 （否则下载时间将会很

长）， 例如， 调整视频质量， 或者将多媒体内容切割为不同部分进行下载

和观看。

（３） 保证用户友好性， 直接提供内容链接 （一键访问）， 使用二维码

和 ＲＳＳ ｆｅｅｄｓ （简单讯息聚合订阅） 订阅源链接， 二维码便于移动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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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拥有二维码扫描软件）， 使用 ＲＳＳ ｆｅｅｄｓ 可以在任何设备上获得

最新发布的内容。

（４） 尽量使用通用格式， 不要 （或限制） 使用 Ｆｌａｓｈ， 使用文字和图

片以保证尽快获取， 只提供与内容相关的复杂多媒体文件， 或者使用电子

邮件提供主要内容的更新 （简单且跨平台）。

（５） 分别在试点团队和大型团队对尽可能多的设备进行测试， 通过众

包方式了解人们对不同移动学习媒体和位置的反馈信息， 确保在发布课程

之前做这些工作———磨刀不误砍柴工。

（三） 实施 ＢＹＯＤ 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在实施 ＢＹＯＤ 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 为机构或组织制定 ＢＹＯＤ 战略。

• 提供 ＢＹＯＤ 政策， 确保人们知道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 保证 ＢＹＯＤ 安全性 （这涉及 ＩＴ 挑战， 通过多种移动设备提供内

容）。

Ｅｍｒｅｙ （２０１２， 第 ９０ 页） 指出， “ ＩＴ 战略计划应当支持机构的任务，

并符合机构的战略计划。 在制定 ＢＹＯＤ 的 ＩＴ 战略时， 不仅需要进行前瞻

性思考， 也需要节约机构的成本。” Ｔｈｏｍｓｏｎ 认为 （２０１２）： “ＢＹＯＤ 的问

题不是 ‘能不能做？’而是 ‘怎样做？’”

ＢＹＯＤ 推动学习项目的一种方法是嵌入移动社交媒体。

三、 移动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 有必要分析利用这

些媒体进行教学的可能性。 我在这里简要介绍下哪些社交媒体工具可以用

于实现教学目标。

社交媒体工具对教学法有深远的影响 （Ｃａｒｓｔｅｎ 等， ２００８）。 对集体智

慧的充分利用是社交工具对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巨大改变， 网络 ２ ０ 促

进用户积极参与教学 （Ｃａｒｓｔｅｎ 等， ２００８； Ｓｈｒｉｒａｍ 和 Ｗａｒｎｅｒ， ２０１０）。 对社

交媒体的使用至少说明了人们正在获取知识。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 通过社

交媒体制作和消化内容的结果是学习者开始创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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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２０１０） 在他对行动研究的反思中描述了移动学习的教学框

架， 这一框架与网络 ２ ０ 社交软件相符合。 他说： “移动学习技术的利用，

能够让任何背景下的学生与教师之间、 学生之间、 学生与专家之间、 学生

与真实环境之间均可进行学习对话。” 这覆盖了大部分的当代学习者互动。

ＭｃＥｌｖａｎｅｙ 和 Ｂｅｒｇｅ （２０１０） 认为社交工具的教育潜力是： “多数个人

网页技术可以提供适合移动设备的版本， 让学习者利用这些技术进行学习

……个人网页技术的移动版本让学习者可以更灵活地、 随时随地进行

学习。”

表 ９ － １ 介绍了移动社交媒体工具的例子， 包含教学潜力和一些应用示

例。 列表信息来源于 ｄｅ Ｗａａｒｄ 提供的移动社交媒体工具箱 （２０１２）， 并将

不断完善。

表 ９ －１　 移动社交媒体工具

社交媒体工具 使用原因和实施 例　 子

微博

推特让全球学习者分享短信

息， 并与更多内容连接

推特是理想的简短问答互动

工具， 在使用话题标签时可

以围绕特定主题组织聊天

真实生活： 教育工作者在讨

论特定教育问题时会充分利

用推特召开会议 （＃Ｉｒｎｃｈａｔ）

推特

补充： 使用话题标签 （ ＃） 可以追

踪特定的主题。 （如需了解关于移

动学习的全部推文， 请查看

ｈｔｔｐｓ： ／ ／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ｃｏｍ ／ ｓｅａｒｃｈ？ ｑ ＝ ％
２３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学习者或机构可以围绕特定主题组织

推特聊天。 推特聊天的例子： Ｉｒｎｃｈａｔ
（ｈｔｔｐ： ／ ／ ｌｒｎｃｈａｔ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社交网络

建立社交网络可以增加学习

者创建的知识

真实生活： 具有共同管理兴

趣的人可以加入群体中讨论

战略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社交网络在个人学习网络中

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学习

者创建网络， 站在当前研究

领域中知识变革的最前沿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Ｇｏｏｇｌｅ ＋
Ｙａｍｍｅｒ （私人， 安全的社交网络）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补充：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提供的一项功能让

用户可以将问答内容发送至专业网

络。 这是一个保持联系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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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交媒体工具 使用原因和实施 例　 子

社交书签

社交书签让学习者群体可以找

到与特定主题相关的书签， 并

汇集到一个地方

真实生活： 组建与学习群组相

关性的在线资源 （如增强学习、
教室资源）

Ｄｉｉｇｏ （该网页也具有社交和分享

功能）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多媒体分享

分享视觉、 听觉和 （或） 视频，
让他人深入了解发生的事情

真实生活： 多媒体分享可以实

现真实学习的分享。 例如， 医

疗保健工作人员可以分享 Ｘ 射

线照片和诊断 （远程医疗）

视频 （如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Ｖｉｍｅｏ）
音频 （如 Ｓｋｙｐｅ）
图片 （如 Ｆｌｉｃｋｒ， Ｐｉｃａｓａ）
补充： 需要选择适合的版权许可，
如知识共享许可

补充： 地理标签包括分享视频、
音频或图片对象的位置。 这一元

数据之后可以用于额外的学习追

踪或分析

共享工作区

在内容、 战略和规划、 知识存

储和更新方面实现同步和异步

协作

真实生活： 团队所有人都可以

在一个页面上对某个提议提供

反馈信息， 或者提出共同感兴

趣的提议

通过在中心文件中增加新的功

能或信息并删除过时的数据，
可以一直保持最新的知识 （如
医疗清单）

可以使用 Ａｓａｎａ 组件包含不同人

员和任务的项目 （在 ｉＰｈｏｎｅ 上也

可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 ｄｏｃｓ 是一个移动版本

ＴｉｔａｎＰａｄ 是一种实时协作工具

维基 （维基空间拥有特殊的教育

功能）
补充： 在移动设备上很难编辑维

基内容。 但是使用 ＰｉｃｏＷｉｋｉ 可以

进行简便的编辑

博客

学习者可以使用博客对学习的

内容以及他们认为重要的内容

进行反思； 并保持学习档案和

个人学习环境

真实生活： 工程师可以追踪他

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复杂问题，
并说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这

些解决方法在之后可以用于类

似的情形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Ｂｌｏｇｇｅｒ
Ｐｏｓｔｅｒｏｕｓ
必须提一下 Ｐｏｓｔｅｒｏｕｓ。 这个博客

工具让群组成员可以使用电子邮

件向多个社交媒体发送内容， 包

括 Ｆｌｉｃｋ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Ｔｗｉｔ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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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交媒体工具 使用原因和实施 例　 子

虚拟会议系统

使用虚拟会议工具可以实现同步

通信， 非常适合协作讨论 （头脑

风暴）
真实生活： 通过异步方式提供销

售协议， 学习者通读后， 启动虚

拟会议， 利用学习的内容进行角

色扮演并讨论协议

Ｇｏｏｇｌｅ ｈａｎｇｏｕｔ （可以很好地嵌

入 ＹｏｕＴｕｂｅ 视频）
Ｓｋｙｐｅ
Ｂｉｇ Ｂｌｕｅ Ｂｕｔｔｏｎ （开源项目）
Ｗｉｚｉｑ （免费， 可用于移动设

备）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Ｗｅｂｅｘ

协作会议管

理器

这些工具提供给对研究或正式认

证感兴趣的学习者

真实生活： 用户可以更方便地访

问引文， 建立参考列表， 制作文

学评论和添加笔记

Ｍｅｎｄｅｌｅｙ
Ｚｏｔｅｒｏ

协作思维导图

可以计划或构建思维、 未来步骤

和内容

真实生活： 教师可以共同制作新

的课程和课程架构

Ｍｉｎｄｍｅｉｓｔｅｒ
Ｍｉｎｄｊｅｔ

增强 现 实 附

加工具

这些工具可以在地理标记的空间

添加真实信息， 并展示二维码触

发的相关背景 ３Ｄ 对象

真实生活： 用户只需打开移动设

备， 便可以看到过去几百年的历

史。 增强内容包含模拟、 视频、
文字、 真实生活法规和教师或移

动学习者想到的任何创意内容

Ｗｉｋｉｔｕｂｅ
Ｌａｙａｒ
Ｊｕｎａｉｏ

分享演示系统

通过分享演示， 可以立刻增加关

于特定主题的知识

真实生活： 用于任务分配。 学习

者可以建立一个演示并分享， 然

后讨论各自的工作

Ｓｌｉｄｅｓｈａｒｅ 让用户搜索他们希望

查看的幻灯片 （ｗｗｗ ｓｌｉｄｅｓｈａｒｅ
ｎｅｔ ／ ｍｏｂｉｌｅ ／ ｎａｍｅＵｓｅｒ ／ ｎａｍ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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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培训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根据简单、 可管理的准则， 使用移动

社交媒体实现多种教学方法。 但是， 由于工具数量的增多， 提供准则变得

越来越困难， 这是目前移动应用多样性产生的问题。

四、 移动应用 （Ａｐｐｓ）

Ｐｅｗ 研究中心的 “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 将移动应用定义为 “用于手

机操作系统的最终用户软件应用， 让用户可以执行特定的任务， 进而增加

手机的功能” （Ｐｕｒｃｅｌｌ， Ｅｎｔｎｅｒ 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０）。 移动应用提供多种学

习选项。 然而， 由于移动应用数量非常多， 任何人也无法全部浏览。 幸运

的是， 用户会浏览大部分的应用， 根据留言信息筛选特定主题的应用。 移

动应用包括多种教育格式： 严肃游戏、 （教学） 抽认卡等。 学习者根据领

域类型———如代数、 语言学习等———以及用户的评分对其进行删选。 但

是， 应用不仅是一个工具， 还具有 Ｅｌｌｉｓ （２０１２） 所指的优点： “移动应用

相对容易部署， 并且可以让大量的用户使用。” “学生很容易掌握移动应用

的用法， 这是因为移动技术在目前的学生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Ｋｕｒｋｏｖｓｋｙ， ２０１２）。 移动应用的快速发展过程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一个名为 ＤｒａｇｏｎＢｏｘ 的移动应用下载数量超过广受赞誉的 “愤怒

的小鸟”， 这个应用向用户讲述线性代数。 这极大地推动了移动应用在教

育领域应用的可能性， 因为这时严肃游戏的下载量首次超过其他游戏

类型。

根据世界银行组织 《２０１２ 年信息和通信发展： 移动最大化》 的报告，

２０１１ 年移动应用下载量超过 ３００ 亿次， 这些应用极大地扩展了手机的功

能， 让手机成为移动钱包、 导航辅助设备或者价格对比工具。

（一） 大学应用开发

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开发移动应用， 让学习者通过应用访问课程资料。

第一个提供校园移动应用的大学是英国开放大学。 他们开发了一个名为

ＯＵ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的应用， 让用户可以访问大学所有本科课程。 这是一个有趣

的发展， 用户可以使用个人移动设备得到正式认可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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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移动应用与移动网页的对比

在智能手机刚刚出现时， 移动本地应用是快速获取信息的唯一方法，

因为当时的移动网页浏览速度还相当慢。 但是随着移动浏览器速度的增

加， 以及全球各地移动带宽的扩大， 现在许多网页应用可以提供与本地应

用相关的用户体验。

对于移动应用和移动网页， 澳大利亚墨尔本开源开发人员俱乐部的

Ｔｏｎｙ Ｓｍｉｔｈ 是这样评论两者之间的差异的： “这两种应用的发展方式将远

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应用通常适合用于简单的重复性任务， 特别是

特定位置和时间的需求。 网页依然适合异步探索， 并将继续扮演网关的作

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Ｒａｉｎｅｅ， ２０１２）。

移动应用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可以使用现有的智能手机和平板传感器进

行学习。

五、 移动传感器

智能手机领域一个有趣的发展是手机传感器数量的增加。 Ｄｅ Ｊｏｎｇ

（２０１１） 认为： “使用移动设备传感器 （如 ＧＰＳ 和条形码传感器） 可以根

据学习者所在位置和附近的物体， 调整学习媒体。” 目前常用的移动传感

器已经有八种， 但是这一数字依然在快速增长。 这些传感器为学习使用提

供了新的机遇。 移动应用通常使用这些传感器改善应用体验， 当然， 传感

器也可以用于一些独立的功能。

六、 传感器的快速发展

在计划创新学习时， 有必要了解一下移动传感器提供的学习方法。

“现在的移动设备可以根据环境变化实现情境感知， 并且内置了从位置传

感器到详细 ３Ｄ 移动陀螺仪在内的多种传感器” （Ｓｐｅｃｈｔ 等， ２０１２）。

传感器会随着用途的增加以及生产成本的下降而变得越来越流行。 正

如 Ｄｅ Ｊｏｎｇ （２０１１） 所言： “人们可以利用轻巧、 易于携带的设备使用网上

内容， 网页浏览器可以显示学习内容， 而设备特定的软件可以访问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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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移动传感器的使用影响到了许多领域， 其中一个就是与学习相关的

移动健康。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经常使用这些简单的功能， 如测量心

跳、 血压等。 随着血液和尿液分析水平的提高 （例如， 只需要一小滴血液

的传感器、 配备有蛋白质分析器的马桶， 都具备用手机发送数据进行分析

的能力）， 未来我们可以从这些分析结果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从而改善自

身健康。 这些有趣的应用可以推动移动传感器的发展， 满足学习者多种情

境的学习需求。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传感器数量越来越多。 一些传感器是为了改

善用户的总体体验 （如照度计）， 有些传感器则是为了增加移动设备的功

能。 表 ９ － ２ 列出了四种可以用于学习的移动传感器。

表 ９ －２　 用于学习的移动传感器

传感器名称 简要说明 学习用途

麦克风

人们最为熟知的

传感 器， 用 于 检

测声音

用于记录特定位置 （如鸟的叫声） 或特定人的音

频 （采访）

用于制作特定主题的播客或 ＭＰ３ 文件

ＧＰＳ 全球定位系统

用于实地旅行活动 （如寻宝、 寻找特定的植被、

寻找纪念碑）

最高精度为数米， 因此需要为学习提供更加详细

的物体或空间说明

在与谷歌地图连接后， 可以开启室内选项

加速度计

基于三个坐标轴

监测设备的方向、

移动和旋转

用于许多空间应用 （例如， 查看夜空中的行星和

恒星）

用于体育用途， 如衡量高度和速度

优化屏幕， 实现最佳的显示效果

条码阅读器

一个可以识别条

码以及内含信息

的传感器

用于增强现实情境， 因为传感器可以通过条码获

取即时和情境化的额外内容， 这些内容可以是文

字、 图片或多媒体。 也可以与其他在线资源相连

接， 并要求人们在特定位置添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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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

移动设备的兴起创造了许多新的学习机遇， 跨越了传统教室或培训中

心的障碍。 将这些简单的移动学习工具优化和嵌入日常生活中， 是满足当

代培训和学习需求的关键。

如要将移动学习添加到整体教学战略中， 需要在学习环境中整合四个

易于部署的元素： 自带设备、 移动社交媒体、 移动应用和移动传感器。 每

个元素均可提供新的教育机遇， 用于改善和扩大情境化、 有意义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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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 １７

Ｓｍａｒｔ， Ｋ ， ＆ Ｇｏｕｒｎｅａｕ， Ｂ （２０１２）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ｏ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４９ （２） ．

Ｓｍｉｔｈ， Ｊ ， ＆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Ｒ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ｓ ｆｏｒ Ｋ － １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ｉａｂｌ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Ｍ Ｋｏｅｈｌｅｒ ＆ Ｐ Ｍｉｓｈｒａ （Ｅｄ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ｐｐ ３１０２ － ３１０７） ． 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 ＶＡ： ＡＡＣＥ

Ｓｐｅｃｈｔ， Ｍ ， Ｂöｒｎｅｒ， Ｄ ， Ｔａｂｕｅｎｃａ， Ｂ ， Ｔｅｒｎｉｅｒ， Ｓ ，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Ｆ ， Ｋａｌｚ，

Ｍ ， Ｄｒａｃｈｓｌｅｒ， Ｈ ， ＆ Ｓｃｈｍｉｔｚ， Ｂ （ ２０１２ ） ． ＲＴＳＴ ｔｒｅ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Ｌｅａｄ ｔｈｅｍ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 １ ７ ｏｆ ＳＴＥＬＬＡ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Ｈｅｅｒｌ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ｄｓｐａｃｅ ｏｕ ｎｌ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８２０ ／ ４３５６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Ｇ （２０１２） ． ＢＹＯＤ：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 ５ －

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Ｓ１３５３⁃４８５８ （１２） ７００１３⁃２ 

Ｖｏｇｅｌ， Ｄ ，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Ｄ ， ＆ Ｃｈｉ⁃Ｗａｉ Ｋｗｏｋ， Ｒ （２００９） ． Ｄｏ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ｏ⁃

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 （４）， ４６９ － ４８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２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

１０ １５９６ ／ ９７８⁃０⁃８２１３⁃８９９１⁃１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ｃｔ ／ ＩＣ４Ｄ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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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通过 移 动 方 式 访 问 在 线 课 程：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和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

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ｓ Ｚｅｒｖａｓ 和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 Ｇ Ｓａｍｐｓｏｎ

摘要

过去 １０ 年， 一些国际组织计划开发了 “技术增强学习”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Ｌ） 领域的规范和标准， 这些规范和标准涉及在线

课程设计、 包装和发布， 例如， 可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Ｓｈａ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ＣＯＲＭ） 和 ＩＭＳ 学习设计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Ｄ） 规范。 这些标准让在线课程可以采用普遍认可的计算机可读格式进行

设计和包装， 用于不同的发布系统， 称为课程播放器。 另外， 随着移动设

备数量的增多， 学习者现在可以在任何地点使用任何设备访问在线课程，

这种现象促使一些研究计划对移动设备的教育潜力开展调查。 目前大多数

课程播放器都是以台式机为终端进行开发的， 大多数移动课程播放器支持

ＳＣＯＲＭ， 但是不支持 ＩＭＳ ＬＤ， 而且其中主要为商业产品。 因此， 这些

情况限制了符合 ＳＣＯＲＭ 或 ＩＭＳ ＬＤ 的移动课程播放器的开源实现。 本

章介绍了目前可用的商业和 （或） 开源移动课程播放器， 适合用于提

供 ＳＣＯＲＭ 课程的开源移动课程播放器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

以及适合用于提供 ＩＭＳ ＬＤ 课程的开源移动课程播放器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

引言

过去 １０ 年， 一些判定标准的委员会和项目采取了大量行动， 对 Ｔ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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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增强学习） 领域实施标准化， 这些委员会和项目包括： 航空业 ＣＢＴ

委员会 （ ｔｈｅ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Ｂ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ＩＣＣ）； ＩＭＳ 全球学习联盟

（ ｔｈｅ ＩＭ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ＩＭＳ ＧＬＣ ）； 高 级 分 布 式 学 习

（ＡＤＬ） 项目； ＩＥＥＥ 学习技术标准委员会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ＬＴＳＣ）；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移动技术 ＣＥＮ ／ ＩＳＳＳ 研讨会 （ＷＳ ／

ＬＴ）； ＩＳＯ ／ ＩＥＣ ＪＴＣ１ ／ ＳＣ３６ （联合技术委员会用于学习、 教育和培训的信

息技术） （Ｂｕｓｈ， Ｗａｌｋｅｒ 和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２０１１）。

上述标准化行动的主要成果是开发了多个 ＴＥＬ 标准， 这些标准分为两

个基 本 类 别 （ Ｄｅｖｅｄｚｉｃ， 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 和 Ｇｅｓｅｖｉｃ， ２００７； Ｓａｎｃｈｅｚ⁃Ａｌｏｎｓｏ，

Ｌｏｐｅｚ 和 Ｆｒｏｓａｎ⁃Ｗｉｌｋｅ， ２０１１）：

（１） 学习者的互通性标准。 该标准定义了学习者的数据 （如学习者的

档案， 与知识和学习系统的互动） 如何在不同的系统和平台之间交换。

（２） 课程包装标准。 该标准定义了如何对教育资源、 学习活动或者在

线课程包装， 促进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的互通性。

两个课程包装标准， 即可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ＳＣＯＲＭ） （Ｄｏｄｄｓ

和 Ｔｈｒｏｐｐ， ２００６） 和 ＩＭＳ 学习设计 （ＬＤ） 规范 （ ＩＭＳ ＧＬＣ， ２００３）， 吸

引了 ＴＥＬ 领域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兴趣。 ＳＣＯＲＭ 和 ＩＭＳ ＬＤ 让在线课

程可以使用通用机器可读格式进行设计和包装， 并用于不同的系统 （称为

课程播放器） （Ｇｏｎｚａｌｅｓ⁃Ｂａｒｂｏｎｅ 和 Ａｎｉｄｏ⁃Ｒｉｆｏｎ， ２００８）。 ＳＣＯＲＭ 和 ＩＭＳ

ＬＤ 之间的主要差别是 ＳＣＯＲＭ 基于单独的学习者模型， 而 ＩＭＳ ＬＤ 既能对

单独学习者情境进行建模， 也可以对多个学习者的情境进行建模， 如团队

与协作学习活动的建模。 另外， ＳＣＯＲＭ 仅支持对教育资源打包， 而 ＩＭＳ

ＬＤ 认为可以在学习环境中实施学习活动， 其中包括教育资源和特定的工

具和服务 （Ｑｕ 和 Ｈｅ， ２００９）。

另外， 移动设备数量的快速增加， 以及移动通信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

最终用户提供了多种益处， 包括： ①互联网接入； ②团队成员通过无线和

蜂窝网络进行文字、 语音和 （或） 视频通信； ③不同格式的数字内容分享

（文字、 图像、 音频、 视频）； ④提供位置感知信息， 并为用户的偏好、 需

求和性格提供个性化帮助。 以上这些益处不受地点和设备的限制 （Ｈｅｒ⁃

ｒｉｎｇｔｏｎ， Ｍａｎｔｅｉ， Ｏｌｎｅｙ 和 Ｆｅｒｒｙ， ２００９；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和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２０１０）。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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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设备被认为可以利用真实情景促进教学策略的发展 （Ｃｏｂｃｒｏｆｔ， Ｔｏｗｅｒｓ，

Ｓｍｉｔｈ 和 Ａｘｅｌ， ２００６； Ｊｅｎｇ， Ｗｕ， Ｈｕａｎｇ， Ｔａｎ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０；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Ｌｅｖｉｎｅ 和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９）。

移动设备可以：

• 让学生参与体验式和情境学习， 不受地点、 时间和设备的限制。

• 学生通过持续和情境化的互动， 在教室内外均可开展学习活动， 并

与其他学生和 （或） 教师沟通。

• 支持按需访问教育资源， 不受位置和 （或） 设备的限制。

• 可以立即应用新的技能或知识。

• 在教室外开展的非正式学习以扩展传统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

在这种背景下， 使用 ＳＣＯＲＭ 或 ＩＭＳ ＬＤ 标准包装在线课程并通过移

动设备发布是扩大课程播放器互通性的重要一步。 目前大多数课程播放器

都是以台式机为发布终端开发的 （Ｚａｔａｒａｉｎ⁃Ｃａｂａｄａ 等， ２００９）， 大多数移

动课程播放器支持 ＳＣＯＲＭ， 但是不支持 ＩＭＳ ＬＤ， 而且其中主要为商业产

品。 因此， 这限制了移动课程播放器的开源实现 （这些播放器是支持

ＳＣＯＲＭ 或 ＩＭＳ ＬＤ 在线课程发布的）。

本章首先概要介绍 ＴＥＬ 标准及其益处， 并详细介绍两种著名的内容包

装标准： ＳＣＯＲＭ 和 ＩＭＳ ＬＤ。 接着， 对比符合 ＳＣＯＲＭ 或 ＩＭＳ ＬＤ 标准的

移动课程播放器； 展示移动课程播放器———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和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的构件和功能。 最后， 讨论主要的结论以及对未来工

作的设想。

一、 ＴＥＬ 标准

（一） 概述

ＴＥＬ 社群主要使用全球标准介绍以下概念 （Ｄｅｖｅｄｚｉｃ 等， ２００７）：

• 官方标准： 介绍 ＴＥＬ 系统的一组要求和设计准则， 以及标准化组

织 （如 ＩＳＯ ／ ＩＥＣ ＪＴＣ１ ／ ＳＣ３６， ＩＥＥＥ ＬＴＳＣ 和 ＣＥＮ ／ ＩＳＳＳ ＷＳ ／ ＬＴ） 记录和认

可的架构组件。

• 事实标准： 与官方标准相同， 但是只获得了 ＴＥＬ 社群和产业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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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认可。 这些标准缺乏标准化组织的正式认可。

• 规范： 与事实标准相同， 但是由产业或学术界的单个组织或者合作

联盟开发和推广， 如 ＩＭＳ ＧＬＣ。 通常只有 ＴＥＬ 社群成员才会使用这些规

范， 但是没有在所有 ＴＥＬ 社群成员中广泛采用。

• 参考模型： 多个标准和规范的改造和简化版本， 专注于 ＴＥＬ 系统

的架构方面、 系统各部分组件以及组件互动的定义。

完整合理的 ＴＥＬ 标准定义与采纳可以为 ＴＥＬ 中的所有参与者 （学习

者、 教育内容提供者、 教学设计师、 ＴＥＬ 服务提供者和 ＴＥＬ 系统设计师或

开发人员） 提供多种益处， Ｖａｒｌａｍｉｓ 和 Ａｐｏｓｔｏｌａｋｉｓ （２００６） 总结如下：

• 学习者能够根据相同的 ＴＥＬ 标准用最小的转换成本， 在不同的

ＴＥＬ 系统和平台之间转移数据 （文件、 成绩和追踪数据）。

• 教育内容提供者和教学设计师能够采用普遍认可的格式开发教育资

源、 学习活动和在线课程， 无须为不同的 ＴＥＬ 系统和平台发布提供不同格

式的教育资源、 学习活动和在线课程。

• ＴＥＬ 服务提供者无须开发定制解决方案， 将 ＴＥＬ 服务整合到不同

的现有 ＴＥＬ 平台和系统中， 因为他们可以遵循相同的 ＴＥＬ 标准。

• ＴＥＬ 系统设计师或开发人员能够选择可重用的系统组件， 或创建用

于这种系统的混搭组件。 他们能够向 ＴＥＬ 开发社群回馈新的可混搭组件用

于未来的系统和平台开发。

标准化行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专注于课程包装标准 （Ａｌｖｅｓ 和 Ｕｈｏｍｏｉ⁃

ｂｈｉ， ２０１０）。 ＴＥＬ 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通常使用的两个课程包装标准

为可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ＳＣＯＲＭ） 和 ＩＭＳ 学习设计 （ＬＤ） 规范。

（二） 可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ＳＣＯＲＭ）

ＳＣＯＲＭ 是 １９９９ 年 ＡＤＬ （高级分布式学习） 计划开发的多种标准和

规范组合， 其目标是 （在一个参考模型内） 整合教育资源元数据和教育内

容包装的标准， 并记录学习者与教育资源的互动 （Ｄｏｄｄｓ 和 Ｔｈｒｏｐｐ，

２００６）。 首个版本的 ＳＣＯＲＭ （１ ２） 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份发布， 该版本专注

于教育资源静态导航结构的内容包装。 ＳＣＯＲＭ 的目前版本为 １ ３ （也称为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这个版本可以根据学习者的行动和成绩， 对教育资源的动

态排序和导航规则进行定义 （Ｌｕ 和 Ｃｈｅｎ， ２００６）。 目前版本的 ＳＣＯＲＭ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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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个部分 （Ｄｏｄｄｓ 和 Ｔｈｒｏｐｐ， ２００６）：

• 内容聚合模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Ｍ）： 介绍在线课程

所用教育资源的结构， 如何包装这些教育资源， 在不同的 ＴＥＬ 系统和平台

进行交换， 以及如何使用元数据说明这些教育资源， 支持在网络资源中对

其搜索和发现。

• 运行环境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ＴＥ）： 说明如何启用教育资

源， 以及如何追踪和报告学习者的学习进展。 ＲＴＥ 向学习者发送并返回信

息， 学习者与教育资源和课程播放器互动。

• 排序和导航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Ｎ）： 说明学习者如何

从一种教育资源导航到另外一种教育资源， 如何根据学习者在运行环境中

的动作和成绩对教育资源排序。 只有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才包括这部分内容。

（三） ＩＭＳ 学习设计 （ＬＤ） 规范

ＩＭＳ ＧＬＣ 在 ２００３ 年开发了 ＩＭＳ 学习设计 （ＬＤ） 规范， 其目标是提供

标准符号语音说明学习设计 （ ＩＭＳ ＧＬＣ， ２００３）。 Ｋｏｐｅｒ 和 Ｏｌｉｖｅｒ （２００４）

将学习设计定义为 “对教学过程的说明， 该说明遵守在某一学习单元内

（如一个在线课程， 一个学习活动或任何其他设计的活动） 为特定情境或

特定主题的目标群体解决特定的学习目标而采取的特定的教学策略或实

践”。

ＩＭＳ ＬＤ 规范使用戏剧表演的隐喻， 这意味着学习过程通过戏剧方式

呈现， 分为多段表演， 每段表演中都有一些角色扮演， 将角色与学生的活

动以及使用的教育资源相连接 （Ｋｏｐｅｒ 和 Ｏｌｉｖｉｅｒ， ２００４）。 在 ＩＭＳ ＬＤ 中，

教学设计分三个级别 （Ｋｏｐｅｒ 和 Ｂｕｒｇｏｓ， ２００５）：

• 级别 Ａ： 包含一系列的学习活动， 在教育资源和 （或） 服务组成的

环境中， 由一名或多名参与者或角色实施这些活动。

• 级别 Ｂ： 增加属性 （存储关于个人或群组的信息） 和条件 （使用规

则限制学习流）。

• 级别 Ｃ： 增加通知， 有助于根据运行中的事件重新配置设计。

ＩＭＳ ＬＤ 可以在一个多角色的环境中， 对在线课程动态学习活动流的

设计、 打包和发布给予支持。 这是 ＩＭＳ ＬＤ 与 ＳＣＯＲＭ 的主要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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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基于单个学习者模型， 学习者只可与教育资源和学习环境互动。

二、 相关工作： 移动课程播放器

（一） 移动学习

移动学习通常被定义为使用移动设备进行的教学过程， 学习者可以在

任何地点， 利用灵活、 即时的方式 （没有时间和设备限制） 获取学习资

源， 以及专家和同行提供的学习服务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２００９；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９）。 移动学习的主要优势包括：

• 实现对资源和服务的按需访问， 并能够快速提供通知和提醒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９）；

• 提供新的学习机遇， 扩展传统教师主导的教室活动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

Ｈｕｌｍｅ， ２００９）；

• 通过让学习者进行真实的情景学习， 鼓励学习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学

习过程 （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等， ２００９；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２００９）；

• 利用真实生活情景， 提供学习和绩效支持 （Ｋｕｋｕｌｓｋａ⁃Ｈｕｌｍｅ，

２００９）；

• 支持按需访问、 沟通， 以及与专家、 同伴和社群进行知识交换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和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２０１０）。

（二） 符合 ＳＣＯＲＭ 或 ＩＭＳ ＬＤ 的现有移动课程播放器

在调查目前符合 ＳＣＯＲＭ 或 ＩＭＳ ＬＤ 的移动课程播放器后发现： 在数

量很多的商业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中， 只有一个是开源的； 没有商业移动

ＩＭＳ ＬＤ 播放器， 但存在一个开源的。

主要的商业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包括以下几种：

• Ｕｐｓｉｄ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ｗｗ ｕｐｓｉｄ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 ／ ）

• Ｌｉｔｍｏ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ｗｗ ｌｉｔｍｏｓ ｃｏｍ ／ ｍｏｂｉ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

• ｅＸａｃｔ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ｗｗ ｅｘａｃ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 ｅｎ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ｌｅａｒｎ⁃ｅｘａｃｔ⁃ｓｕｉｔｅ ／

ｅｘａｃｔ⁃ｍｏｂｉ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Ｘｙｌｅｍｅ （ｗｗｗ ｘｙｌｅｍｅ ｃｏｍ ／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ｍｏｂｉ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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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ｗｗ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ｍｏｂｉ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ｉｎｔｕ⁃

ｉｔｉｏｎ⁃ｍｏｂｉｌｅ ／ ）

•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ｔａｋｅ （ ｒａｐｉｄｉｎｔａｋｅ ｃｏｍ ／ 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ｎｃ）

仅有的非商业的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由 Ｐａｄｉａｄｐｕ 提供 （２００８）， 这是

一个开源移动课程播放器， 能够在 Ｇｏｏｇｌｅ 公司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

提供 ＳＣＯＲＭ 课程。 这个课程播放器不仅支持 ＳＣＯＲＭ １ ２ 版本内容包，

也支持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内容包。 不过， 在将内容包导入播放器时， 会忽略排

序和导航规则。

仅有的非商业的移动 ＩＭＳ ＬＤ 播放器由 Ｚｕａｌｋｅｒｎａｎ、 Ｎｉｋｋｈａｈ 和 Ａｌ⁃Ｓａ⁃

ｂａｈ （２００９） 提供。 这个开源移动播放器能够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

设备上发布 ＩＭＳ ＬＤ 课程。 但是， 这一播放器仅支持 ＩＭＳ ＬＤ Ａ 级和 Ｂ 级

的子集。

表 １０ － １ 展示了现有的移动课程播放器， 说明了每个播放器支持的

ＳＣＯＲＭ 版本， 以及与不同 ＩＭＳ ＬＤ 级别的一致性， 并说明了每个播放器

所适用的操作系统。 如表 １０ － １ 所示， 商业移动课程播放器完全支持

ＳＣＯＲＭ 的两个版本， 但不支持 ＩＭＳ ＬＤ， 另外， 商业移动课程播放器分别

支持 ｉＯＳ 移动设备和安卓移动设备。 开源播放器主要支持安卓操作系统，

对 ＳＣＯＲＭ 或 ＩＭＳ ＬＤ 的一致性是部分支持。

表 １０ －１　 现有的移动课程播放器

课程播放器 商业
ＳＣＯＲＭ

ｖ１ ２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ＩＭＳ ＬＤ

Ａ 级 Ｂ 级 Ｃ 级
操作系统

Ｕｐｓｉｄ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Ｌｉｔｍｏｓ Ｍｏｂｉｌ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ｅＸａｃｔ Ｍｏｂｉｌ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Ｘｙｌｅｍ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ｔａｋ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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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播放器 商业
ＳＣＯＲＭ

ｖ１ ２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ＩＭＳ ＬＤ

Ａ 级 Ｂ 级 Ｃ 级
操作系统

Ｐａｄｉａｄｐｕ

（２００８）

否

（开源）
√

√

（部分）
— — — 安卓

Ｚｕａｌｋｅｒｎａｎ 等

（２００９）

否

（开源）
— —

√

（部分）

√

（部分）
— 安卓

三、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

（一） 概述和架构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是采用安卓操作系统移动设备的本地应用，

为学习者的移动设备提供符合 ＳＣＯＲＭ 标准的移动课程。 图 １０ － １ 展示了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的架构及其不同的模块。

图 １０ －１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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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１０ － １ 所示， ＳＣＯＲＭ 课程内容包 （ｚｉｐ 格式， 在线课程设计师可

以使用 ＳＣＯＲＭ 课程制作工具开发） 可以存储在学习者移动设备的指定位

置。 然后使用解压缩工具将在线课程的教育资源内容解压到移动设备的指

定位置， 这样使用课程播放器的用户界面可以对其检索。 配置清单也包含

在课程的 ｚｉｐ 文件内， 这个 ＸＭＬ 文件包含课程结构， 以及教育资源的排序

和导航规则。

对配置清单进行验证 （ＳＣＯＲＭ １ ２ 或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验证成功之后，

会依照排序和导航机构进行解析和处理。 用户界面根据学习者的行动， 向

排序和导航机构发送请求， 并将获得的之前或之后的教育资源信息提供给

学习者。 最后， 使用内部数据库存储关于学习者课程历史的信息。 这意味

着学习者可以延续在线课程的学习， 而后可以从停止的位置重新开始

学习。

（二） 主要功能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主要有以下功能 （Ｋａｒｄａｒａｓ， ２０１０）：

• 能够导入在线课程： 学习者能够在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中导入

采用 ＳＣＯＲＭ ｖ１ ２ 或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格式的在线课程， 这些课程存储在学习

者移动设备的指定位置 （如图 １０ － ２ 所示）。 ＳＣＯＲＭ 内容包解压缩， 并进

行 ＳＣＯＲＭ ｖ１ ２ 或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版本的验证之后， 添加到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中进行播放。

• 能够选择和运行在线课程： 在成功地将 ＳＣＯＲＭ 课程内容包导入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之后， 学习者能够选择和运行导入的在线课程

（如图 １０ － ３ 所示）。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解析 ＳＣＯＲＭ 课程中的配置清

单之后， 用动态方式创建教育资源的结构， 并通过用户界面展示给学

习者。

• 能够对在线课程中的教育资源进行导航： 学习者能够对所选的在线

课程教育资源进行导航。 在展示教育资源之后， 会添加一个绿色的对号，

接着便可以呈现其他教育资源 （如图 １０ － ４ 所示）。 另外， 如果 ＳＣＯＲＭ 课

程内容包含排序和导航规则， 便可以跳过或重复教育资源 （汇总规则）。

在特定教育资源类型 （如测验和测试） 的运行过程中， 这些排序和导航规

则基于学习者的选择和成绩进行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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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２　 导入在线课程 图 １０ －３　 选择和运行在线课程
图 １０ －４　 导航和运行一个

在线课程中的教育资源

• 能够渲染不同的教育资源格式：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能够渲染

基于 ＨＴＭＬ 的教育资源， 以及基于 Ｆｌａｓｈ 的教育资源 （如图 １０ － ５ 所示）。

• 能够暂停和恢复在线课程： 学习者能够暂停在线课程并随后恢复

（如图 １０ － ６ 所示）。 因此，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会记录用户之前学习

课程的相关历史， 这样便能持续甚至重复之前学习的在线课程。

图 １０ －５　 渲染基于 ＨＴＭＬ 的教育资源 图 １０ －６　 恢复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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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ＡＳＫ 移动学习设计播放器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

（一） 概述和架构

ＡＳＫ 移动学习设计播放器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 是采用安卓操作系统移

动设备上的本地应用， 能够帮助教师和学习者使用符合 ＩＭＳ ＬＤ 的在线课程。

图 １０ －７ 展示了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的架构和不同的模块。 如图 １０ － ７

所示， 在线课程设计师可以使用 ＩＭＳ ＬＤ 课程制作工具开发 ＩＭＳ ＬＤ 课程资

源包 （ｚｉｐ 格式）， 之后该资源包可以存储在学习者和 （或） 教师移动设备

的指定位置。 之后， 使用解压缩工具将在线课程中的学习活动教育资源解

压缩到移动设备的指定位置， 学习者可以使用课程播放器的用户界面检索

这些资源。 配置清单也包含在课程的 ｚｉｐ 文件内， 这个 ＸＭＬ 文件包含课程

结构以及教育资源的排序和导航规则。

图 １０ －７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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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配置清单进行 ＩＭＳ ＬＤ 验证， 验证成功之后， 会依照排序和导航机

制进行解析和处理， 排序和导航机制根据移动课程中定义的不同角色创建

不同的学习活动流程。 用户界面根据参与在线课程的特定角色选择， 请求

排序和导航机制提供适当的学习活动。 另外， 根据特定的角色用户， 用户

界面会向排序和导航机制发送请求， 取回关于下一个和 （或） 前一个学习

活动的信息， 并呈现给特定角色 （教师或学习者）。 一个内部数据库可以

用于存储关于学习者和教师的课程进程， 这意味着学习者和教师可以暂停

在线课程的学习， 并在之后继续之前暂停的学习活动。 最后， 外部服务器

上的外部数据库中存储着关于课程的信息。 使用该数据库可以让教师和学

习者通过同步方式参与在线课程， 促进合作学习活动的实施。

（二） 主要功能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拥有以下主要功能 （Ｓａｍｐ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７）：

• 能够导入在线课程： 用户 （学习者或教师） 能够使用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导入 ＩＭＳ ＬＤ 格式的在线课程， 这些课程存储在移动设备的指定位

置 （图 １０ － ８）。 ＩＭＳ ＬＤ 资源包在解压后进行 ＩＭＳ ＬＤ 验证， 之后添加在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中并可以通过播放器呈现。

• 能够选择和运行在线课程： 在将 ＩＭＳ ＬＤ 课程资源包成功地导入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之后， 用户可以选择并运行一个导入的在线课程

（图 １０ － ９）。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对 ＩＭＳ ＬＤ 课程的配置清单进行解析， 并

通过动态方式创造学习活动的结构， 最后呈现给用户。

• 能够选择预定角色参与在线课程： 用户能够从在线课程定义的角色

中选择适当的角色 （图 １０ － １０）。 根据选择的预定角色，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

放器将向用户呈现需要运行的各种学习活动流程。

• 能够加入或创建在线课程会话： 用户具有以下能力 （图 １０ － １１）：

选择加入的课程会话， 在不同用户之间实现同步， 促进用户与其他用户

（参与相同课程会话的其他学习者或教师） 参与协作式学习活动， 创建新

的课程会话， 这样其他用户 （学习者或教师） 可以参与到这一课程会话

中。 用户无法独立加入任何课程会话或者运行在线课程的学习活动， 需要

网络连接才能加入或创建课程会话。 如果没有可用的网络连接，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不会建议用户加入任何课程会话， 而是通过离线方式运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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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图 １０ －８　 导入在线课程 图 １０ －９　 选择和运行在线课程 图１０ －１０　 选择角色参与在线课程

• 能够对在线课程的学习活动进行导航： 学习者能够对所选的在线课

程中包含的学习活动进行导航。 在呈现学习活动之后， 活动会添加一个白

色的对号， 之后便可以展示其他学习活动 （图 １０ － １２）。 另外， 如果 ＩＭＳ

ＬＤ 课程资源包包含 Ｂ 级排序和导航规则， 便可以跳过或重复查询活动

（汇总规则）。 在特定学习活动类型 （如评估活动） 的运行过程中， 这些排

序和导航规则是根据学习者的选择和成绩触发的。

图 １０ －１１　 加入或创建一个在线课程会话 图 １０ －１２　 对在线课程的学习活动进行导航

• 能够渲染不同的教育资源格式：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能够渲染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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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Ｌ 的教育资源， 以及基于 Ｆｌａｓｈ 的教育资源 （如图 １０ － １３ 所示）。

• 能够暂停和恢复在线课程： 学习者能够暂停在线课程并在随后恢复

（图 １０ － １４）。 因此，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会记录用户之前学习课程的相关

历史， 这样便能持续甚至重复之前学习的在线课程。

图 １０ －１３　 渲染在线课程学习活动中

基于 Ｆｌａｓｈ 的教育资源

　 　

图 １０ －１４　 恢复在线课程

五、 结论和未来工作

在 ＴＥＬ 领域中， 人们一直在对标准化进行着持续努力， 但似乎很少有

人重视开源移动应用的开发， 而这些应用支持 （在线课程设计、 包装和发

布的） 着 ＴＥＬ 标准。 因此， 本章中介绍的两个开源移动课程播放器可以用

于促进 ＳＣＯＲＭ 和 ＩＭＳ ＬＤ 课程在移动设备上的发布。 表 １０ － ２ 将现有的移

动课程播放器与其他现有的移动学习课程做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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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２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和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与

现有的移动课程播放器的对比

课程播放器 商业
ＳＣＯＲＭ

ｖ１ ２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ＩＭＳ ＬＤ

Ａ 级 Ｂ 级 Ｃ 级
操作系统

Ｕｐｓｉｄ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Ｌｉｔｍｏｓ Ｍｏｂｉｌ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ｅＸａｃｔ Ｍｏｂｉｌ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Ｘｙｌｅｍ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ｔａｋｅ 是 √ √ — — — ｉＯＳ， 安卓

Ｐａｄｉａｄｐｕ （２００８）
否

（开源）
√

√

（部分）
— — — 安卓

Ｚｕａｌｋｅｒｎａｎ 等 （２００９）
否

（开源）
— —

√

（部分）

√

（部分）
— 安卓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

放器

否

（开源）
√ √ — — — 安卓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
否

（开源）
— — √ √ — 安卓

如表 １０ － ２ 所示， ＡＳＫ 移动 ＳＣＯＲＭ 播放器和 ＡＳＫ 移动 ＬＤ 播放器解

决了现有开源播放器的限制， 并有能力与商业移动课程播放器竞争。 我们

的未来工作包括开发情境感知移动课程播放器， 根据教育需求、 个人特

征、 个体学习者或者团队学习者的特定环境， 通过移动设备发布自适应和

个性化在线课程。 Ｇóｍｅｚ， Ｚｅｒｖａｓ， Ｓａｍｐｓｏｎ 和 Ｆａｂｒｅｇａｔ 发布了这一进展的

最新工作， 他们合作开发了一个情境感知移动课程播放器。 这个播放器可

以播放 ＩＭＳ ＬＤ 格式课程， 能够根据学习者的情境信息， 自动调整在线课

程的个人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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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移动学习操作系统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Ｇｌａｈｎ

摘要

可扩展的移动学习解决方案依赖于移动学习操作系统。 这些系统属于

信息系统， 提供以技术为基础的应用， 为教育计划提供支持。 移动学习操

作系统可以分为学习管理和学习编排系统。 本章介绍了这些系统的共同特

性， 讨论了如何使用这些系统设计新的移动学习解决方案， 并提升现有的

解决方案。 通过解决目前系统和标准的系统性限制， 分析可用的原型解决

方案， 说明未来信息系统基础架构的新要求和原则， 这一基础架构可以采

用不同的技术支持多种教育应用场景。

引言

可扩展的移动学习解决方案不能依赖于定制和单一目的的应用。 这些

解决方案需要利用底层操作系统管理和编制教育课程。 本章介绍了将移动

学习付诸实践的多个操作系统。 移动学习操作系统提供了教育应用的技术

基础和结构。 本章还介绍了移动学习操作系统的共性特征， 讨论了移动学

习设计和解决方案， 主要包括移动学习与其他技术增强学习方法的差异，

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到可扩展的教育技术的设计。 教育信息系统的挑战

不仅仅限于技术层面， 也必须考虑教育设计层面。 因此， 本章从教育活动

设计理论模型的角度， 分析了移动学习系统的不同设计方法。

为了理解移动学习操作系统与传统虚拟学习环境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ＶＬＥｓ） 的差异， 首先需要强调移动学习和其他通用教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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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主要区别。 移动学习的定义是： 人们利用互动技术在多个情境中通过

探索和对话获取知识的过程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等， ２００７）。 这一定义避免提到可移

植设备， 同时强调了情境相关性是移动学习的重要教育维度。 目前的疑问

是情境的作用及其对可扩展解决方案设计和开发的影响。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扩展活动理论模型为基础， 分析不同

移动操作系统的特点和差异。 第二部分重点讲述学习管理系统在提供移动

学习方面需要满足的新要求。 第三部分分析建模概念， 以及用于编排移动

学习解决方案的系统架构。 这部分特别强调当前教育技术标准在移动学习

方面的局限性， 并提出情境化系统架构。 最后一部分从文献的角度验证所

选系统的设计概念， 包括基于场所和抛锚式教学、 模拟增强体验以及多设

备学习环境。

一、 学习管理和编排

移动学习操作系统分为移动学习管理和编排系统。 “学习管理系统”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ＭＳｓ） 已经在网络和混合式学习中广泛

使用， 但是人们对于学习编排系统的关注度不高。 本章介绍两种系统的不

同特点。

ＬＭＳｓ 用于支持教育过程中的管理任务， 这些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学习

材料和课程信息的分发、 在线评估、 学生和成绩管理、 收集学生作业、 使

用教学工具 （如论坛）。 大部分 ＬＭＳｓ 围绕学习单元 （也称为课程） 的概

念设计。 ＬＭＳｓ 有时被称为虚拟学习环境， 因为学习者使用系统提供的工

具实现学习目标。 ＬＭＳｓ 具有教育中立性， 因为这种系统强调管理任务和

学习工具是学习活动的必要部分。 工具使用与学习目标之间的关系由辅导

教师管理。

学习编排系统通过为教育过程和学习模型提供支持， 扩展了 ＬＭＳｓ 的

功能。 一个学习编排系统连接教育过程中的学习目标、 学习活动和学习成

果。 这些过程不仅包含学习活动， 也包含常用教育干预手段的活动说明。

学习编排系统支持的学习过程包括从无人监督的个人学习和评估情境， 到

教育工作者监督的异步多人学习情境。 学习编排系统的例子包括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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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ＡＤＬ， ２００９） 和用于 ＩＭＳ 学习设计 （Ｋｏｐｅｒ， Ｏｌｉｖｉｅｒ 和 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３） 运行的引擎。

ＬＭＳｓ 和学习编排系统的主要差别是学习管理系统对学习过程的结构

进行了清晰的定义和严格的控制， 而学习编排系统则依赖于明确的学习过

程模型。 这两种系统的功能是互补的。 因此在本章中， 学习编排系统包括

一个学习管理系统和一个过程控制组件。

由于学习者的移动性成为学习管理和编排系统中的重点， 因此在设计

这些系统时， 要考虑到与之前桌面系统无关的因素。 以下三个重要概念是

移动学习的特有概念 （Ｂöｒｎｅｒ， Ｇｌａｈｎ， Ｓｔｏｙａｎｏｖ， Ｋａｌｚ，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０）：

（１） 学习入口。

（２） 学习情境。

（３） 单个和多个情境中的学习编排。

这些概念对于学习系统的易用性、 学习管理、 编排的架构与系统提出

新的要求。

二、 用于系统和教学设计的活动理论方法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的活动理论 （１９９６） 是一种分析活动和过程与其成果之间

关系的系统性方法。 基础概念扩展了对原因和效果的看法， 用于充分说明

个人行为。 任务的成果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 这些因素超出了以外在行为

为中心的视角的范畴。 为了适当地说明复杂的过程和劳动任务，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１９９９） 提出了一个整体模型， 分析和说明活动与成果的关系。 这一模型

用于复杂系统、 商业流程和互动计算机系统的设计中。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的 活 动 模 型 假 设 每 个 活 动 均 为 社 会 实 践 的 一 部 分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１９９９）， 并且可以用以下六种因素来描述：

（１） 执行活动中任务的参与者 （或主体）。

（２） 在执行任务和实现成果过程中使用的资源 （或对象）。

（３） 参与者在使用资源过程中所需的仪器和工具。

（４） 限制参与者如何使用资源的规则。

（５） “社区”， 创造活动的背景， 并定义社会认可和需要的资源、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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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则使用方式。

（６） 任务 （或 “分工”）， 涉及活动的不同步骤， 并定义了活动的

过程。

在最初的模型中， “社区” 是活动的唯一情境化因素。 Ｌａｖｅ （１９９３）

强调 “社区” 只是影响学习的六种情境类型之一。 为了推广这一模型，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原始模型中的 “社区” 被替换为更加通用的 “情境”， 这是为了

强调不是仅有社会实践适合专业和教育活动 （Ｌａｖｅ 和 Ｗｅｎｇｅｒ， １９９１；

Ｗｅｎｇｅｒ， １９９８）。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的活动理论模型认为 “仪器” 和工具是参与者使用的被动

组件。 不过，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中包含的工具可以主动地提供给参与者，

这种主动性并没有在最初的模型中得到体现。 这种自主性在一边的规则和

任务与另一边的工具之间创造了新的传统依赖性。 由于任务不再通过参与

者的行为、 情境依赖性或资源作为中介， 因此需要制定条例限制外部启动

的任务 （图 １１ － １）。 在本章中， 这种扩大的活动理论系统模型被称为 “活

动系统模型”。

图 １１ －１　 根据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模型改编的活动系统模型 （１９９９）

注： 虚线显示扩展内容

教学设计理论考虑了用于教育过程建模的类似元素。 除了活动与成果

之间的关系外， 教学设计概念也考虑了额外的框架条件 （Ｄｉｃｋ， Ｃａｒｅｙ 和

Ｃａｒｅｙ， ２００９；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２００９）。 例如， 这些条件属于先决条件或学习目

标。 这些条件不是活动的一部分， 也没有定义成果。 在学习活动中， 框架

通常被视为常量， 而任务和规则被视为变量。 任务分为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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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学习者执行的学习任务。

（２） 教师、 导师或协调者执行的支持性任务。

从活动系统模型来看， ＬＭＳｓ 主要专注于参与者的协调， 为参与者提

供获取相关资源的入口， 并安排适当的工具。 学习编排系统主要专注于支

持性学习过程， 包括安排学习任务， 遵守特定规则和监督任务。 图 １１ － ２

说明了学习管理系统和学习编排系统之间的关系。

图 １１ －２　 活动中的管理和编排因素

许多传统教学设计概念将大部分情境维度视为定义学习环境的框架条

件。 不过， 移动学习强调情境与学习动态之间的相关性。 在活动期间， 学

习活动的主要情境化因素可能发生改变， 进而改变任务、 工具和资源的使

用方法或者参与者的身份。 这些改变可能因为学习者的移动或者外部因素

的启动而成为学习活动设计的一部分。 尽管在考虑学习活动情境框架时，

会将此类动态变化视为异常现象， 但是移动学习会将这些视为学习体验中

的正常部分， 甚至是必要部分， 这就会影响到学习管理系统和学习编排系

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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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习管理： 情境中的资源、 工具和参与者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１９８３， 第 ８ 页） 将教学管理定义为 “通过理解、 改善和应

用方法， 管理课程的教学实施”。 教学管理规定了最佳的时间基线或时隙，

数据收集过程， 学习者入学、 评分过程， 对工具和仪器的访问， 教育材料

的提供， 等等。 学习管理系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标准化工具和程序， 帮助

他们管理教学过程。

之前的内容指出 ＬＭＳｓ 没有直接考虑情境， 但是情境维度依然会影响

到 ＬＭＳｓ 的设计， 因为学习者和教育工作者对学习过程的协调和访问有着

不同的方法和需求。 从这点看来， 移动学习管理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遇，

因此， 移动学习管理主要考虑系统的可及性和可用性。

过去， ＬＭＳｓ 通常针对桌面计算环境进行优化， 假设访问的系统具有

一定的屏幕尺寸。 在基于浏览器的学习环境中， 浏览器的共有功能决定了

远程系统的访问和使用方式。 这种方式假设用于访问系统的技术具有类似

的功能和结构。 人们认为这种学习活动的 “互动情境” 是稳定的， 因为没

有其他的技术手段访问这些系统。 随着具有上网能力的 ＰＤＡ 和智能手机的

出现， 上述 “共同特点” 的方法便不适用于移动设备， 移动设备不仅尺寸

各不相同， 而且互动原则与桌面计算环境大相径庭。

在最新版本的 ＨＴＭＬ 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 出现之后， 它们现在可以支持移动

设备的特殊互动原则。 大多数移动设备已经支持这些新的网络技术， 而且

许多基于网络的 ＬＭＳｓ 已经利用这些技术提供替代性用户界面。 尽管 “响

应式” 网页让用户界面可以根据设备大小改变， 但通常的做法是为移动设

备和桌面设备分别开发不同的用户界面， 以便为移动设备用户提供便捷的

方式来使用 ＬＭＳｓ 功能。

为用户提供符合 ＬＭＳｓ 互动逻辑的自适应用户界面的好处是所有用户

都可以使用相同的功能。 不过， 移动学习管理更多地依赖于情境因素， 而

不是互动情境。 最重要的是移动用户的连接性， 在桌面情境中， 通常假设

用户与 ＬＭＳｓ 之间的连接是持续的， 而移动用户却并非如此。 尽管人们通

常将移动用户形容为 “一直开机” 和 “一直在线”， 第一个特点指除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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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没有电， 否则许多人一般不会将设备关闭， 第二个特点指移动设备一直

与无线网络相连。 尽管有这样的描述， 真实的情况却是移动用户有时在

线， 有时不在线， 用户会不断地改变无线网络连接状态。

对于随机在线用户， 连接状态是不可预测的， 因此， ＬＭＳｓ 不能对学

习者的连接状态进行假设。 移动设备会自动选择最佳的无线连接方式传输

数据。 受到用户移动或者环境条件改变的影响， 用户在一个互动会话过程

中可能切换不同的网络连接， 或者暂时断开网络连接。 如果 ＬＭＳｓ 假设用

户具有持续的在线连接， 那些随机在线的用户体验就会被割裂。 在最好的

情况下， 这些割裂只会让用户感到有些不高兴 （例如， 用户需要重新载入

资源才能使用）；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学习过程的割裂会造成学习成果的

损失 （例如， 由于网络中断， 学生无法在最后时间之前提交测试结果）。

移动 ＬＭＳｓ 应当判断用户的连接状态， 并提供适当的措施， 避免教学

和学习过程的中断。 为了提供连续的学习体验， ＬＭＳｓ 需要为用户设备提

供离线使用功能。 这样， 用户即使没有网络连接， 也可以访问系统功能。

这种学习方式要求 ＬＭＳｓ 服务器与移动客户端进行数据同步， 不应让用户

启动同步过程， 主要的原因是用户可能忘记刷新， 进而使用过时的数据。

有两种情况需要数据同步。 第一种情况是 ＬＭＳｓ 服务器出现变化， 需

要进行同步 （服务器端变化）。 第二种情况是设备需要将用户生成的数据

返回 ＬＭＳｓ 服务器 （客户端变化）。

同步服务器端变化的客户端系统要不与测试服务器保持同步， 要不与

客户变化连接的服务器系统保持同步。 第一种方法也被称为 “拉动方法”，

适合频繁变化的数据和活跃用户。 第二种方法被称为 “推动通知”， 适合

变化不频繁的数据和不太活跃的用户。 推动通知的优点是即使设备不处于

活动状态， 客户端设备也会获得通知。

客户端变化通常与用户互动相关。 对于 ＬＭＳｓ 而言， 保证相关信息的

完整性非常重要， 因此， ＬＭＳｓ 的移动客户端要对客户端的连接状态做出

响应。 一个可靠的方法是在设备没有联网时缓存需要同步的状态。 在数据

传输过程中， 也会采用这种缓存方式， 防止数据丢失。

移动抽认卡学习应用程序 Ｍｏｂｌｅｒ Ｃａｒｄｓ （Ｇｌａｈｎ， Ｍｉｔｓｏｐｏｕｌｏｕ， Ｎａｋｅ

和 Ｗｅｎｄｅｌ， ２０１２） 便采用了这种方式。 这个智能应用将用户练习所需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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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习资源从 ＬＭＳｓ 服务器发送到学习者的智能手机中， 让学习者无论是

否联网， 均可访问学习资源。 应用程序分析学习者的表现， 并与 ＬＭＳｓ 同

步， 这样 ＬＭＳｓ 可以根据学习者的表现， 提供适当的支持。 这一应用程序

可以用于偶尔不在线的学习者， 也可以用于长时间不在线的学习者。

四、 学习编排： 情境化学习的规则、 任务和环境

ＬＭＳｓ 支持与教学和学习过程相关的组织性任务， 而学习编排系统支

持教学设计的实施过程。 从活动系统观点来看， 学习编排系统与学习活动

的三个过程因素直接相关： 规则、 任务和情境。

一个基本的学习编排环境依赖于过程模型， 该模型基于学习环境内的

一组来规则来定义任务序列。 这些规则可能涉及学习者绩效、 学习者特点

或学习者偏好。 该模型规定学习过程中的参与者如何访问可用的工具和资

源。 这些过程模型通常被称为教学或教学设计。 目前有两种规范可以用在

学习编排系统中的交换过程模型： ＩＭＳ 简易排序 （Ｎｏｒｔｏｎ 和 Ｐａｎａｒ， ２００３）

和 ＩＭＳ 学习设计 （Ｋｏｐｅｒ 等， ２００３）。

ＩＭＳ 简易排序规范定义的语义用于说明个人学习的过程模型， 可以使

用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运行环境解释 （ＡＤＬ 计划， ２００９）。 ＩＭＳ 简易排序没有明

确说明活动中的不同参与者。 图 １１ － ３ 说明了 ＩＭＳ 简易排序结构与活动系

统模型之间的关系。

图 １１ －３　 ＩＭＳ 建议排序与活动系统模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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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Ｓ 学习设计规范中提供了一个更加通用的方式。 这一规范基于角

色、 资源、 服务、 活动和条件， 定义了高级过程模型。 在 ＩＭＳ 学习设计

中， “活动” 指参与者需要利用资源和工具完成的任务。 根据条件可以在

过程中安排任务。 另外， ＩＭＳ 学习设计提供的 “环境” 构造可以组合资源

与工具， 用于不同的任务。 在 ＩＭＳ 学习设计环境中， 与环境相关的任务具

有数据持久性。 因此， 环境构造指的是基础性的学习情境。 图 １１ － ４ 说明

了 ＩＭＳ 学习设计概念与活动系统模型之间的关系。

图 １１ －４　 ＩＭＳ 学习设计与活动系统模型之间的关系

ＩＭＳ 简易排序和 ＩＭＳ 学习设计的条件框架是基于用户与相关学习管理

组件中资源或工具的互动模型。 两者均将情境化因素视为学习活动的框

架， 不能影响到教学流程。 由于移动学习情境反映了单个和不同情境的学

习， 因此情境化因素不再成为学习活动的框架， 而是成为学习过程的结构

组件。 这对于移动学习编排具有两个重要的影响， 并对移动学习编排系统

的设计提出挑战：

（１） 学习环境的情境化因素应当被视为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

（２） 学习过程不仅受支持性学习编排系统的直接影响， 还受到学习者

移动所产生因素的影响。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人们提议使用执行器—指示器架构设计和开发情

境感知系统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Ｓｐｅｃｈｔ， Ｌｏｒｅｎｚ， ２００５）。 经过证明， 这一架

构非常适合用于建立不同情境中的情境感知和情境响应系统 （Ｄｅ Ｊ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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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ｈｔ 和 Ｋｏｐｅｒ， ２００８；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Ｇｌａｈｎ， Ｄｒａｃｈｓｌｅｒ， Ｓｐｅｃｈｔ 和 Ｆａｂｒｅｇａｔ，

２０１１； Ｇｌａｈｎ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０； Ｇｌａｈｎ， Ｓｐｅｃｈｔ 和 Ｋｏｐｅｒ， ２００８）。 该架构可

以实现情境感知互动系统中不同数据处理层的情境化， 这四个处理层分别

为： 传感器层， 语义层， 执行器层和指示器层 （如图 １１ － ５ 所示）。

图 １１ －５　 执行器—指示器架构的核心组件 （Ｇｌａｈｎ， ２００９）

传感器层定义了参与者与系统的互动方式。 在移动学习情境中， 互动

既可以是学习者与设备界面的互动， 也可以是学习者与环境的互动。 各种

传感器形成 “传感器网络”， 可以综合这些传感器的数据， 创造更加丰富

的信息。 更大的传感器网络可以跨越物理空间， 如建筑物中的移动传感

器， 甚至延伸到整个地球， 如海啸预警系统。 传感器层所定义的传感器网

络可以捕获学习环境中的显性和隐性互动。

这些简单的传感器网络直接在移动设备内建立。 例如， 新式智能手机

提供以下传感器：

• 麦克风。

• 摄像头。

• ＧＰＳ 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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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距离传感器。

• 加速度计。

• 触摸感应表面 （触摸屏）。

语义层收集传感器网络提供的数据， 并将其处理为更加高级的信息。

这一处理过程被称为 “数据聚合”。 聚合器可以将传感器数据转化为在语

义上有意义的信息。 传感器信息的聚合可以识别活动痕迹。 例如， ＧＰＳ 接

收器提供设备的当前位置， 在将多个位置信息聚合之后， 便可以判断设备

的移动距离和方向。 如果同时得知测量位置的时间， 聚合器还可以提供设

备移动速度的信息。 在技术增强学习的情境中， 聚合器的合适定义成为学

习分析的研究主题。

执行器层使用一个或多个聚合器的语义信息决定过程的状态， 并据此

激活系统行为。 制动器层通过应用不同的策略， 控制情境感知系统的行

为。 策略的作用是定义特定情况下的系统行为。 这些条件包括激活和终止

策略规则。 策略可以提前定义， 或者由系统自动生成。 一些提前定义的策

略也被称为脚本， 如教学设计。

指示器层提供可供用户查看的界面， 反映系统行为。 执行器层控制在

指示器层展示的信息。 指示器层的重点是用户界面设计和系统可用性。

五、 移动学习的系统设计

学习编排系统的移动教学设计需要考虑情境感知数据处理的不同方

面， 以便为不同情境中的学习过程提供指导。

• 在传感器层， 必须决定定义学习活动的情境线索时要使用哪个传感

器网络。 这有助于考虑特定学习情境中传感器的优点、 缺点和局限性。 有

时候传感器无法用于学习情境， 或者使用会受到法律限制， 因此， 需要确

定一个备用传感器网络作为备用解决方案。

• 在语义层级别， 需要定义传感器数据的存储格式， 以及传感器数据

的预期用途。 存储格式规定了可以有效实施的聚合类型。 如果指示器层、

执行器层或者两者均需要使用信息， 那么聚合信息的预期用途便包括回答

问题。 一些聚合可能受到法律或道德限制， 特别是当其中包含他人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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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之前的研究 （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Ｇｌａｈｎ， Ｄｒａｃｈｓｌｅｒ， Ｓｐｅｃｈｔ 和 Ｆａｂｒｅｇａｔ，

２０１１； Ｖｅｒｐｏｏｒｔｅｎ 等， ２００９） 建议采用 “社会水准” 的概念用于限制对他

人信息的访问。

• 在执行器层， 教学设计定义了聚合传感器信息对学习流程的影响。

在这一层面， 过程模型需要反映参与学习的学习者是否开始任务， 或者情

境因素是否改变过程的条件。

• 在指示器层， 教学设计需要考虑如何引导学习者展开学习过程。 学

习过程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 因为一些变化是由于隐式系统互动造成的，

但学习者可能对学习环境中的这些改变一无所知， 所以， 移动学习编排系

统的指示器层需要提醒用户注意新的学习机遇， 并判断学习者是否抓住了

这一机遇。

下文从架构和活动系统模型的观点介绍移动学习编排系统的不同

方式。

六、 基于位置的学习和抛锚式教学

有人认为基于位置的学习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 “抛锚式教学” 是

移动学习的理想方式 （Ｄｅ Ｊｏｎｇ 等， ２００８）。 这种学习和教学方法的特点是

学习过程受到学习环境中情境因素的影响。 在基于位置的学习中， 学习者

需要到达事先规定的位置才能学习。 “抛锚式教学” 不仅会受到一个情境

因素的限制， 还可能会受到任何因素或者多种因素的限制。

Ｃｈｕ， Ｈｗａｎｇ， Ｔｓａｉ 和 Ｔｓｅｎｇ （２０１０） 称学习编排系统利用 “学习驿

站” 引导学生在 “学校花园” 完成各种学习活动。 每个学习驿站均与特定

学习任务相关， 当学习者处于正确的位置时便可以开展这些任务。 完成任

务之后， 学习者需要确认一个匹配位置， 然后赶到这一位置， 验证他们正

确识别了 “学习驿站” 不同对象的相似性。

研究中介绍了两步活动顺序， 包括一个识别任务和一个配对任务。 如

果学习者没有正确地完成第一个任务， 则会加入一个比较任务， 帮助学习

者识别正确的答案。 基于特定位置的任务由使用下列规则的学习者轨迹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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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学习者没有开始做识别任务， 提供识别任务。

• 如果学习者在识别任务中给出正确的答案， 提供配对任务。

• 如果学习者在识别任务中给出错误的答案， 提供比较任务。

• 如果学习者在比较任务中给出正确的答案， 提供配对任务。

使用二维码标签决定学习者的位置。 使用二维码可以决定学习者在学

校花园中的位置。 学习者需要使用设备内置摄像头作为传感器， 扫描二维

码。 替代性位置传感器为 ＧＰＳ 或无线三角测量。 不过， 在商业移动设备

中， 这些传感器的精度通常只有 ７ 米左右 （２１ 英寸）。 在学校花园复杂的

学习驿站中， 使用 ＧＰＳ 不足以区分学习站附近的学习者。 另外， 射频

（ＲＦＩＤ 或 ＮＦＣ） 标签可以作为替代解决方案， 而且无须变更设计。 研究中

没有提供成本合理的相关阅读设备。

聚合功能解释二维码， 并报告学习者是否位于适当的位置。 当学习者

检查位置标签时， 执行器层便会应用过程规则， 以决定向学习者提供哪些

信息。 指示器层仅显示任务说明。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Ｔｅｒｎｉｅｒ 和 Ｖｉｓｓｅｒ （２０１０） 展示了一个用于现场旅行的基于

位置的移动学习系统， 该系统用于艺术历史课程背景中。 系统采用无须手

动控制的模式， 这样学习者便无须时刻查看智能手机。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Ｓｈａｒｐ⁃

ｌｅｓ， Ｊｏｎｅｓ 和 Ｐｒｉｅｓｔｎａｌｌ （２０１１） 也介绍了类似的系统。

与基于位置的学习情境类似， 学习机遇与兴趣点相关。 学习者的位置

通过 ＧＰＳ 信号来确定。 教师为不同的位置提供个性化任务。 系统依赖于一

个编排规则： 如果学习者在指定位置没有完成任务， 那么需要再次向学习

者提供任务。

系统使用学习者智能手机的 ＧＰＳ 接收器确定位置。 该系统为户外实地

旅行设计， 各个兴趣点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 ＧＰＳ 信号的精确度足以决定

学习者所处的位置。 在这一系统中不可能使用替代性标签定位方式 （如二

维码或射频标签）， 因为这些标签在公共地点的放置成本过高。 语义层测

试学生是否靠近兴趣点。 在一个未完成的任务中， 当学习者接近兴趣点

时， 执行器层会触发声音信号。 这个声音信号会告知学习者他们已经进入

学习位置。 如果学习者决定对该信号做出回应， 系统会向学生呈现任务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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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模拟增强体验

模拟增强体验是使用增强通信模式， 在空间环境中嵌入的模拟。 与增

强现实不同， 增强模拟体验不会将虚拟和真实空间重叠。 空间环境用于建

立类似于角色扮演中的舞台。

Ｔｅｒｎｉｅｒ， Ｇｏｎｓｌａｖｅ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２） 描述了用于培训应急

小组应对人质劫持情境的系统。 该系统引导学习者团队使用文字通知和语

音信息完成教学脚本。 每个团队都需要分配任务， 合作创造作品 （如计

划、 新闻稿或沟通策略）， 应对改变的情境和挑战。

脚本规则说明了活动的次序和依赖性。 学习活动中的任务遵循处理这

些情境的规则和准则。 其他任务包括要求团队成员做出创造性反应。 这些

任务通过文字或语音信息提供给学习者。 另外， 系统使用基于情境的触发

器启动任务。 例如， 可以定义一个任务， 当所有团队成员聚集在一个房间

内， 就启动这个任务。

每个任务都有不同的触发器， 可以是基于用户的明确互动， 包括用户

与环境的明确互动和与外部因素的互动。 为了捕获这些触发器， 系统会捕

获用户互动或者其他影响触发器层处理流程的因素。

框架通过监控功能为培训师提供编排支持。 这一特点可以聚合团队绩

效， 这样培训师可以分析学习体验的质量。 尽管编排脚本定义了执行器层

的培训会话通用流程， 但是培训师可以根据需要加入新的任务或者提升总

体活动的难度。

用于模拟体验的指示器层依赖于真实通信模式。 这就要求适用智能手

机文字通信或语音通信的资源。 当然， 这些资源是为预期的任务提供线

索的。

八、 多设备环境

在多设备环境中， 学习者使用多种设备积极地参与学习。 这一概念的

灵感来自于 Ｗｅｉｓｅｒ （１９９１） 对于泛在计算的愿景， 其基础是越来越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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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使用多种设备。 无论使用何种设备， 学习者都会在一个持续的信息空

间内学习。 多设备环境对移动学习编排系统提出挑战， 因为与一种设备的

互动可能影响到由其他设备所提供的信息。

Ｇｌａｈｎ 和 Ｓｐｅｃｈｔ （２０１０） 讨论了 Ｍｏｏｄｌｅ ＬＭＳ 的多设备学习编排框架。

这一框架用于将学习资源分配到适当的界面， 以便学习者可以获得这些资

源， 或者当学习者位于同一个房间时为团队提供共享工作区。

这一框架使用 Ｍｏｏｄｌｅ 的 ＬＭＳ 存储和分发信息， 框架并没有明确实施

传感器层， 而是提供数据收集服务， 允许外部传感器网络连接 Ｍｏｏｄｌｅ 以

及存储在 Ｍｏｏｄｌｅ 本地行动日志的数据。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外部传感器的

数据可以与学习者对网络系统单一来源的追踪进行聚合。

系统的执行器层依赖于情境模型， 该模型展示了环境中的哪些设备可

以作为工具， 向学习者提供资源。 另外， 模型中包含环境的定义参数。 这

些参数包括传感器和框架数值， 这些数值用于判断环境中学习者的存在

状态。

指示器层包括不同的工具和服务， 用于连接 ＬＭＳ， 以及为不同工具提

供界面。 指示器层面临的挑战是在学习者无法或者不能直接授权设备的情

况下启动设备服务， 从 ＬＭＳ 获取用户限制的信息。 解决这一挑战的办法

是 ＯＡｕｔｈ 协议 （Ｈａｒｄｔ， ２０１２） 的令牌验证。 不过， 令牌没有与用户对话

连接， 而是与环境连接。 如果环境背景发生变化， 系统便会撤销令牌， 如

有必要， 会根据新的环境背景发出新的令牌。 如果第二名学习者进入房

间， 或者其他学习者离开房间， 环境的背景都会发生变化。

第二个挑战是设备编排， 因为 Ｍｏｏｄｌｅ 的互动设计是根据单一界面与

系统之间的明确互动进行的定制。 对于这种互动类型， 学习背景的变化可

以作为系统正常互动的一部分。 如果发生与学习系统的明确互动， 那么设

备和过程编排便会成为挑战。 外部传感器 （如室内安装的存在感应器） 在

向 ＬＭＳ 提交数据时便会发生这种情况。 为了创造响应式学习环境， 必须

根据与时间的显性互动识别情境变化。 因此， 如果接受的数据可能改变一

个或多个情境的状态， 那么聚合层便会通知执行器层。 图 １１ － ６ 显示了系

统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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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６　 用于 ＵｂｉＭｏｏｄｌｅ 的执行器—指示器架构转换

注： 改编自 Ｇｌａｈｎ 和 Ｓｐｅｃｈｔ 在 ２０１０ 年提供的架构

九、 结论

本章对比了移动学习操作系统与其他技术增强学习方法的特点。 移动

学习分为两种操作系统类型： 移动学习管理系统和移动学习编排系统。 两

个类型的系统均需要实现支持学习情境可变性的特性。

移动学习管理主要专注于管理学习资源、 工具和学习过程中的参与

者。 这种类型的信息系统与传统的网络系统非常类似， 但是前者依赖于不

同的情境假设， 特别是在连接性和学习情境方面。 现有的学习管理解决方

案可以轻易整合这些特点， 为学习者的移动性提供更好的支持。

移动学习编排基于规则、 任务和情境， 实现学习过程的相互协调。 这

些系统与基于网络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学习情境不再假设为是连续的， 而

是学习过程的动态因素。 本章讨论了用于情境感知和情境响应学习编排的

通用系统架构。 文献中所选的例子展示了该系统框架用于基于位置和抛锚

式教学， 模拟增强体验和多设备学习环境。

通过本章的分析， 说明在设计学习活动时需要考虑情境。 为了反映移

动学习解决方案中的情境因素， 需要将移动学习情境的特点作为教学设计

的一部分来建模。 由于目前缺乏互通性标准， 因此教学设计师在提供网页

学习时需要考虑这一建模过程的所有方面。 推展移动学习实践的最大挑战

是： 技术基础架构需要支持教育从业者， 这样便可以建立和扩展情境模

型， 并将这些模型整合到教育过程结构中。 需要通过研究， 确定和区分教

育从业者不同的传感器网络， 以及具有语义意义的聚合器， 这样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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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和系统可用性。

参考文献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Ｄ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２００９） ． Ｓｈａ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 ＳＣＯＲＭ） ２００４ （４ｔｈ ｅｄ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１）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ＶＡ： ＡＤ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öｒｎｅｒ， Ｄ ， Ｇｌａｈｎ， Ｃ ， Ｓｔｏｙａｎｏｖ， Ｓ ， Ｋａｌｚ， Ｍ ， ＆ Ｓｐｅｃｈｔ， Ｍ （２０１０） ．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ａｍｐｕｓ⁃Ｗｉｄｅ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７ （４）， ２４０ － ２５３

Ｃｈｕ， Ｈ Ｃ ， Ｈｗａｎｇ， Ｇ Ｊ ， Ｔｓａｉ， Ｃ Ｃ ， ＆ Ｔｓｅｎｇ， Ｊ Ｃ Ｒ （２０１０）． Ａ ｔｗｏ⁃ｔｉｅｒ

ｔｅ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ｎａｔ⁃

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５ （４）， １６１８ －１６２７

Ｄｅ Ｊｏｎｇ， Ｔ ， Ｓｐｅｃｈｔ， Ｍ ， ＆ Ｋｏｐｅｒ， Ｒ （２０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１ （２）， ４１ －５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Ｆ ， Ｔｅｒｎｉｅｒ， Ｓ ， ＆ Ｖｉｓｓｅｒ， Ｉ （２０１０） ． Ａｕｄｉｏ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ｓｐ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ＲＬｅａｒｎ （Ｅｉｎｄｒａｐｐｏｒ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ｅｒｅｇｅｌｉｎｇ Ｈｏｇｅｒ Ｏｎｄｅｒｗｉ⁃

ｊｓ ２０１０） ． Ｈｅｅｒｌ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

Ｄｉｃｋ， Ｗ ， Ｃａｒｅｙ， Ｌ ， ＆Ｃａｒｅｙ， Ｊ Ｏ （２００９） ．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ｐｐｅｒ Ｓａｄｄ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ＮＪ：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Ｙ （ １９９６）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Ｙ （１９９９） ． 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８： ６３ － ９３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Ｅ ，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Ｍ ， Ｊｏｎｅｓ， Ｒ ， ＆ Ｐｒｉｅｓｔｎａｌｌ， Ｇ （２０１１）．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ａｕｄｉｏ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３ （４）， ７０ －８５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Ｂ ， Ｇｌａｈｎ， Ｃ ， Ｄｒａｃｈｓｌｅｒ， Ｈ ， Ｓｐｅｃｈｔ， Ｍ ， ＆ Ｆａｂｒｅｇａｔ， Ｒ

（２０１１）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ｅｒ⁃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

６７１



第十一章　 移动学习操作系统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ｏｄｌｅ Ｉｎ Ｃ Ｄ Ｋｌｏｏｓ， Ｄ Ｇｉｌｌｅｔ， Ｒ Ｍ Ｃｒｅｓｐｏ

Ｃａｒｃíａ， Ｆ Ｗｉｌｄ， ＆ Ｍ Ｗｏｌｐｅｒｓ （Ｅｄｓ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ｐ １１１ － １２４） ．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Ｇｌａｈｎ， Ｃ （２０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 ＳＩＫ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０９⁃２７

Ｇｌａｈｎ， Ｃ ， Ｍｉｔｓｏｐｏｕｌｏｕ， Ｅ ， Ｎａｋｅ， Ｉ ， ＆ Ｗｅｎｄｅｌ， Ｔ （２０１２） ． Ｍｏｂｌｅｒ

ｃａｒｄ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Ｚｕｒｉｃｈ： ＥＴＨ Ｚｕｒｉｃｈ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１３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ｓ： ／ ／ ｇｉｔｈｕｂ ｃｏｍ ／ ＩＳＮ⁃Ｚｕｒｉｃｈ ／ ＩＳ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ａｒｄｓ ／ 

Ｇｌａｈｎ， Ｃ ， ＆ Ｓｐｅｃｈｔ， Ｍ （２０１０） ．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Ｍｏｏｄｌｅ ｉｎｔｏ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ｃｏｍ⁃

ｐｕ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 Ｍｏｎｔｅｂｅｌｌｏ （Ｅｄ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９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ｐ １００ － １０７） ．

Ｖａｌｌｅｔｔａ， Ｍａｌｔ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ｌｔａ

Ｇｌａｈｎ， Ｃ ， Ｓｐｅｃｈｔ， Ｍ ， ＆ Ｋｏｐｅｒ， Ｒ （２００８） ． Ｓｍａｒ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８ （１）， ９８ － １１７

Ｈａｒｄｔ， Ｄ （Ｅｄ ）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ＯＡｕｔｈ ２ ０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ＥＴＦ ６７４９ ） ．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１３，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ｔｏｏｌｓ ｉｅｔｆ ｏｒｇ ／ ｈｔｍｌ ／ ｒｆｃ６７４９

Ｋｏｐｅｒ， Ｒ ，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 ，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 （Ｅｄｓ ） （２００３） ． ＩＭ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ＩＭ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０ ） ． ＩＭ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Ｌａｖｅ， Ｊ （１９９３） ．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Ｓ Ｃｈａｉｋｉｎ ＆ Ｊ Ｌａｖｅ （Ｅｄｓ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ｐｐ ３ －

３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ｖｅ， Ｊ ， ＆ Ｗｅｎｇｅｒ， Ｅ （１９９１） ．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ｒｔｏｎ， Ｍ ， ＆

Ｐａｎａｒ， Ａ （Ｅｄｓ ） （２００３） ． ＩＭ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ｄｅｌ （ ＩＭ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０） ． ＩＭ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７７１



通过移动学习增加教育机会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Ｃ Ｍ （１９８３） ．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ｓ ｉｔ？ Ｉｎ

Ｃ Ｍ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Ｅｄ ），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 ｐｐ ３ － ３５） ． Ｈｉｌｌｓｄａｌｅ， ＮＪ ａｎｄ Ｌｏｎ⁃

ｄｏｎ， ＵＫ：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Ｒｅｉｇｅｌｕｔｈ， Ｃ Ｍ （Ｅｄ ） ． （２００９） ．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Ｍ ， Ｔａｙｌｏｒ， Ｊ ， ＆Ｖａｖｏｕｌａ， Ｇ （２００７） ．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ｇｅ Ｉｎ Ｒ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Ｃ Ｈａｙ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 （Ｅｄｓ ）， 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ｐ ２２１ － ２４７）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Ｍ ， Ａｒｎｅｄｉｌｌｏ⁃Ｓａｎｃｈｅｚ， Ｉ ， Ｍｉｌｒａｄ， Ｍ ， ＆Ｖａｖｏｕｌａ， Ｇ （２００９） ．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ｂｉ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Ｎ Ｂａｌａｃｈｅｆｆ，

Ｓ Ｌｕｄｖｉｇｓｅｎ， Ｔ Ｊｏｎｇ， Ａ Ｌａｚｏｎｄｅｒ， ＆ Ｓ Ｂａｒｎｅｓ （Ｅｄ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ｐｐ ２３３ － ２４９） ．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

Ｔｅｒｎｉｅｒ， Ｓ ， Ｇｏｎｓａｌｖｅｓ， Ａ ，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Ｆ ， ＆Ｓｐｅｃｈｔ， Ｍ （２０１２）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ｉｍ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Ｌｅａｒｎ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ｇａｍｅｓ Ｉｎ Ｃ Ｇｌａｈｎ （Ｅｄ ），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ｒ⁃

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６ － ８） ． １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Ｖｅｒｐｏｏｒｔｅｎ， Ｄ ， Ｇｌａｈｎ， Ｃ ， Ｋｒａｖｃｉｋ， Ｍ ， Ｔｅｒｎｉｅｒ， Ｓ ， ＆Ｓｐｅｃｈｔ， Ｍ （２００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Ｕ Ｃｒｅｓｓ，

Ｖ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ａ， ＆ Ｍ Ｓｐｅｃｈｔ （Ｅｄｓ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ｐｐ ５２ －６６）．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Ｗｅｉｓｅｒ， Ｍ （１９９１）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２６５ （３）， ６６ － ７５

Ｗｅｎｇｅｒ， Ｅ （１９９８）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ｎ⁃

ｔ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Ａ ， Ｓｐｅｃｈｔ， Ｍ ， ＆ Ｌｏｒｅｎｚ， Ａ （２００５）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ｓ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ｅｒ⁃Ａｄａｐ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５

（３⁃４）， ２７５ － ３０２

８７１



ＰＡＲＴ Ⅲ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第三部分　 在教育和培训中使用
　 　 　 　 　 移动学习





第十二章

编排灵活的移动学习教室

Ｃｈｅｅ⁃Ｋｉｔ Ｌｏｏｉ 和 Ｙａｎｃｙ Ｔｏｈ

摘要

技术增强学习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在教室中为所有学生配备一个移动设

备， 在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如何利用移动技术设计课程和

学习活动。 改变此类课程的有效规定的关键要素包括教师编排、 促进在教

室开展学习活动的能力。 本章探索教师在教室内提供移动学习课程时所面

临的问题。 通过在智能手机上运行的一个 “移动” 的小学科学课程的例

子， 说明 “编排设计” 的复杂性。 另外介绍如何采用系统性影响力促进技

术和教学法的结合， 实现灵活的学习。

引言

（一） 编排

在技术增强学习 （ＴＥＬ） 研究领域， “编排学习” 概念象征着课堂教

学中心优秀的教学设计和课程设定。 教师认为， 必须确定和承认教师及学

生在真实教室环境中面临的多种限制。 Ｄｉｌｌｅｎｂｏｕｒｇ （２０１２） 认为 “编排”

指的是教室中多层活动 （如个人工作、 群体工作和全班讨论） 与多种限制

（如时间和空间限制、 课程和评估要求， 以及教师的精力） 的实时管理和

转换。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认为 “编排” 就像是一个信标， 吸引了人们对多种问题的

注意， 促使人们利用课堂创新中的积极成分解决稳健、 效率、 接受性和适

应性的问题 （Ｄｉｌｌｅｎｂｏｕｒｇ， ２０１１；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和 Ｔｅａｓｌｅｙ， １９９４）。

进行编排设计是认识到教师在 ＴＥＬ 教室实施和管理多种活动时面临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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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这些活动为教学情境， 包括教室话语元素， 以及在不同学习情境中使用

数字和传统学习工具制作的作品。 在本章中， 我们将 “５ ＋ ３ 方面” 作为理

解编排的概念性工具 （Ｐｒｉｅｔｏ， Ｈｏｌｅｎｋｏ Ｄｌａｂ，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Ａｂｄｕｌｗａｈｅｄ 和 Ｂａ⁃

ｌｉｄ， ２０１１）。 根据对 “编排学习” 概念 ＴＥＬ 相关文献的广泛查阅， ＴＥＬ 研究

人员经常提到的框架均涉及这一概念。 在研究 ＴＥＬ 设置时 （特别是真实、 复

杂的教室环境）， 这一框架可以用作分析视角。 编排包括五个主要方面：

（１） 设计 （计划）： 计划将要制定和协调的活动。 在过去， 这种课程

之前的设计通常被称为学习设计 （Ｋｏｐｅｒ 和 Ｔａｔｔｅｒｓａｌｌ， ２００５）， 或者与教学

计划和设计领域相关。

（２） 规则 （管理）： 管理教与学过程， 实现最大化综合多个领域的成

果 （Ｗａｔｔｓ， ２００３）。

（３） 适应 （灵活性、 干预）： 在学习活动的制定过程中， 改变和修改

教室本地情境和紧急事件的设计和计划。

（４） 注意 （评估）： 通过持续的观察， 理解教室中的情形， 以及学生

的学习活动。 包括深入理解学生的反应， 如何在细微层面判断学生怎样吸

收学习内容。

（５） 教师和其他参与者的角色： 分析教师的存在感、 技能、 知识、 态

度以及与学生的关系， 进而实现编排。

Ｐｒｉｅｔｏ 等（２０１１） 列出了其他三个方面， 侧重说明如何设计和支持编排

良好的学习体验：

（１） 实用主义 （实践）： 让 ＴＥＬ 研究结果用于普通的教师 （不仅仅是

ＴＥＬ 专家）， 解决真实教室情景中的限制 （Ｄｉｌｌｅｎｂｏｕｒｇ 和 Ｊｅｒ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

通过反馈这些研究结果， 有助于完善学习设计和课程制定的过程。

（２） 一致 （协同） 作用： 将需要在多个社会层面进行编排的元素协调

一致， 同时考虑使用的工具和支架， 包括教师和同学行动， 以及情境化问

题 （例如， 教室文化和产生协同作用的性别）。

（３） 模型 （理论）： 开发基础性坚实理论和模型， 更好地了解编排。

关于教师信仰的隐性理论和模型也包含在这一类别中。

本章讨论了元级别层次的模型和理论， 即如何通过对于编排的持续研

究开发编排理论和模型。 另外， 作者增加了用于教师制定的教学支持，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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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强调机构对于教室编排的支持。

（二） 灵活学习

“灵活学习”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从谁的角度说学习是灵活的， 推进

理念的逻辑原理是什么， 塑造这一理念的构造又是什么 （Ｍｏｒｇａｎ 和 Ｂｉｒｄ，

２００７）。 这造成 “争论” 中理念和实践的隔阂 （Ｗｉｌｌｅｍｓ， ２００５， 第 ４３４

页）。 Ｃｏｌｌｉｓ 和 Ｍｏｏｎｅｎ （２００１） 宣称灵活性的学习不仅仅涉及参与位置，

也包含机构维度、 实施、 教学法以及参与者的技术互动如何在学习体验中

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学习选择。 作者认为， 理想的情境是灵活的学习应当

产生贡献， 而不是索取。 Ｋｈａｎ （２００７） 将灵活学习描述为：

一种创新的方法， 通过利用与教学设计原则相关的网络特性和资源、

数字技术和其他学习模式，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为任何人提供设计优

良、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互动学习环境。

换言之， 灵活的学习方法让学习资源和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分

配、 变化和个性化。 这会对教学产生重大的影响。 Ｗｉｌｌｅｍｓ （２００５） 强调，

必须让学习者对学习过程拥有更大的控制力， 并决定参与学习的方式。

（三） 组合

对于灵活学习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 特别是数字学习和高等教育中的

灵活学习。 不过， 很少有小学将编排和移动学习相结合， 提供情境化的灵

活学习。 我们需要强调， 灵活学习和教师编排的概念秉承相同的、 基于学

生需求进行动态适应的原则， 因此两者具有互补性。 从文献综述中产生的

新兴概念框架 （如图 １２ － １ 所示） 可以帮助我们阐明观点。

图 １２ －１　 连接教师编排和灵活学习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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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框架， 技术增强教室中的灵活学习编排是一个迭代过程， 包

括： 学习设计， 课程制定， 知识传播。 在学习设计方面， 教师需要考虑总

体的课程设计、 每一课和活动计划以及所用工具的技术可负担性。 这样，

预先计划的课程会根据教师对教室环境的评估提供及时的干预而受到影

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参与者 （学生和教师） 需要在教室文化、 学习资源

和互动模式方面创造一致性并实现协同作用， 分享看法， 提供进一步的机

构支持， 维护现有的编排。

本章的其他部分侧重于： 灵活的学习方式支持学生的学习， 教师通过

灵活的方式制定课程， 通过知识传播进一步提升灵活的学习方式。

一、 关于编排的案例研究： １ ∶ １ 教室

有许多教室情景可以用于研究编排， 作者比较感兴趣的是 ＴＥＬ 教室，

具体而言， 是这种教室中的一比一 （１ ∶ １） 计算。 在这种移动学习教室

内， 每个学生均配备一种移动设备 （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在移动技术

大量应用之前， 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讨论教师在采用和整合移动技术时面临

的挑战。 主要问题是使用移动设备或者多种技术 （包括白板、 个人电脑）

会对教师的教室活动编排产生怎样的影响？

下文介绍新加坡一所小学教室内的 １ ∶ １ 干预。 这个例子说明了如何为

教师编排提供支持性元素。

二、 设计和计划移动学习课程

在教师制定 ２００９ 学年的课程之前， 新加坡国际教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与一位科学实验教师共同设计了干预措施。 到了 ２０１２ 年， 实验班的数量已

经从 １ 个增加到 ８ 个 （每两个班分配 ３ 位教师）， 教师来自于小学三年级。

每个学生均获得一部具有 Ｗｉ⁃Ｆｉ 连接功能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智能手机。

干预措施的目标是利用智能技术改善科学课程的学习， 其中包括在科

学课程中整合 １ ∶ １ 智能手机， 尽量让重新设计的课程适合用于真实教室中

的普通教师和学生 （Ｌｏｏｉ 等， ２０１１）， 这需要对现有的课程实施逐步且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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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改变， 才能保证课程变化的可持续性。 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

源， 因为其中包含大量的任务， 包括共同设计课程、 进行专业培训、 设计

技术基础架构以及评估制定的课程。

每一课的设计都以整体课程为基础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０）。 我们为小学三

年级学生设计了为期 ２１ 周的移动科学课程。 设计的重点是学生需要获取科

学内容， 掌握探究过程， 并发展自我学习能力。 我们设计的学习活动帮助

学生看到科学概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并让他们在真实情景中应用学

习到的知识。 设计课程的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准则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０）：

• 设计学生导向， 基于探究的学习活动；

• 利用移动技术的功能；

• 在过程中评估学生的学习；

• 促进合作互动；

• 使用社区支持和资源；

• 支持教师成为优秀的课程开发人员和促进者。

在许多活动中， 学生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生成作品。 重复出现

的元素包括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网络搜索、 拍摄照片和录像、 记录笔记、 制

作概念图和动画、 移动作为 ＭｙＤｅｓｋ 应用的快速启动面板 （如图 １２ － ２ 所

示）。 学生完成的任务上传到服务器， 教师可以在服务器中访问、 查看和

评论学生完成的任务。 教师也会使用这些作品深化学生的理解， 并作为话

题进行讨论。 活动时间多种多样： 可以是几分钟、 几小时， 甚至几天。

根据特定科学单元或课程的学习目标， 在智能手机上使用不同的网站

和应用。 例如， 教师和学生使用 ＭｙＤｅｓｋ 平台用于日常授课 （作为学习中

心）， 但是也可以使用其他支持性应用， 例如， Ｓｏｃ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 Ｅｄｍｏｄｏ，

Ｆｌａｓｈ 小应用程序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 频道。

图 １２ － ２ 和图 １２ － ３ 是 “人体系统” 课程设计的一个简单例子， 这一

系列课程的目标是通过合作与自主活动， 帮助学生完成 “人体系统” 课程

的学习目标。 “人体系统” 的教室学习时间大约为 ４ ５ 小时， 在 ３ 个星期

内完成。 设计的活动放在一个名为 “Ｍ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的课程包内， 学生可以

使用智能手机访问该课程包 （如图 １２ － ２ 所示）。 图 １２ － ３ 中的课程概述

介绍了课程目标以及学生在学习人体过程中应当学习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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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２　 用于移动学习环境的人体系统课程截图

在探究式学习过程的开始， 学生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游戏， 识别人体系

统的不同部位和功能。 教师担任评判员， 确保学生识别出正确的人体部位

和系统。 游戏结束后， 教师简要复述了学生相互学习的成果， 以此强化他

们学习到的知识。

教师为每位学生布置一项试验， 回家后在家庭成员的帮助下做咀嚼面

包的实验。 学生使用智能手机记录实验过程， 并在教室与其他同学和教师

讨论视频内容。 在这项活动中， 学生知道了消化是从口部开始的， 咀嚼过

程有助于消化。

实验之后的活动包括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在线搜索消化系统， 与他人分

享发现结果， 更新 ＫＷＬ （我已经知道什么 （Ｋｎｏｗ）？ 我想知道什么

（Ｗｈａｔ）？ 我学习到了什么 （Ｌｅａｒｎ）？）， 并创造关于消化系统的动画展示学

习到的知识。 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教师发现学生的进步和差距。 教师在课堂

上说明这些发现， 帮助学生理清概念， 通过提供评价标准促进学生之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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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然后教师提供建议， 做进一步说明和科学性表述。 学生在考虑教师和

其他学生提供的建议之后， 重新提交学习成果。

图 １２ －３　 在学生智能手机上显示的人体系统课程概述

三、 教师制定课程

当 ２０１２ 年科学课程扩大到所有小学三年级班级之后， 所有科学教师

（包括普通教师） 均有机会根据相同的移动课程设计原则 （课程计划） 制

定移动学习课程。 在对六位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研究后发现， 他们制定了

不同的课程设计 （如同书面课程计划）， 原因是内容、 教学方法和技术知

识有所不同， 以及对于教学理念的看法各有差异； 一些教师专注于观察、

干预和评估， 而其他一些教师专注于学生获取概念的准确性。

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依赖于教师的控制程度。 一些教师激发学生的

学习需求和兴趣， 而其他一些教师根据他们对学生学习能力的看法以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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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中规定的学习内容， 决定学习的范围和深度。 因此， 受到上述因素以

及情境变化的影响， 每个班级的学习体验均有所不同， 教学工作的速度、

深度和广度也有所不同。

教师认为，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工作中， 管理重新设计课程时面临

的挑战包括：

• 确保家长参与学生的自学活动。

• 替代传统的教学实践， 如完成任务单和练习试卷。

• 整合教师的能力与学校资源， 实现预期的课程设计目标。

大多数教师已经习惯于教导式教学， 因此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根据

学生的演讲和作品引导学生进行富有成效的交谈。

例如， 在一个普通的移动课程中， 首先会将课程包 “推送” （下载）

至学生的手机中。 教师会通过讨论或总结学生的活动 （或者要求学生总结

或者陈述他们的活动） 作为结束。 关键的概念是———编排活动的是教师，

而不是技术。 基于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进展， 教师会决定何时继续活

动， 何时进行下一个活动。 一些活动会让学生在数节课的时间内根据自己

的进度学习。 由于每个学生均有一部智能手机， 因此可以跳出设计的任

务，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以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 让他们完成自己的活

动， 前提是这些事情有助于实现课程的目标。

在案例研究的技术方面， ＭｙＤｅｓｋ 应用在学习灵活性方面扮演着重要

角色。 这一应用可以提供多种学习模式， 如拍摄照片和视频、 创造动画、

创造思维导图、 使用 ＫＷＬ 图表 （已经知道的， 希望知道的， 学习到的）

以及与教师和其他学生进行同步和异步互动。 由于教师可能没有时间查看

所有的数字作品， 因此教师需要以高效的方式编排教学活动。 教师采用的

策略包括： 让一些小组向全班学生展示作品； 当学生在教室和在线的参与

率下降时， 通过展示选择的作品， 促进学生相互学习。 这是为了认可学生

的学习成果， 鼓励他们做出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并进一步完善学习成果。

四、 适应灵活性干预

这种干预措施的一个重大挑战是为教师提供课程设计支持。 最初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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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用于能力不同的班级， 因此需要适应学生的不同能力， 以及教师不

同的教学方式和理念。 影响课程适应性的其他因素包括课程时间、 资源和

学校核准的工作量。

实时编排的一大阻碍是： 课程计划的撰写并没有考虑到一些特殊不可

预见的因素， 如网络故障， 因此教师需要进行改善， 保证课程计划的连续

性。 在进行专业培训时已经向教师明确指出， 在无法使用技术手段的情况

下， 必须修改课程计划， 保证向学生提供持续的学习活动。 在网络连接发

生故障的情况下， 通常会使用非技术性手段进行更改， 避免使用 Ｗｉ⁃Ｆｉ 连

接。 在出现软件故障时， 也需要更改计划。

随着技术的不断稳定， 以及教师应对技术故障能力的提高， 他们对于

网络的依赖性会降低， 因为学生可以在离线方式下继续学习。 教师设置了

教学实践， 促进学生在离线方式下进行讨论和分享学习成果。 简而言之，

尽管课程中包含技术条件， 但是设计的活动在没有技术条件的情况下也是

可以进行的。 不过， 在这些情况下， 学习活动主要是由教师引导， 而作品

也会更加类似， 原因是没有其他的平台进行认知和社交活动。

五、 意识 （评估）

在一个一小时课程或者两个半小时的科学课程中， 可能会包含一些学

习活动。 对于学习活动的监控可能通过社交 （教师实施参与教师活动） 和

技术 （监督上传到服务器上的工作） 方式完成。 例如， 在 ＭｙＤｅｓｋ 服务器

上， 教师可以轻易查看任务的完成情况， 并查看和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评价信息会下载到学生的智能手机上， 为学生提供反馈。 因此， 典型的学

习周期是学生利用技术手段创造和上传学习成果， 教师在课间和课后查看

学生的学习成果， 并在下节课中提供反馈信息。

在智能手机上完成工作和评估是为了确保学生的思维活动可以让教师

和其他学生看到。 通过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 教师无须采用灌输知识

的教学方式。 学生在构建知识和探究时可以采用任何工具。 教师不应当为

学生提供标准答案， 而是鼓励学生给出多种不同的答案。 通过为学生提供

及时的反馈， 也可以纠正学生的错误观念。 通过这种方式， 学生对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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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便会加深， 因此， 也能够使教师在辅助讨论时编排主要观点。

六、 教师的角色

“为编排而设计” 的理念强调教师在教室的学习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教师将移动设备作为中心， 让学生进行一系列的活动。 教师协调、 监督和

管理教室活动的流程。 尽管这听起来好像是教师主导了一切， 事实上学生

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教师通常会根据学生的参

与情况以及作品的质量做出决策。

另外， 通过提高教师的能力， 干预措施的所有权从研究人员转移到教

师。 教师和研究人员均会为课程设计做出宝贵的贡献， 权力在两者之间得

到平衡。 教师中的领跑者也可以为各个实验学校的教师提供表率， 教师的

角色从一个初期的新手到中期的相对成熟的智能合作伙伴， 最后成为实现

变革的创新推手。

七、 实用主义 （实践）

一些机构和学校可能反对实施经过修改的科学课程。 例如， 在与我们

合作的学校中， 教师主要通过练习题和练习试卷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

估， 这占据了大部分的学习时间， 学生很少有时间开展移动学习。 如果

实际的课程时间因学校活动而减少， 那么时间限制的问题便会被放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教师可能会占用其他课程的时间。 另外， 一些学习

活动的时间可能会减少。 教师面临的挑战是在练习减少的情况下维持评

估次数。

设计的学习活动考虑了课程目标和技术 （应用和智能手机功能） 的可

见功能 （和限制）。 如果智能手机技术无益于实现预期的课程目标， 研究

人员便需要帮助教师寻找其他技术手段。 例如， 当无法通过智能手机在线

分享学生的作品时， 便可以采用 Ｅｄｍｏｄｏ 和 Ｐｉｃａｓａ 等应用。 不过， 这并没

有改变课程设计。 当反复出现差距时， 可以寻找长期的方案开发满足课程

设计的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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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经历过这一学习曲线的开创性教师通过面对面的专业发展课程

或者全国性专业学习社群记录， 分享编排经验。

八、 一致 （协同效应）

尽管科学教师在探究学习方面具有不同的经验， 但是他们都越来越认

识到需要改变教室中的传统互动方式。 学生使用技术工具进行开放式探究

说明了教师需要专注于意义构建， 而不是传播真实的知识。 简而言之， 如

果合理地使用技术， 便可以整合高级探究学习中的课程活动与教学目标。

教师也会促进在线参与式学习， 形成不同的观点， 并创造出协同性学习

成果。

九、 机构支持

制定灵活的移动学习需要面临一些压力。 许多因素均会影响编排质

量， 包括教师在探究学习、 促进学生学习、 运用技术、 使用工具， 以及创

造有利于学习的教室文化方面所具有的不同的能力。 如果遵守机构文化的

压力与灵活学习的实施没有共同的基础， 也会给教育机构带来问题， 因

此， 需要多个级别的支持来调和这些压力。 在机构级别， 学校领导需要鼓

励能力构建， 并整合多个平台分享教学实践。 在部门级别， 部门领导者需

要改变系统中根深蒂固的 “操作与练习” 文化， 减少作业练习题， 重新调

整计划的活动， 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

讨论

灵活的、 移动学习的成功教室编排不仅仅是在教室内将教学策略进行

正确的组合， 而且教师还需要进行重要课程设计和知识传播。

表 １２ － １ 总结出学习设计、 课程制定和知识传播等构成元素， 如何编

排以实现灵活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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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１　 灵活性学习构成要素

编排过程 编排元素 如何实现灵活的学习

学习设计

课程设计
教师和研究人员重新设计课程， 帮助学生获取进行

科学探究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课程， 活 动 计 划

和教学方法

课程设计应当防止教师仅是在传播知识

教师和研究人员设计学习活动， 帮助学生将想法与

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可以提供不同时间长度的活动

技术功能可见性

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工具用于知识构建和探究 （如随

时随地使用智能手机收集数据）

提供以整体学习应用于支持的多种模式

课程制定

控制和管理
教师能力与学习目标可以与预期的设计课程目标

一致

改 变、 灵 活 和

干预

研究人员提供的宏脚本可以让教师修改课程设计

活动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定制， 用于不同能力群组的

差异化学习

如果出现技术性故障， 教师可以随时更改

感知以及对于情

境的评估

评估的目标是确保学生的思维

使用技术帮助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追踪、 评

价和提供个人意见

教师不应提供标准答案， 而是应当允许有不同的

回答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角色

随着学生逐渐成为积极的学习者， 教师逐渐成为促

进者

教师可以成为创新动力

文化与行动的整

合和协同效应

利用技术实现课程活动与高级探究学习教学目标的

整合

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学习， 创造协同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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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排过程 编排元素 如何实现灵活的学习

知识传播

实用主义、 实践

考虑时间限制

作业练习题发生改变

促进对创新学习解决方案的感知

先驱性教师鼓舞其他教师

机构支持

分配额外的时间用于专业培训和课程设计的相互分享

课程计划反映出教师经验可以进行迭代和改善

管理人员可以减少强制性作业练习题

表 １２ － ２ 分别从学生和教师的观点阐述了灵活性学习的元素。

表 １２ －２　 学生和教师认为的灵活学习情景支持

学生认为的学习灵活性

• 时间 （随时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访问）

• 位置 （多个学习空间： 教室内、 教室外、 虚拟空间）

• 知识资源 （教师、 同学、 父母、 书籍、 网络）

• 学习路线 （可以选择最喜欢的子活动）

• 学习方法 （获取、 应用、 运用中学习、 同学相互学习、 独立学习、 反思）

• 数据收集方法 （拍摄照片、 拍摄视频、 记笔记、 加标签）

•知识表示工具 （音频和视频记录、 概念图、 动画、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在社交媒体进行分

享）

教师认为的教学灵活性

• 课程组织 （重新排序主题、 重新检查活动）

• 课程发布 （可以通过媒介、 面对面或在线方式灵活发布课程）

• 社会活动组织 （个人或团队合作）

• 形成性评价 （除了测试、 作业练习题之外， 还有其他测试方法可以纠正错误概

念）

• 反馈渠道 （教室内的及时反馈、 活动之后的反馈、 在线反馈）

• 其他语音、 输入 （教师、 学生、 家长、 研究人员）

３９１



通过移动学习增加教育机会

十、 结论

有多种范式和方法将课程转变为主要由移动设备来发布。 这包括移动

学习现场旅行、 基于位置的服务、 使用移动传感器收集科学数据和其他创

新用途。 不同的方法会给编排此类活动的教师带来不同的挑战和限制。 许

多此类课程首先在教室制定， 我们认为主要的挑战是帮助教师利用学生在

移动设备上的学习成果， 启动、 促进和管理建设性讨论。

教师编排的设计背景要适合一个移动学习的课程， 这个课程是由整个

年级的教师共同制定的， 包括如何支持教师制定和定制他们自己的课程，

同时坚持原始课程设计的教学目标。

图 １２ － １ 呈现的框架将教师编排的主要方面与移动学习相关联。 本章

讨论了实现移动学习教室灵活性的不同元素。 其中一个是良好的课程预先

设计， 这样教师可以通过适当且高效的方式编排课程， 为学生提供灵活的

学习。 其他元素涉及结构， 以及支持普通教师进行灵活的编排。 综合这些

有关教室和机构层面的观点， 可以获得可持续性灵活学习的指导原则。 如

果没有持续的系统性支持， 在教室内编排灵活移动学习的努力可能会被削

减， 原因是活动与课程嵌入的机构文化之间存在本质上的思想差异。

将这一主题与社会文化趋势相关联后， 未来的一个研究方法可能是灵

活学习对于培养 ２１ 世纪学习趋势的影响。 另外， 由于这个研究是在学校

１ ∶ １计划的背景下进行的， 应当进一步研究移动灵活学习教师编排如何改

变或扩大到其他没有此类条件的学校。 本章的重要理论可以进一步优化，

可以根据各个不同历史和条件下的学校中发生的创新过程进行动态模式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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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 Ｈ Ｋｈａｎ （Ｅｄ ），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

ｅｔｙ （ｐｐ ２４７ － ２５９） ． Ｈｅｒｓｈｅｙ， Ｐ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ｉｅｔｏ， Ｌ Ｐ ， Ｈｏｌｅｎｋｏ Ｄｌａｂ， Ｍ ，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Ｉ ， Ａｂｄｕｌｗａｈｅｄ， Ｍ ， ＆Ｂａｌｉｄ，

Ｗ （２０１１）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３ （６）， ５８３ － ５９８

Ｒｏｓｃｈｅｌｌｅ， Ｊ ＆ Ｔｅａｓｌｅｙ， Ｓ Ｄ （１９９４）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ＮＡＴＯ ＡＳＩ Ｓｅｒｉｅｓ 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２８， ｐ ７０ － ９７

Ｗａｔｔｓ， Ｍ （２００３） ． Ｔｈｅ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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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 （４）， ４５１ － ４６４

Ｗｉｌｌｅｍｓ， Ｊ （２００５） ．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６ （３）， ４２９ －４３５

Ｚｈａｎｇ， Ｂ Ｈ， Ｌｏｏｉ， Ｃ Ｋ ， Ｗｏｎｇ， Ｌ Ｈ ， Ｓｅｏｗ， Ｐ ， Ｃｈｉａ， Ｇ ， Ｃｈｅｎ， Ｗ ，

Ｓｏ， Ｈ Ｊ ， Ｎｏｒｒｉｓ， Ｃ ， ＆ Ｓｏｌｏｗａｙ， Ｅ （２０１０） ．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ｉａ ａ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５ （４）， １５０４ － １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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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高等教育中的移动学习

Ｎúｒｉａ Ｆｅｒｒａｎ⁃Ｆｅｒｒｅｒ， Ｍｕｒｉｅｌ Ｇａｒｒｅｔａ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Ｊｏｓｅｐ Ｐｒｉｅｔｏ⁃Ｂｌａｚｑｕｅｚ，

Ｃｅｓａｒ Ｃｏｒｃｏｌｅｓ， Ｄｒ Ｔｅｒｅｓａ Ｓａｎｃｈｏ⁃Ｖｉｎｕｅｓａ 和 Ｍｒ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 Ｓａｎｔａｎａｃｈ

摘要

关于移动学习， 全球各地有许多突破性的体验， 其中一些发生在高等

教育机构。 书籍、 会议和网络提供了关于移动学习的大量信息。 移动学习

已经成为教育领域新的流行语。 本章介绍有关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的文

献， 强调真实体验， 并以一所完全在线的、 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

尼亚开放大学为例介绍移动学习。 这所大学没有任何面对面或混合式学习

活动。 该大学认为移动学习是一种补充性学习方式， 是教学过程和学生学

习体验的一部分。 从这方面来讲， 重点是找到移动学习的重要部分， 为学

生和教师创造附加价值。 因此， 移动体验不但是电脑体验的复制， 而且是

为师生去丰富教与学的环境。

本章概要介绍高等教育中的成功移动学习体验， 并讨论最佳实践和大

学中的新机遇。 对于教学体验中移动应用的介绍， 以及由此引发的影响，

均在完全在线的开放大学背景中呈现。 在这种环境下， 考虑到移动应用可

丰富教学过程， 我们设计了几个移动学习应用。

引言

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９ ）， Ｆｒｏｈｂｅｒｇ （ ２００６ ） 和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和 Ｖａｌｖｏｕｌａ

（２０１０） 将我们生活的新时代称为移动时代或者移动技术革命， 就如同第

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 近些年来， 无线技术的演变以及移动设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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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发展令人叹为观止。 无论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机构做出怎样的努力， 新

类型的设备总会给教育带来突破性的变革。 因此， 必须从教学和技术观点

进行详细的分析， 这是确保移动技术的恰当使用和实施的关键。

过去的 ２０ 年， 我们体验到了无线通信技术的革命， 这减少了我们对通

过有线技术进行交流的依赖。 另外， 我们看到了移动设备性能和功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许多情况和许多任务中， 移动设备可能替代笔记本

电脑或台式机。 很难说新的移动设备是否将完全替代原有的设备， 但是它

们确实形成了新型的交互。 目前， 有大量的工具和编程语言用于开发移动设

备应用， 有许多新的方法分享这些应用， 或者在特定应用市场进行下载和上

传 （许多程序员便能够以快速、 低成本以及即时可用的方式开发移动应用）。

创造移动应用并传播至全球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 学习环境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 无线通信只是移动技术的诸多优点之一。 人们无须在固定

地点或者使用固定设备进行通信的现实状况帮助了无线技术的发展。 例

如， 过去 ５ 年， 无线电话用户超过了有线电话用户。 互联网也从中受益，

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接入互联网。 因此， 移动设备中出现了许

多新的服务和应用。

移动技术革命影响到许多应用领域， 其中之一便是本章要讨论的高等

教育中的移动学习。 移动技术为改善高等教育教与学过程提供了重要机

遇。 正如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９） 所言： “学生普遍使用移动电话， 这为高等

教育的继续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毫无疑问， 过去 ３ 年高等教育中的

移动学习越来越普遍。

本章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介绍高等教育中有关移动学习成功经验的文

献和事例。 第二部分介绍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在 ｍＵＯＣ 项目中的经验， 展

示移动学习概念如何影响高等教育中的教学工作， 并提供特别应用和多媒

体材料制作的例子。 最后是概要总结。

一、 在高等教育中使用移动学习： 文献简述

对许多教育工作者而言， 过去 ５ 年教学领域的移动技术已经成为重要

的研究领域。 移动学习成为许多机构的教育战略主题。 Ｎｇ 和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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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对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间出版的移动学习出版物进行了信息介绍，

８５％的出版时间在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０ 年之间， 在 ２００４ 年之后研究活动有所增

加。 目前尽管有了许多关于移动学习的书籍、 论文和经验， 但是依然难以

找到高等教育环境中关于移动学习经验的详细信息。 本节内容提供文献中

关于移动学习的多种建议， 并对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的使用进行综述。 该

综述的目的只是介绍该情境下高等教育的一些重要经验， 而不是全面详尽

的介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００４） 为这一领域做出的一个贡献是， 他确定出技术、 学

习者、 学习材料以及移动技术的形式 （例如， 移动设备和服务访问方式）

这四个方面。 在高等教育方面， 他阐述了如下情况： 日本学校制定策略，

禁止学生使用短信作弊； 一些学院考虑将资金使用从实体实验室转向无线

实验室设备； 一些校园， 如美国的达特茅斯大学和美国大学， 已经推出了

全校皆可连接的云服务。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这样总结：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现

在面临着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类似的情况， 当时的校园首次联网， 我们

都在探讨新万维网的概念。”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２００９） 强调指出， 高等教育机构应当鼓励学生使用手机。

到目前为止， 高等教育并没有竭尽全力通过移动设备为学生提供教育体验

和服务。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认为， 过去 １０ 年我们目睹了通信技术的两次革命： 互

联网革命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模式； 而手机革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任何

改变。 他提出， 我们知道学生都在使用手机 （如果学生忘记在教室关机，

我们会很不高兴）， 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使用手机为学生提供教育体验和

服务。

Ｏｓｍａｎ 和 Ｃｒｏｎｊｅ （２０１０） 分析了关于移动学习的文献， 目的是更好地

理解移动学习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他们在四个重要的专门研究移动学习

的国际杂志上进行在线调查：

• 《教育技术与社会》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ｅｔｓ ｉｎｆｏ ／ ｏｔｈｅｒｓ ／ ）。

• 《国际互动移动技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ｎｌ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ｊｉｍ）。

• 《国际移动学习和机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 ／ ｂｒｏｗ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ＤＥ ＝ ｉｊｍ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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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移动通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 ｂｒｏｗｓｅ ／ ｉｎｄｅ ｐｈ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４０）。

Ｏｓｍａｎ 和 Ｃｒｏｎｊｅ 的一个重要结论是： “由于高等教育领域内移动设备

的激增， 教学设计师和从业者有责任设计连贯一致、 真实可信的内容。”

这要考虑到移动设备对学习产生的多种积极和消极影响， 并展示移动学习

为高等教育带来的转变。

Ｇｕｐｔａ 和 Ｋｏｏ （２０１０） 提出了一种实证调查方法， 研究目前高等教育

机构使用多种移动学习工具的情况。 作者也介绍了移动学习情境的优点和

缺点。

Ｓｏｌｖｂｅｒｇ 和 Ｒｉｓｍａｒｋ （２０１２） 近期研究得出， 移动学习环境中的学生

选择何时访问学习资源用于学习之目的， 选择在哪个地点进行学习， 以及

如何使用学习资料。 作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学生在移动学习环境中受到的

限制 （这些学生使用移动设备访问视频课程）， 并建议对未来的移动学习

环境研究应当重视其他类型学习资料的使用， 例如， 应当重视短视频和小

测验。 另外， Ｓｏｌｖｂｅｒｇ 和 Ｒｉｓｍａｒｋ 认为， 为了改善教与学的质量， 需要根

据学生使用移动设备的习惯、 理念和态度， 对学生的情况进行识别和

分析。

回顾这些文献之后可以发现， 学者认同移动学习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

性， 但目前很明显欠缺的是真实应用的开发； 大部分的此类应用只有一小

部分的学生体验过。 本章认为， 制作功能强大的教育应用是促使移动学习

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关键， 这些应用不仅具有移动、 多媒体和多设备的特

点， 而且是通过分享和改善使高等教育达到新境界。 下面介绍一些高等教

育中真实应用的例子。

（一） 高等教育中的移动学习体验

ｕＭｏｂｉｌｅ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ａｓｉｇ ｏｒｇ ／ ｕｍｏｂｉｌｅ） 是康耐尔大学、 索邦大

学、 耶鲁大学和其他大学在 ２００７ 年制订的一个开源计划。 该计划将校园应

用、 内容和数据迁移到移动设备中， 包括通用操作系统中的应用 （智能手

机应用） 以及基于浏览器的内容。 初始模块包括校园地图、 目录、 公告、

搜索、 课程、 校园新闻和日历 （如图 １３ －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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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１　 ｕＭｏｂｉｌｅ 例子

（二）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公司的移动学习应用

目前， 大型软件企业正在为高等教育领域开发移动应用。 人们普遍认

为未来高等教育领域中会广泛使用这些应用， 就像人们使用移动设备中的

其他应用一样。

图 １３ －２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公司的移动学习平台

Ｋｉｎａｓｈ， Ｂｒａｎｄ 和 Ｍａｔｈｅｗ

（２０１１） 研究了澳大利亚邦德

大学使用的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公司的

移动学习应用。 该应用是一个

可以在 ｉＰａｄ， ｉＰｏｄ， ｉＰｈｏｎｅ 和

其他智能手机上运行的应用

（如图 １３ － ２ 所示）。 当大学

一旦启用这一应用之后， 学生

就可以在移动设备中输入用户

名和密码， 访问主题网站， 在

论坛上留言， 提交作业， 获取

信息和使用通信工具。

对参加两个学期 （２０１０ 年下学期和 ２０１１ 年上学期） 移动学习的 １３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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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研究结果显示， 对于 “ｉＰａｄ 改善学习” 的观点， ５１％的学生既不赞成

也不反对。 在明确表达立场的学生中， 赞成的学生比例要略高一些， ２６％的

学生表示赞成， １％的学生强烈赞成， 而只有 ２０％的学生表示反对， １％的学

生表示强烈反对， １％的学生选择 “不适用”。 在 “ｉＰａｄ 激励我学习” 的看法

方面， ４２％的学生表示赞成， ３２％的学生表示中立， 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１８％的学生反对， ３％的学生强烈反对， ５％的学生强烈赞成。 Ｂｒａｎｄ 等人得出

的结论是 “应鼓励教育工作者在教学实践中采用移动学习， 从而提高高等教育

的教学质量。”

（三） 加拿大瑞尔森大学的移动学习应用

Ｗｉｌｓｏｎ 和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２０１０） 给出瑞尔森 （Ｒｙｅｒｓｏｎ） 大学 （位于加拿

大多伦多市） 图书馆为学生创建移动应用的例子 （如图 １３ － ３ 所示）， 展

示了图书馆服务如何适用于移动环境， 以及图书馆如何在更大范围的校园

移动计划中发挥作用。 该大学为了保持图书馆与服务的关联性， 特别强调

图书馆的服务要适应新的环境。

图 １３ －３　 瑞尔森 （Ｒｙｅｒｓｏｎ） 大学白板———ＤＳＴ 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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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马来西亚开放大学

Ｌｉｍ， Ｆａｄｚｉｌｌ 和 Ｍａｎｓｏｒ （２０１１） 以马来西亚开放大学通过短信服务

（Ｓｈｏｒ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ＭＳ） 计划成功实施移动学习为例， 介绍了大学

如何为本科远程学习者提供混合式学习的方法 （如图 １３ － ４ 所示）。 这一

试点项目周期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开始实施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已是第六个连续的

学期。 ＳＭＳ 计划让校内学习者可以接触到传统交流空间之外的学习者， 并

帮助学习者与大学、 同学与导师之间相连。

图 １３ －４　 马来西亚开放大学的短信服务计划 （ＳＭＳ）

（五） 在使用移动技术方面最有创意的七所高等教育机构

Ｍａｒｑｕｉｓ 和 Ｒｉｖａｓ （２０１２） 调研多所私立和公立大学目前的移动技术使

用情况， 并参考了全球各地的经验， 认为如下七所高等教育机构在使用移

动技术方面最有创意。

• 美国的艾柏林基督大学实施了多项计划， 将移动设备用于教室情

境， 包括化学教授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Ｐｏｗｅｌｌ 和 Ａｕｔｕｍｎ Ｓｕｔｈｅｒｌｉｎ 博士制作播客， 以及

综合性研究学生对技术的使用情况。 另外， Ｐｏｗｅｌｌ 教授还是移动增强探究

性学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ｉｂｌ ｏｒｇ ／ ） 的创办者。 移动增强探究性学习是一

个混合式学习策略， 旨在解决基于探究性的学习问题， 以及专注于 ＳＴＥＭ

领域 （科学、 技术、 工程学和数学类别） 的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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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双语应用———ｕｏＭｏｂｉｌｅ， 向学生提供利用移动

设备访问主页上的常用部分的服务和访问个人日程或分数的服务。

• 孟加拉开放大学是一所远程教育机构， 该大学使用短信服务与电视

和广播混合等方法， 提供多媒体学习体验， 增加学生的参与度。

• 美国东北社区学院的新闻学院使用无线技术让学习者与从业者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 目的是讨论目前的职业环境， 以及如何适应数字时代。

• 美国普渡大学创建了 Ｈｏｔｓｅａｔ （如图 １３ － ５ 所示）， 这是一个有社交

网络的 Ｗｅｂ 应用， 该应用是提供一个合作教室，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做出

接近实时的反馈， 教授根据反馈调整课程内容， 改善学生学习体验。 学生

可以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或推特账户向 Ｈｏｔｓｅａｔ 发送信息， 或者登录 Ｈｏｔｓｅａｔ

网站。

图 １３ －５　 普渡大学 Ｈｏｔｓｅａｔ 网页应用

•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移动应用中心提供了一个移动开发人员工具箱，

目的是鼓励学生、 教师和员工为学校社区开发和传播有用的移动应用 （如

图 １３ － ６ 所示）。

• 美国西顿霍尔 （Ｓｅｔｏｎ Ｈａｌｌ） 大学在 ２０１０ 年向每位全日制学生和教

师配发了一台 ｉＰａｄ， 这是首次有高等教育机构采取类似措施。 设备提供的

移动应用 （如 Ｒｅｅｖｅｓ Ｍｏｍｏｒｉａｌ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可以让学生通过移动方式访问图

书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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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６　 密歇根大学移动开发人员工具箱网站

二、 ｍＵＯＣ： 移动、 多媒体和多设备

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ｏｒｉａ， ＵＯＣ） 创办于 １９９４ 年， 是加泰罗尼亚教育体系中的一所远程大

学。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学年， 大约有 ６２ ０００ 名远程学生参加了 １５ 个本科课程

和 １６ 个博士课程的学习。 从创立之初， ＵＯＣ 便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ＣＴ） 作为学生和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进行互动的基础。 其目的是帮助学生实现学习需求， 并不受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而获取知识。 因此， 学生和教师无须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进行

学习活动。

本科课程学生的主要特点： 大部分参与过大学学习或者拥有学位、 年

龄为 ２６ ～ ３５ 岁 （５３ ８％） 的成人学生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１９９９）； ８５％的学生拥

有全职工作； ５５％的学生需承担家庭责任。

ＵＯＣ 教师主要是学术人员 （上学期为 ２ ８６５ 人）， 这些人同时也是其

他大学或高中的全职员工， 或者 （一小部分） 是商业人士。 从创办之初，

ＵＯＣ 便在教学数字能力的获取、 在机构和教育行业的应用中起着催化作

用。 加泰罗尼亚政府采用的这种有效方式可以促进在加泰罗尼亚教育体系

中技能的获取和数字技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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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当这所大学创办之初时， 学生需要将台式计算

机与网络相连才能进行学习。 这对于西班牙市民而言是一个阻碍， 因为在

３ ９００ 万人中， 只有 ２０ 万人拥有互联网入口。 然而克服这一阻碍比人们想

象得更简单和快速， 电子学习可以提供 ２４ 小时的资源访问服务， 人们无须

在校园内进行学习。

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兴起之后， 移动技术帮助 ＵＯＣ 提升了教学质

量并对社会产生了影响。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为支撑新的教育环境带来了

新的可能性， 这是台式机无法实现的。 移动学习让学习者可以在任何地点

访问学习资源， 拥有强大的搜索能力 （即 ＧＰＳ 定位） 和丰富的用户互动，

扩展了电子学习的概念。 利用这些移动设备， 学生和教师可以在上下班或

出行途中学习， 在等候时间查阅邮件， 扩大了传统的学习时间和空间。 每

个设备就其本质都可以用于特定的活动： “我希望检查” （通过电话），

“我希望沉浸” （通过平板电脑）， “我希望管理” （通过电脑）。 Ｈｅｓｓ

（２０１２） 指出真实情境 （位置） 与预期情境 （预期用途） 的差异， 他认为

自己是 “位置不可知信仰者”， 不会将设备与用途关联。 客观情境向主观

情境的转变使重塑未来不同设备之间所设计的体验方式更好地支持用户目

标， 完全仿造模拟工具融入真实空间。

总而言之， 综合使用这三种设备更有可能提供最佳的学习过程。 因

此， 不应把移动学习视为计算机学习的副本， 而应当视为一种补充、 一个

新的层次， 即为教与学增加的新机遇。

ＵＯＣ 的移动学习战略通过 ｍＵＯＣ 项目而开展。 ｍＵＯＣ 项目的目的是

促进和传播移动设备的使用， 把移动设备当作教学过程的创新和有效元

素， 以及普通计算机的补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４％的学生拥有笔记本电脑，

７６％的学生拥有平板电脑， ４５％的学生拥有电子书阅读器。 其实， 自 ２００９

年起学生已可以在虚拟教室使用 ｋｉｎｄｌｅ 电子书阅读器、 电子出版物、 音频

书和其他格式的文件 （尽管有 ９０％的人还在使用 ＰＤＦ 文档， ８０％的人使

用纸质书）。

因此， ｍＵＯＣ 项目目标是重塑学习活动的设计过程， 并整合最合适的

学习资源。 目前， 大部分的学习资料为纸质， 并通过物流方式分发。 如果

ｍＵＯＣ 项目取得成功，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学生就会找到其他支持方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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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适合的学习路径。 为达到项目目标， ｍＵＯＣ 项目一方面是向学生和教

师介绍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完成教学任务。 ｍＵＯＣ 项目创造了一个社交虚拟

平台， 供学生分享学习经验并支持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 另一方面

是制作更多的多媒体内容， 因为多媒体内容被视为移动设备的理想学习资

源格式。 由此，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创建了 “多媒体实验室”， 让教师

们可以轻松地制作和编辑视频。 教师们可以获得学习与视听支持服务、 用

于培训的视频教程等方面的支持， 这些支持确保教师可以获得自主开发多

媒体项目必要的能力。

作为 ｍＵＯＣ 项目的一个补充， 学校还开发了 ＯｐｅｎＡｐｐｓ 平台， 用于收

集并提供大学内所有最佳教学实践、 教学经验技术以及技术解决方案。 例

如， ＬｉｖｅＳｃｒｉｂ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ｖｅｓｃｒｉｂｅ ｃｏｍ） 视频用于展示关于数学的

最佳实践， 也有其他例子展示了如何制作视频， 视频主题包括 “如何提升

口语能力” “如何学习外语” 等。 最后需要指出， 在电子学习过程中的一

个关键问题是， 当广泛利用移动性、 多媒体和多设备时， 所有学习资源必

须与学习计划紧密相连。 学习计划应当以学生活动为中心， 教师的角色应

当是学习促进者， 而不应是内容的分发者。

ｍＵＯＣ： １１ 个重要的例子

本节将介绍促进和丰富教学任务的移动技术应用和使用模式。 之前提

到， ＵＯＣ 设置了一个网络空间， 学术人员可以在此分享如何使用移动设备

的经验和实践。 由于学校特别关注多媒体内容的移动性能， 如使用移动设

备拍摄照片， 录制和播放视频， 并使用移动应用进行编辑和修改等， 因

此， 让教师使用这些新的样式与学生互动， 并通过多种渠道发布内容 （如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ｉＴｕｎｅｓＵ， 开放课件等）。 ＵＯＣ 提供了一个应用， 可以从平板电脑

创建教育视频， 这些视频类似于 “可汗学院”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ｈ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ｒｇ ／ ） 提供的视频教程。

ｍＵＯＣ 是 ＵＯＣ 的移动学习方式， 通过移动设备提供最适合小屏幕设备

和移动情境的功能和应用。 因此， ｍＵＯＣ 项目也包含一些应用的开发 （在

需要时开发）， 这些应用可以为学与教工作提供支持。 以下经验用于满足

ｍＵＯＣ 概念下 （移动、 多设备和多媒体） 特殊用户的需求。 通过遵守以用

户为中心的设计过程， 学校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方法、 期望值、 需求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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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选择和设计最能提升学生学习体验的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 ＵＯＣ 设计的应用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关的方法。

事实上， 在应用市场， 有大量的第三方应用可供学生和教师改善学与教。

这些应用包括： 让学生获取学习资料和共享笔记的阅读器， 使用触控笔记

录和记笔记的应用， 用于视频编辑和创作的应用， 与特定主题相关的严肃

游戏， 模拟器， 管理应用， Ｄｒｏｐｂｏ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ｒｏｐｂｏｘ ｃｏｍ） 和印象

笔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ｖｅｒｎｏｔｅ ｃｏｍ） 等存储服务应用以及计算器、 词典等

应用。

每位学生和教师都有自己的特殊需求、 使用的设备和使用情境。 这意

味着一系列应用应是易于寻找和选择的， 因此 ＵＯＣ 创建了前文提过的移动

学习社交网站 （ｈｔｔｐ： ／ ／ 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ｕｏｃ ｅｄｕ）， 该网站是一个虚拟空间， 学

生和教师可以在这里分享喜好、 经验和建议。 网站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按照

设备、 情境以及学与教行动进行分类的学习应用市场， 用户可以利用该网

站为各种设备选择最佳的应用进行学与教的活动。

简而言之， ＵＯＣ 的移动学习是一个基于用户研究而进行的工作， 可以

发现、 设计和开发满足学生和教师需求的应用， 并在真实的环境中使用。

通过对这些体验的评估， 我们不断地改善和增强用户在移动、 多媒体和多

设备方面的体验。 除了这些移动学习应用之外， ＵＯＣ 针对学与教还实施了

多个项目提升移动体验， 包括移动校园、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４ｉＰａｄ、 用于网页邮件的

移动 ＵＯＣ 应用。

１ 学习资料的多种格式

２００４ 年， 我们开展了一个用户研究， 了解学生如何使用学习材料。 在

研究中发现， 学生会根据学习目标采取不同的方法。 根据这一研究结果，

我们启动了一个名为 Ｍｕｌｔｉｆｏｒｍａｔ 的项目， 目标是为学生提供多种格式的学

习资料。 我们使用独特的 ＸＭＬ 文件制作文本、 语音和视频格式， 这样， 用

户在上下班途中可以收听语音， 具有视力障碍的用户可以使用辅助设备，

学生可以在电脑上查询 ＰＤＦ 文件中单词的含义。 多格式适合用户的需求、

目标和设备， 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提供增强学习体验 （如图 １３ － ７ 所示）。

２ 教室提醒应用

ＵＯＣ 大部分学生需要全职工作， 他们要照顾家庭成员， 还要面临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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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上下班路途， 这些因素增加了他们对学习状况的压力。 因此， 通过教

室提醒可以查看教室使用情况， 让学生随时随地了解最新情况 （如图 １３ －

８ 所示）。 我们利用情境化查询技术进行了一项内部研究， 研究对象为上下

班途中的七名学生。 研究结果显示， 查看提醒可以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带

来的压力。

图 １３ －７　 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的多格式学习资料

图 １３ －８　 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的教室提醒应用

３ Ｇｕｉｘａ

一个如何提供电子反馈的项目 （即如何使用音频和视频反馈来增强学

习体验和学生成绩的项目） 让我们开始了另外一个名为 Ｖｉｄｅｏ Ｓｋｉｌｌｓ 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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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该项目的想法是给教师们一种简便的方法去制作、 记录和发布视频，

这些视频是对学习难点进行的阐释， 用于辅助教室教学。 通过考虑上述因

素， 我们分析现有的应用， 开发了一个名为 Ｇｕｉｘａ 的新应用 （Ｇｕｉｘａ 在加泰

罗尼亚语中的意思是 “画画”）。 这个应用可以让教师在电子白板上写字的

同时记录语音 （如图 １３ － ９ 所示）。

图 １３ －９　 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的 Ｇｕｉｘａ 应用

４ ｉＰＡＣ

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 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来改进教学工具。 通过

减少固定任务所用的时间， 并提供更好的教室工具， 可增加教师为学生提

供真正教学的时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开发了一个 ｉＰｈｏｎｅ 应用， 使

用该应用可以下载和上传所有的学生作业， 并对 ＰＤＦ 文件进行注释， 类似

修改论文。 根据我们对用户的研究发现， 教师依然喜欢在打印出来在纸质

文件上进行批改。 只是， 这样学生便无法看到这些批改内容。 使用 ｉＰＡＣ

应用， 教师无须在计算机屏幕上进行修改， 而学生也可以获得反馈信息

（如图 １３ － １０ 所示）。

５ 投票和小测验

除了在移动情境中 （如上下班途中） 浏览和阅读学习资料之外， 学生

还可以获得所学知识的即时反馈。 我们以 Ｍｏｏｄｌｅ 和微博客为基础开发了一

个小应用程序。 学生可以将这个小应用程序下载到他们的移动设备上回答

教师给出的对错选择题 （如图 １３ － １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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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１０　 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的 ｉＰＡＣ 应用

　 　

图 １３ －１１　 加泰罗尼亚

开放大学的 Ｐｏｌｌｓ 应用

６ 微博客

ＵＯＣ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根据特定的教学情境需求， 提供新的教学

工具。 这样， 教师可以利用一系列工具， 加入学生的学习过程， 其中一个

工具便是微博客。 这个工具用于多个用途， 例如， 分享链接和信息， 减少

孤单感， 改善教室环境的动态性。 从这些方面来看， 通过移动设备使用微

博客非常重要。 这个工具与教室提醒应用类似， 不过学生可以使用移动设

备访问教室的微博客。

７ 移动校园

移动校园是在移动浏览器上运行的虚拟校园版本。 它能够对从虚拟校

园到智能手机和数字平板电脑上浏览器要求的所有功能和信息进行修改，

提供清晰且直观的导航。

８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４ｉＰａ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４ｉＰａｄ 项目通过修改教学资料， 探索触摸屏平板电脑在教育领

域的潜力。 从本质上讲， 这是一个电子出版应用， 展示如何通过不同的方

法呈现信息， 组成特定的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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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移动 ＵＯＣ 应用

这套在 ｉＯＳ 和安卓平台上运行的 ＵＯＣ 本地应用， 让学生可以访问虚拟

校园的信息和内容。 ｉＰａｄ 中的 ｉＵＯＣ 应用可以访问虚拟校园和教学资料，

在安卓和 ｉＰｈｏｎｅ 上运行的 ＵＯＣｍａｉｌ 应用可以提供移动设备 Ｅ⁃ｍａｉｌ 客户端服

务。 用户可以在安卓市场上下载和更新应用。

１０ 增强现实

增强现实是一个通过移动设备增加真实世界视觉的教育应用。 用户可

以使用增强现实工具创建文化遗产的景观。 目前在加泰罗尼亚估计有超过

１５０ 个景点采用了增强现实应用， 这对于游客而言是个宝贵的财富。

１１ 移动访问实验室

这个多设备访问实验室能让用户评估网站和移动应用的可访问性和可

使用性。 这个实验室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测试可访问性和可用性， 对具有

视力障碍的用户格外有用。

三、 结论

本章概要介绍了高等教育中的移动学习经验， 目的是分享经验， 并强

调大学的新机遇。 大多数计划的实施时间都只有两年。 高等教育中的移动

学习才刚刚开始。

本章详细介绍了 ＵＯＣ （单一模式的开放大学） 的经验。 从 ２０１１ 年起，

ＵＯＣ 便将其战略定义为为学与教活动中培养 ｍＵＯＣ 的概念， 这意味着其倡

导具有移动性、 多设备和多媒体的教学方法。

移动学习是对台式计算机活动的补充。 由于学生使用多种设备， 因此

并不是所有的学习和管理过程都需要移动化。 重要的不是物理环境 （位

置）， 而是预期环境 （预期用途）。 台式机、 平板电脑和移动手机的综合使

用可以为最佳的学习过程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移动学习 （ｍＵＯＣ 项目） 实现了移动性和多媒体学习。 另外， 学习实

践的质量正在增强。 移动应用和多媒体内容作为资源避免了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学 （通过教科书或者学生需要消化的课程内容进行教学）。 教师和学

生可以实现创意性协作教与学 （ＯＬＣＯＳ，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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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教学实践需要教育机构的管理团队更加重视教育， 不要将

学术生涯定义为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对于 ２１ 世纪的教育从业者

而言， 既要进行高质量的研究， 也要保证一流的教学。

希望采用移动教学方式的教育机构也必须开展适当的培训和支持， 这

对于确保管理团队和教师获得必要的能力非常重要， 可以保证他们更持续

广泛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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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１）， ２３ －３３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Ｐ （１９９９） ． Ａｄｕｌ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ｒｅａｄ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ＩＳＢＮ

０７４９４２７９５７

４１２



第十三章　 高等教育中的移动学习 　

Ｔｒａｘｌｅｒ， Ｊ （２００９）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 （１）， １ －１２ ｄｏｉ： １０ ４０１８ ／ ｊｍｂｌ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０１．

Ｗｉｌｓｏｎ， Ｓ ， ＆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Ｇ （ ２０１０ ） ．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ｕ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８ （２）， ２１４ －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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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工作场所中的移动学习： 释放

在职教育中移动技术的价值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Ｐｉｍｍｅｒ 和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Ｐａｃｈｌｅｒ

摘要

手机的使用吸引了人们对在职学习和职业教育领域的巨大兴趣。 令人

惊讶的是， 有关移动设备有效地用于工作场所中的学习和能力发展的系统

性知识却很少。 目前的许多方法依据行为和认知规范， 主要是对移动学习

内容重新打包， 使其适应移动设备的小尺寸屏幕。 与此不同， 本章试图介

绍如何使用移动设备实现丰富的教学策略。 我们使用多种教育参数将移动

学习定义为连接和联系不同情境的学习： ①创建和分享内容； ②为了工作

而学习和在工作中学习； ③个人和社会的学习形式； ④跨越正式和非正式

情境的教育； ⑤情境、 社会认知、 文化、 多模式和建构主义教育范例。 我们

以在职教育中不同领域和学科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并得出以下结

论： 移动设备不仅可以提供零星式的、 自我引导的培训， 也可以连接和跨越

不同的学习情境和方式， 为不同背景和职业生涯阶段的学习者提供支持。

引言

移动学习是一种蓬勃发展的教育现象。 在职场学习和在职教育领域中，

手机、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对人们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 除

了第一个实证研究 （Ｐａｃｈｌｅｒ、 Ｐｉｍｍｅｒ 和 Ｓｅｉｐｏｌｄ，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ｂ） 和理论与

概念讨论 （Ｐｉｍｍｅｒ， Ｐａｃｈｌｅｒ 和 Ａｔｔｗｅｌｌ， ２０１０） 外， 只有很少的系统性知识

介绍移动设备如何高效地用于工作场所的学习和能力发展。 尽管在职移动学

习是一个不成熟的新兴实践与研究领域， 但在阐述该论点之前， 我们还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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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绍其概念。 综合多种在职学习和移动学习的说法 （Ｐａｃｈｌｅｒ， Ｂａｃｈｍａｉｒ 和

Ｃｏｏｋ， ２０１０； Ｐａｃｈｌｅｒ 等， ２０１１ａ）， 我们将 “在职移动学习” 定义为：

一个通过移动设备获取知识的过程， 一个能够在多个、 新的、 不断变

化的情境中成功学习的过程， 该学习包含了为工作而学习， 在工作中学习

和通过工作来学习。

这个范围相当广泛的定义阐述了在职教育的动态本质， 其中包括非正

式教育情境中的教育。 该定义建立了工作场所学习观点与把职场学习纳入

到一系列正式教育计划中的联系 （Ｅｖａｎｓ， Ｇｕｉｌｅ 和 Ｈａｒｒｉｓ， ２０１０）。

和其他技术创新一样， 移动技术具有革新和丰富当前教育实践的潜力。

不过， 从目前的技术使用情况来看， 这一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新技术主

要用于加强传统、 教导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Ａｔｔｗｅｌｌ， Ｃｏｏｋ 和

Ｒａｖｅｎｓｃｒｏｆｔ， ２００９； Ｈｕｇ， ２００９） ———或者正如传播理论家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

所言： “我们从后视镜中观察现状， 我们的步伐与未来渐行渐远。” （Ｗｏｏｄ⁃

ｉｌｌ， ２０１２， 引用 ＭｃＬｕｈａｎ）。 在职教育中， 似乎正是这种情况， 与技术增强

学习 （Ｋｒａｉｇｅｒ， ２００８） 和移动学习越来越远。

例如， 在这个领域进行的初步研究发现， 许多专家预计在不久的未来， 在

移动设备上为个人学习提供内容的主要方式为公司移动学习 （Ｐｉｍｍｅｒ 和

Ｇｒöｈｂｉｅｌ， ２００８）。 确实， 目前许多移动学习 “解决方案” 倾向于在移动设备上

提供传统的电子学习内容， 下文 Ｓｗａｎｓｏｎ （２００８） 提出的例子中有清晰的阐述。

移动学习的传统方式： 金融业案例

一家金融业的大公司为其高度移动化的投资银行家设计了移动学习试

点项目。 他们从公司学习管理系统 （ＬＭＳ） 中挑选合规培训资料， 通过推

送方式发送到银行家的黑莓设备中。 为了让内容适合移动设备， 减少了学

习目标。 例如， 将多媒体内容替换为图像和文字。 学习是专注于个人、 自

我导向的学习。 合规培训主要用于帮助学习者为未来的可能用途做好准

备。 公司利用可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ＳＣＯＲＭ）， 通过相当正规的方式

引导和构建技术和教育设计。
试点项目相当成功， 管理人员和员工对此反响强烈， 这些人员出行时

间很长 （如商务旅行）。 公司使用总结性评价衡量参与者的学习效率。
Ｓｗａｎｓｏｎ （２００８） 认为， 采用移动方式学习的实验团队成员与控制团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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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相比， 平均能力分数要高出 １ ２１％。
表 １４ － １ 总结了工作场所中传统移动学习方式的主要特点。

表 １４ －１　 工作场所中传统的技术增强和移动学习方式

情境参数 传统方式 移动学习案例研究摘录 （Ｓｗａｎｓｏｎ， ２００８）

内容 发布 标准化： “通过黑莓手机提供合规培训课程”

与工 作 过 程

的接近性

为 工 作 而

学习

情境独立： “提供随时随地的学习”： ３２％的人在旅途

中完成了学习， ２４％ 的人在上班途中完成了学习，

２６％的人在家中完成了学习， １８％的人在办公室或其

他地方完成了学习

社会形式 个人 人机交互： “让学习者能够与内部 ＬＭＳ 来回沟通”

正式程度 正式

高度结构化： “ＳＣＯＲＭ 等标准帮助指导技术设计的方

法论” …… “用于报告、 解决问题、 课程和学习者级

别的工具”

教育范式
认知，

行为

结果 （总结性评估）： “平均能力分数增加 １ ２１％”

持续时间： “完成培训的时间更短， 完成率提高

了 １２％”

一、 在不同情境中学习

我们不希望批评上述学习方式， 但是， 我们认为如果移动学习限制在

上述方式内， 会丧失很多的学习机遇。 我们认为在职移动学习的特殊价值

是将学习与不同的情境相连， 与教育科学的特有分支建立连接。 下文中将

介绍一些教育参数 （如内容、 过程、 社会形式、 正式程度和教育范式），

展示如何通过移动设备将不同的情境相关联。

（一） 连接 “内容的创造和分享”

将电子学习内容压缩后提供给移动设备可能是最直接的方式， 这些方

法也有优点， 特别是对于远程和移动员工而言。 例如， 上文中介绍的投资

银行家的例子 （Ｓｗａｎｓｏｎ， ２００８）、 途中的工程师 （Ｗｅｅｋｅｓ， ２００８） 和专

业司机 （ｄｅ Ｗｉｔｔ， Ｇａｎｇｕｉｎ 和 Ｍｅｎｇｅｌ， ２０１１； Ｓｔｅａｄ 和 Ｇｏｏｄ， ２０１１）。 尽管

这些方式有优点， 但我们还是认同Ｗｏｏｄｉｌｌ （２０１２） 的看法， 他认为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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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应用或移动网站不限于仅是将教室资料进行简单的重新打包后用于小

屏幕设备， 那么便能发挥移动通信学习的全部潜力。” 从教学观点来看，

我们认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创作以及多媒体资料 （文字、 音频、 图片和视

频） 内容分享更有前途。

文献中的一些例子展示了不同背景中的学习者如何利用移动技术创造

和分享学习内容。 例如， Ｂｒａｎｄｔ， Ｈｉｌｌｇｒｅｎ 和 Ｂｊöｒｇｖｉ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５） 展示了

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如何视频记录设备的操作方法， 接下来的学习是其他

同事使用手持计算机对这些视频进行评价。 与之类似， Ｗａｌｌａｃｅ （２０１１） 展

示了公园管理员如何使用移动技术制作日常任务的数字故事， 并与其他同

事分享。 这些特定情景、 多模式和多语音的教学资料可以用于复习或者新

人培训。 重要的是， 这两个例子展示了视频的制作 （主动知识构建） 和分

享均能为同伴学习和反思实践提供宝贵的机会。

借助描述和改编， 以故事形式呈现的多种不同模式体现出多种学习设

计。 另外， 也为意义构建和自我认同发展提供特定的可见功能 （Ｂｅｚｅｍｅｒ，

Ｊｅｗｉｔｔ， Ｄｉａｍａｎｔｏｐｏｕｌｏｕ， Ｋｒｅｓｓ 和 Ｍａｖｅｒｓ， ２０１２）。 例如， 让学习者在成为

实践社群正式成员的过程中展示特定的能力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０５； Ｗａｌｌａｃｅ，

２０１１）。 多媒体内容的生成和分享涉及移动设备的主要功能。 尽管多媒体

采集并不是新事物， 但是在一种 （移动） 设备内整合多种功能 （在文献中

被称为聚合， Ｐａｃｈｌｅｒ， Ｂａｃｈｍａｉｒ 和 Ｃｏｏｋ， ２０１０） 为学习提供了新的简单的

机遇。

（二） 连接 “为工作而学习” 和 “工作中的学习”

标准的学校教育体系以及许多公司培训形式都是基于 “以防万一” 的

学习理念： 员工通常在工作之外获取陈述性的抽象的通用知识， 以提高能

力。 例如， 上述投资银行的合规培训， 银行帮助学习者为未来的应用做准

备。 与之相比， 及时学习通常发生在工作场所， 并且即刻与学习者相关

（Ｈａｒｒｉｓ， Ｗｉｌｌｉｓ， Ｓｉｍｏｎｓ 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２００１）。 使用移动设备可以连接 “为工

作而学习” 和 “工作中的学习”， 让学习者在需要应用抽象知识迅速解决

工作挑战时提供现场支持， 如访问互联网或局域网上搜索到的编码知识。

ＩＢＭ 最近的研究发现验证了这一看法。 与上述投资银行的例子类似，

ＩＢＭ 最初的想法是为其 ２ ５ 万名员工开发可以 “随时随地” 利用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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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迷你课程。 不过， 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员工都不会用手机学习在线

课程， 而是为获得 “现场绩效支持” 去访问资源。 获得这些发现之后，

ＩＢＭ 改变了移动学习战略： 首先提供一个系统更好地帮助员工解决即刻的

工作挑战， 例如， 在与网络客户会谈之前， 给出公司内部重要信息列表

（Ａｈｍａｄ 和 Ｏｒｉｏｎ， ２０１０）。 这种方式符合 Ｈａｇｅｌ， Ｂｒｏｗｎ 和 Ｄａｖｉｓｏｎ （２００９）

设想的拉动原则， 他们强调技术不仅仅是帮助人们随时随地获取资源， 而

且是在需要的时候获取资源。

当支持决策和问题解决的手机可以增加生产效率时， 其教育价值需要

更加仔细地审视。 在临床工作场所学习领域进行的研究显示， 直接在医疗

点提供的信息可以增强自我导向的学习实践。 例如， 研究发现了临床工作

场所的医学学生如何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移动设备支持学习和意义构建， 将

网络资源中的编码知识与情境体验 进 行 关 联 的 （ Ｐｉｍｍｅｒ， Ｌｉｎｘｅｎ，

Ｇｒöｈｂｉｅｌ， Ｊｈａ 和 Ｂｕｒｇ， ２０１２）。 另外一项研究发现， 移动临床决策支持系

统可以改善学习和实践 （Ｇｒａｄ， Ｐｌｕｙｅ， Ｍｅｎｇ， Ｓｅｇａｌ 和 Ｔａｍｂｌｙｎ， ２００５）。

对于临床工作空间的进一步研究显示， 使用移动手机或 ＰＤＡ 等决策支持工

具可以减少学习者的不安， 增加学习者的自信心 （Ａｘｅｌｓｏｎ， Ｗａｒｄｈ，

Ｓｔｒｅｎｄｅｒ， Ｎｉｌｓｓｏｎ， ２００７； Ｌｅｕｎｇ 等， ２００３）。

另外一种移动即时学习是情境增强现实。 不过， 尽管 Ｇｏｏｇｌｅ 公司的

Ｇｏｇｇｌｅｓ 等项目似乎很有发展前景， 但是目前尚不确定如何将这种技术用

于在职教育中。

（三） 连接 “个人和社会学习”

移动的重要功能是交流 （即社会互动）， 令人惊讶的是， 许多移动学

习解决方案 （如上述投资银行的案例） 都是基于个人的学习。 对于工作场

所而言， 这种学习方式更加不合适， 因为在工作场所中许多能力的发展都

来源于 “相互学习” （Ｅｒａｕｔ， ２００７）。

在上述 ＩＢＭ 案例研究中， 员工在公司内部网中获取信息源。 不过， 如

果他们从这些信息源中无法获得信息， 他们便会使用手机咨询相关主题专

家， 如经验丰富的员工， 用以帮助解决紧急客户咨询的问题。 有趣的是，

研究发现， 与台式机相比， 员工更喜欢使用手机与 “个人圈第二层或第三

层的人” 进行沟通， 这些人属于团队之外的人员， 不是员工主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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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ＩＢＭ 研究显示， 由于能够快速地联系同事， 员工的自信心级别以及工

作绩效都有所改善。

类似的研究发现 （来自大学）， 使用在线社交网站不但可以与心理状

态相互作用， 还可以帮助维持关系 （特别是弱关系）， 因为在离线状态下，

人们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 （Ｅｌｌｉｓｏｎ， Ｓｔｅｉｆｉｅｌｄ 和 Ｌａｍｐｅ， ２００７）。 根据 “强

化弱关系” 理论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７３）， 弱关系可以为学习者和机构提供特

定任务和学习机会， 因为他们会促使将想法和创新传播到圈子或机构之

外。 这似乎也符合 Ｈａｇｅｌ 等人（２００９） 所认为的松散耦合关系的重要性， 他

们认为这种关系是 “跨越大量的机构实体， 使机构之间减少事务性的， 增

加相关性、 支持性的丰富的跨企业互动与员工之间的合作”， 这种方式也

可以通过一种叫 “联系人标签” 的特殊的社会网络来实现。 Ｃｏｏｋ 和

Ｐａｃｈｌｅｒ （２０１２） 使用案例研究说明了员工如何通过 “根据与联系人有关的

主题” 相互标记， 收集公司内外人士的信息 （２０１２）。

所有这些例子均说明了移动技术如何与个人学习和社会互动的问题解

决相关联。

（四） 连接 “非正式和非正式学习情境”

与正式培训情境相比， 移动设备在非正式学习情境得到更加广泛的使

用。 这些移动的设备较好地将工作场所中的非正式学习与正式学习相关联

（如教师教学或辅导）。 例如， Ｌｕｆｔｈａｎｓａ 创造了类似的课程概念， 初级管理

人员在工作场所 （非常不正式的学习情境） 通过文本获得简短的任务。 这

些任务的目标是应用在之前面对面工作坊中 （更加正式的教育情境） 学习

到的理论知识。 在第二条中， 学习者需要回答如何能较好地完成任务 （Ｌｉ⁃

ｓｏｎ， ２００４）。 尽管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而且也没有

可用的评估， 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说明了如何使用移动

设备与正式情境中的知识建立关联。

相反的， 移动设备也可以用于工作职场的非正式学习与更加正式的教

育环境相关联。 在职学习中的一些例子显示， 学习者使用手机可将工作场

所的学习与教室中的教师辅导或教学进行连接。 例如， 来自不同领域 （如

林业、 建筑工程、 旅行社、 儿童和休闲引导和餐饮业） 的学习者用手机回

答关于学习进度的常见问题， 例如： “我感觉今天自己发挥了作用”，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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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学习到了新知识” （ Ｐｉｒｔｔｉａｈｏ， Ｈｏｌｍ， Ｐａａｌａｎｅｎ 和 Ｔｈｏｒｓｔｒöｍ，

２００７）。 教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传播、 收集和分析。 学生也可以丰富在线日

历， 方法为使用手机拍摄照片、 视频和声音， 然后在教室情景中讲述经

验。 评估报告显示这些方法获得了学生的欢迎， 可以通过设置学习目标、

支持性反思练习和自我评估来提升教育质量 （Ｍｅｔｔｉäｉｎｅｎ 和 Ｋａｒｊａｌａｉｎｅｎ，

２０１１； Ｐｉｒｔｔｉａｈｏ ｅｌ ａｌ ， ２００７ ）。 与 之 类 似， Ｃｏｕｌｂｙ， Ｄａｖｉｅｓ， Ｌａｘｔｏｎ 和

Ｂｏｏｍｅｒ （２０１１） 与 Ｃｏｕｌｂｙ， Ｈｅｎｎｅｓｓｅｙ， Ｄａｖｉｅｓ 和 Ｆｕｌｌｅｒ （２００９） 在报告中

介绍了学生如何使用手机进行形成性自我评估和相互评估。 评估结果整合

到学生的电子档案中， 允许学生和教师讨论评估结果和更加广泛的问题。

（五） 连接 “ （社会） 认知、 文化和建构主义观点”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研究人员和从业者迫切希望测量出认知效果， 主

要目的是改善知识回忆和保留。 考虑到要涉及多种学习策略， 我们认为这

是一种有限且毫无希望的尝试。 因此， 有人可能认为投资银行案例中 “平

均能力分数 １ ２１％的提升” 能否证明需要花费额外的资源将电子学习内容

转换为适合移动设备的格式。

除了认知观点之外， 我们认为工作场所中移动学习的价值可以通过社

会认知、 情境化和社会认知方式进行很好的诠释。 其他的研究报告从社会

认知的角度， 说明了用于工作场所的资源如何促进情境化学习和意义构建

（Ｐｉｍｍｅｒ， Ｌｉｎｘｅｎ 和 Ｇｒöｈｂｉｅｌ， ２０１２）， 增加学习者的自信心和减少不确定

性 （Ａｘｅｌ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０７； Ｌｅｕｎｇ 等， ２００３）。 用于正式评估或者学习日记记

录学习过程可以促进反思性实践， 包括行动中和行动后的反思 （Ｓｃｈöｎ，

１９８３）， 以及增加反馈级别 （Ｃｏｕｌｂｙ 等， ２００９； Ｃｏｕｌｂｙ 等， ２０１１）。

本章前文展示了医学学生如何使用移动手机记录 “情境化体验” （例

如， 他们使用多媒体材料进行个人学习和测试之前的反思）， 以及 “骄傲

地向他人展示” （Ｐｉｍｍｅｒ， Ｌｉｎｘｅｎ， Ｇｒöｈｂｉｅｌ， Ｊｈａ 和 Ｂｕｒｇ， ２０１２）。 这些例

子强调了社会动力的重要性， 并将社会认知学习与社会文化实践相关联。

许多例子体现出工作场所移动学习的社会文化观点。 例如， Ｃｈａ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 认为， 记录和分享工作中真实的多媒体体验可以增强学习

者的自我认知、 自我接纳和身份构建过程。 职业身份轨迹 （是指人们成为

实践社群中心成员的方式） 可以通过学习者有意向同事、 雇主和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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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电子档案得到证明。 Ｗａｌｌａｃｅ （２０１１） 也介绍了学习者如何通过创

造、 分享和反思多媒体学习资料提升专业能力的证据。 通过这种方式， 优

秀学习者的身份可以得到关联。 Ｗａｌｌａｃｅ 认为移动设备有助于 “教育与社

会相连接并产生意义连接”。

与之类似， 我们在研究中展示了学习者如何使用移动手机和社交网络

参与国际专业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网站， 对职业状态和专业身份进行宣传和交流

（Ｐｉｍｍｅｒ， Ｌｉｎｘｅｎ 和 Ｇｒöｈｂｉｅｌ， ２０１２）。 社交网站和移动设备也可以帮助学

习者连接社会资本并强化弱关系 （如 ＩＢＭ 研究所示）， 为学习者和机构提

供特定的任务和学习机遇， 促进机构内理念和创新的传播 （Ａｈｍａｄ 和 Ｏｒｉ⁃

ｏｎ， ２０１０； Ｅｌｌｉｓｏｎ， Ｓｔｅｉｎｆｅｌｄ 和 Ｌａｍｐｅ， ２００７）。 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

点来看， 一些研究呈现了创建的学习资料如何支持知识的主动构建和同伴

学习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０５； Ｗａｌｌａｃｅ， ２０１１）。

二、 结论

工作场所中的传统培训形式和电子学习是基于相对正规学习情境中个

人对结构化教育内容的学习， 目的在于帮助学习者 “获取” 知识以备未来

（潜在） 使用。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 本章还分享了移动设备的可见功能如

何实现丰富的教学策略。 通过以下方式连接和建构可以进行跨背景的移动

学习： ①通过音频、 文字、 图像和视频的方式创建和分享多媒体资料和数

字故事等内容； ②为工作而学习和在工作中学习 （即直接在工作过程中支

持能力发展）； ③个人和社会学习 （如通过社会移动网络， 或者标记和查

找有经验的同事）； ④跨越正式和非正式情境的教育 （例如， 通过电子档

案或反思问题等方式记录在职学习经验， 或者在更加正式的教室或辅导环

境中进行讨论）。

通过实施这些策略， 潜在的教育设计可以跨越并连接情境化、 社会认

知、 文化、 多模式和建构主义学习观点， 把学习者从被动的消化者转为主

动的生产者和分配者， 以及多模式设计和学习过程的合作创建者。

传统的技术增强学习方式通常是零星的和独立的。 比如， 在最初的案

例研究中， 主要是对完成时间和完成率进行了测量 （Ｓｗａｎｓｏｎ， ２００８）。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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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本章中介绍了一些教学策略和实证案例， 说明了移动设备和服务的使

用可以支持学习者走过身份认同和能力发展的各个阶段， 在新的和变化的

情境中延续职业轨迹 （如表 １４ － ２ 所示）。 这个观察非常重要， 原因是能

力发展不是一时一刻获得的， 而是通过长时间的学习获得的 （Ｂａｒｎｅｓ，

２００８）。 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职教育的移动学习可以通过多种丰富的教育

方法和范式， 连接多方面的学习情境。

表 １４ －２　 用于描述在职移动学习特点的情境参数

情境参数 传统方法 丰富的方法： 连接不同情境 示例

内容 发布 创造分享

制作和分享与工作任务相关的

数字 材 料 （ 音 频、 图 像、 视

频、 文字）

与 工 作

过 程 的

接近性

为 工 作

而学习

为工作进行的学习或在工

作中的学习

在工作过程中根据遇到的紧急

问题访问资源 （牵引）

社会形式 个人 个人或社会

社会移动网络， 人员标记： 创

造耦合式的专家网络和查找专

家以解决工作挑战

正式程度 正式 情境： 正式或非正式

记录学习经验或工作中的形成

性评价 （如移动档案）， 以及

在教室或辅导环境中进行解说

教育范式
认知，

行为

社会认知， 情境社会文化

建构主义和多模式

情境学习， 意义构建， 反思

实践；

连接社会资本， 传播创新 （理

念）， 同 伴 学 习， 主 动 构 建

知识

认同形成， 成为专业社群成员

由于本章篇幅有限， 我们仅挑选了一些实证例子予以介绍， 并进行了

有限的概念和理论讨论。 尽管我们对于这个新兴领域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说

明， 但是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起点， 为未来项目做出指导， 从而更加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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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和利用在职教育中移动技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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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改变频道， 从印度宝莱坞回到

印度乡村： 一个为印度底层和

边缘化农民提供移动电话咨询

服务的案例研究
Ｂａｌａｊｉ 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 和 Ｔ Ｖ 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

摘要

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多种尝试，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特别是移动电话

技术） 加快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 农业受此影响却很小。 本章以印度为

例， 介绍了两方面的发展： 一是农业发展， 一是移动电话技术的发展。 印

度手机用户数量很大， 但是农村地区的比例却很小。 印度移动业务的增值

服务主要来源是销售宝莱坞歌曲制作的铃声。 印度的食品生产主要由拥有

自然资源的底层农民来从事， 他们对于贷款和新生产技术的获取渠道非常

有限。 过去二十年， 这些农民贡献的经济价值逐步下降。 移动电话技术可

以提供一个机遇， 因为技术专家数量过少， 无法进行传统的一对一培训或

者现场演示， 这就可以使用移动电话技术了。 目前已经实施了一些计划，

但是数量和规模很小， 还不足以建立令人信服的范型。

本章介绍了一个名为 “ｖＫＶＫ” 的新计划 （ＫＶＫ 是印度语中 “农场科

学中心” 的缩写）。 该计划使用大量的开源软件开发 “网页对移动” 和

“移动对移动” 的语音和文字短信的应用。 在 ＫＶＫｓ 计划中， 农业专家使

用这些应用， 组建兴趣小组或特定产品小组， 本地专家定期向这些小组发

送相关信息。 这些活动在多个农业生态区展开， 覆盖数十种农作物区域和

印度的三个语言区域。 本章介绍整套技术方法， 以及呼叫统计和呼叫状态

数据。 最后， 本章分析了 ｖＫＶＫ 这个可扩展的公共服务盈利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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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国家和本地发展中使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 （ ＩＣＴ） 会面临技术、 过

程、 企业或组织管理方面的挑战。 ＩＥＥＥ⁃ＡＣＭ 会议 （ ＩＣＴＤ， ２０１２） 和杂志

（ ＩＴＩＤ 杂志， ２０１２） 上的一些研究报告给出了 ＩＣＴ 应用与挑战的例子。 在

ＩＣＴ 应用过程中， 移动电话技术的使用与计算机联网方式相比有着一些优

势 （Ｓａｍａｒａｊｅｅｖａ， ２０１０）。 国际媒体上经常引用在地区发展中成功使用移

动技术的例子， 如肯尼亚的 ｍＰＥＳＡ （经济学人， ２０１２） 或较早的 Ｇｒａｍｅｅｎ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Ｃｏｈｅｎ， ２００６）。 不过， 目前并没有利用移动电话技术的合适范

型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农业地区的食品和生活安全， 特别是在多个农业生态

区， 不同耕作物和语言地区采用该技术。 资源有限、 小农为主的食品生产

是目前全球发展投资者的关注重点， 盖茨基金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尽管成为社会关注点， 但是在这些发展地区很少实施

移动或信息技术发展计划， 而现有的计划规模较小， 无法形成基础范型。

本章将介绍印度一个新的移动电话持续计划， 这个计划覆盖了印度四

个邦使用三种语言的大约两万名农民。 这四个邦的农业生态区情况复杂，

农作物类型繁多。 该计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采用的语音和文字信息， 不依

赖于特定运营商， 无论用户使用何种设备， 均可接受语音和文字信息。

一、 印度农业的拓展和延伸： 农民科学中心的关键角色

印度的食品生产主要是由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从事的， 印度全国大约有

９ ０００ 万个农业家庭。 根据印度规划委员会的统计， 大约有 ７０％的农民家

庭拥有的土地不超过 １ 公顷， 并且农民一般都是文盲， 只有 ５％的农民接

受过中学以上教育。 在印度农村地区，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农业生产，

她们更加难以获得贷款和服务 （计划委员会， ２００７）。

公众农业推广服务是一种重要的服务， 用以帮助大量的农民与机构专

家进行互动， 并为农民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绿色革

命时代 （当时印度的小麦产量在 １０ 年内翻了一番）， 研究人员在田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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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移动学习增加教育机会

的现场演示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培训方法， 不仅让农民规避风险， 而且让资

源贫乏的农民可以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 （Ｓｗａｍｉｎａｔｈａｎ， １９７１）。 为了

巩固和推进这些进展， 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 （ ＩＣＡＲ， ２０１０） 建立了本地

农业科学中心， 在印度语中被称为 Ｋｒｉｓｈｉ Ｖｉｇｙａｎ Ｋｅｎｄｒａｓ （官方缩写为

ＫＶＫ）。

ＫＶＫ 提供了农民与技术 （包括庄稼、 家畜和鱼类生产技术） 之间的

接口， 这些技术是由国家研究中心和邦农业大学开发的。 ＫＶＫ 计划中为农

民提供现场技术展示和培训， 还有为农民提供咨询和提醒服务的基本服务

也很重要。 ＫＶＫ 的管理者或所有者一般为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研究中心或

非营利组织。 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 （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ＣＡＲ） 规定了 ＫＶＫ 的职能规范， 并提供合理的运作资金。 目前，

在印度共有 ６３０ 个 ＫＶＫ。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印度的农业产量和农业 ＧＤＰ 值增长率超过本国的

人口增长率， 之后农业增长率出现起伏和下降 （计划委员会， ２００７）。 这

导致人们对于农民收入不断下降问题的严重担忧， 大约有 ４８％的农业家庭

免债， 对国家食品安全有着潜在的影响。

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 印度全国农民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ＣＦ） 的一系列报告建议实施多种措施， 恢复印度的农业增长

（专注于提升农民福祉） 并增加公共投资。 其中， 一些建议让专家与农民利

用 ＩＣＴ 进行更加积极的信息和知识交换 （ＮＣＦ， ２００６）。 此时印度抽样调查

办公室 （ＮＳＳＯ） 在对 １０ 万个农业家庭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 接近半数的农

民从朋友或亲戚以及当地经销商处获得食品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 （ＮＳＳＯ，

２００３）。 这项研究表明， ＫＶＫ 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被所有农民们使用， 另外

两个微观的研究 （多个村庄） 也得出了类似的趋势 （Ｂａｌａｊｉ， ２００６）。

考虑到面授和技术展示方法的局限性， 研究人员认为基于电脑的 ＩＣＴ

服务可以实现新的计算机辅助推广范例 （ＣＡＥｘ， 类似于 ＣＡＤ ／ ＣＡＭ）

（Ｓｗａｍｉｎａｔｈａｎ， １９９３）。 不过， 这一设想直到 ２００８ 年才得以实现。 尽管那

时印度大约有 １ 万个配备有电脑的农村 （村庄） 信息中心， 但是几乎没有

对农业推广过程 （包括 ＫＶＫ 和农民） 产生积极影响 （Ｂａｌａｊｉ， ２００９）。

大约在那时， ＩＣＡＲ 在全国农业创新项目中 （ＮＡＩＰ， ２０１３） 实施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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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计划， 旨在提升全国农业研究中心和邦农业大学实现现代 ＩＣＴ 和知识

管理实践的能力， 并改善研究—教育—推广之间的连接。 目前的 ｖＫＶＫ 计

划 （ｖＫＶＫ， ２０１３） 或语音版本的 ＫＶＫ， 是 ＩＣＡＲ 在 ＮＡＩＰ 中实施的一系

列项目之一， 主要作用是实施移动电话服务， 支持 ＫＶＫ 的咨询服务功能，

让专家和农民可以通过集体互动的方式进行交流。 Ａｇｒｏｐｅｄｉａ （Ａｇｒｏｐｅｄｉａ，

２０１３） 框架是一个涉猎很广的项目， 旨在建立一个语义生态系统的应用，

为印度的农业发展提供支持。

应当看到印度移动电话技术发展方面的进展和问题， 同时也要看到

ｖＫＶＫ 的独特优点： 这是唯一一个将农民与农业大学国家研究中心的专家

进行联系的项目， 任何利益相关方都无须依赖特定的电信服务提供商或手

持设备制造商。

二、 印度的移动增值服务和手机发展

印度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很多， 根据印度电信管理局提供的数据

（ＴＲＡＩ，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印度移动电话用户大约为 ９ ５ 亿人。 除了

数量多之外， 移动电话在印度的发展速度之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电话普及

率 （每 １００ 人中使用电话的人数）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４ ３８ 部 （Ｍｉｎｇｅｓ 和 Ｓｉｍｋｈａ⁃

ｄａ， ２００２） 迅速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７ ６７ 部 （ ＩＴＵ， ２０１１）。 城市电话普及率

估计超过 １００％。 农村电话的普及率低于城市， ＴＲＡＩ 预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农村地区电话用户的数量在 １ ５ 亿 ～ １ ６ 亿。 根据印度人口普查局公布

的数据 （印度人口普查局， ２０１１）， 印度农村地区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６８％。 农村地区人们主要使用带有语音和短信功能的功能型手机。 大多数手

机甚至无法显示印度语文字， 因此语音成为首选使用的沟通媒介。

电信产业分析专家指出， 城市和农村的这种不平衡正是产业发展的重

要机遇。 分析师分析指出， 印度的移动电信收入主要来自语音服务。 数据

服务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不大， 原因是大部分公司并没有提供移动数据应

用和服务。 该产业主要的非语音服务是销售彩铃， 这让用户能够以低成本

的方式对手机进行个性化设置 （Ｒａｖｉｓｈａｎｋａｒ， ２０１２）。

大部分的彩铃来自于宝莱坞电影音乐， 因此宝莱坞也在印度移动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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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最近对印度移动增值服务的一项分析显

示， 人类发展服务 （如健康警报） 没有足够的客户， 因此电信服务提供商

对这些市场拓展并不热衷。 尽管印度对此服务有需求， 但是由于贫穷的人

数太多， 因此， 前面提到， 市场参与和利润导向并没有帮助实现将服务提

供给最需要的人群。

值得赞扬的是， 电信服务提供者和手持设备制造商提供了一小部分开

发服务， 这些服务与特定的品牌服务或手持设备相绑定。 一个明显的例子

是 ＩＦＦＣＯ Ｋｉｓａｎ Ｓａｎｃｈ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ＩＫＳＬ， ２０１３） 为 Ａｉｒｔｅｌ 公司 （Ａｉｒｔｅｌ 公司

在 ２０１２ 年是印度最大的电信公司） 电信用户提供农民信息服务。 另外一

个例子是 Ｎｏｋｉａ Ｌｉｆｅ， 该公司为购买特定型号诺基亚手机的农村用户提供

信息服务 （诺基亚， ２０１３）。 最近几年， 一些独立于设备和电信公司的服

务也 相 继 推 出， 例 如，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ｇｈｔ （ ＲＭＬ， ２０１２ ）， ｍＫｒｉｓｈｉ

（ＴＣＳ， ２０１３）， 还有一些是用于公司的发布应用， 如 Ｅｋｇａｏｎ （Ｅｋｇａｏｎ，

２０１３）。 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规模不一， 据此推断， 依然有足够的空间可

供各种规模的公司提供面向农村的更多的增值服务。

三、 ｖＫＶＫ 计划： 过程和技术

前文介绍过， ｖＫＶＫ 计划的宗旨是以使用移动电话技术作为媒介， 将

农业推广中心的主题专家与农民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 这一计划的独特性

在于其关注农业机构环境， 并由农业专家提供服务， 而不是由电信服务提

供者、 手持设备制造商或软件开发商提供服务， 服务对象就是农民。

ｖＫＶＫ 的核心是 ＫＶＫ 中的领域专家， 他们非常熟悉当地的农业条件。 在

许多情况下， 这些领域专家认识许多农民， 了解农民的种植方法， 并根据

特定兴趣、 作物和产品， 组建农民群组。 ｖＫＶＫ 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提高专家的能力， 促进农民群组的形成。 ＫＶＫ 专家对农民指导的观点的信

息要好于群组传播的信息。 ｖＫＶＫ 还有一个关键特点是促进农民与当地专

家联系， 解决相关问题。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农民倾向于重视有名的和

可靠的专家意见， 例如， 他们所熟知的当地专家。

ｖＫＶＫ 计划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开始常规运作， 目前共有 ９７ 个 ＫＶＫ， 分布

４３２



第十五章　 改变频道， 从印度宝莱坞回到印度乡村 　

在印度的北方邦 （印度语）、 北阿坎德邦 （印度语）、 卡纳塔克邦 （埃纳德

语）、 安得拉邦的特伦甘纳地区 （泰卢固语）， 以及古吉拉特邦和喀拉拉邦。

ｖＫＶＫ 采用的技术全部由坎普尔印度理工学院开发， 这些技术包括：

• 一个网页界面， 供专家根据商品 （作物）、 地区或特定兴趣创建农

民群组； 添加或更改群组成员；

• 一个网页界面， 供专家记录和 （或） 上传音频信息 （大约 ６０ 秒）

并添加特定主题标签， 以及建立发布计划 （包括在呼叫无人接听的情况下

再次呼叫）；

• 一个网页界面， 供专家使用任何一种语言 （印地语、 埃纳德语或泰

卢固语三种） 之一创建文本信息并设置发布选项；

• 一个呼叫号码供专家拨号和记录语音信息， 在特定时间或特定间隔

发布给用户群组 （一个单独的号码用于所有覆盖区域）， 这种移动对移动

的方式非常受欢迎， 特别是在印地语地区；

• 一个单独的号码供任何注册过的农民呼叫专家， 或者留下语音信

息； 根据呼叫者的位置， 呼叫被转移到农民邻近地区的专家；

• 所有的文字和语音信息与标签汇集在一个语义内容聚合的平台———

Ａｇｒｏｐｅｄｉａ （Ａｇｒｏｐｅｄｉａ， ２０１３）， 任何专家均可使用该平台查看和收听之前

上传的信息 （语音或文字）。

图 １５ － １ 显示了服务架构的原理图， 图 １５ － ２ 和图 １５ － ３ 显示了提供

的网页对移动和移动对网页的服务。 Ｅ２Ｆ （专家对农民）， Ｆ２Ｅ （农民对专

图 １５ －１　 ｖＫＶＫ 服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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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２　 ｖＫＶＫ 网页对移动服务架构

家） 和 Ｅ２Ｅ （专家对专家） 等术语用于图 １５ － １。 图 １５ － ４ 和图 １５ － ５ 显

示了用于创建和标签信息的专家网页控制台截图。 所有这些服务均在 ＩＩＴＫ

上进行托管和操作， ＩＩＴＫ 是 ｖＫＶＫ 计划的主导。

图 １５ －３　 ｖＫＶＫ 移动对网页服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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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４　 网页界面， 供专家创建文字信息提供给农民

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将 ｖＫＶＫ 作为常规服务推出之前， 曾在 ２０１０ 年进行了

为期 ４ 个月的密集试验， 在实验过程中对服务进行了微调。 同时还组织了

一系列能力提升课程， 这样基于 ＫＶＫ 的主题专家逐渐掌握如何让群组农

民注册， 以及记录发出的信息通知或建议。 尽管最初的目的是在北方邦和

乌塔拉坎德邦建立 ２０ 个 ＫＶＫ， 但是到了 ２０１１ 年年末， 这两个州共建立了

８０ 个 ＫＶＫ。 一个领域专家代表一个 ＫＶ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共有 ９８ 名专家，

覆盖 ９７ 个 ＫＶＫ， 这些邦覆盖的农业生态区， 包括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山和

亚热带地区， 以及印度中南部的半干旱热带地区。

图 １５ －５　 网页界面， 供专家创建或上传语音信息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定期使用该服务的农民数量有 １９ ９６７ 人。 覆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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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和商品跨越 ３ 个种植季节： ９ 类谷物 （包括小麦、 大麦、 大米、 玉米、

高粱和珍珠粟）； ７ 种豆类； ８ 种油籽 （包括落花生 ／花生和向日葵）； １６

种蔬菜 （包括豆子、 茄子、 卷心菜和红萝卜）； ７ 种花； ５２ 种水果； １３ 种

香料 （包括胡椒和肉桂）； ８ 种种植作物 （包括咖啡、 茶、 可可豆和腰

果）。 牲畜咨询服务集中于奶牛、 猪、 小型反刍动物和家禽。

表 １５ － １ 展示了呼叫和短信发送次数。 不同地区的呼叫和短信发送次

数有所不同。 卡纳塔克邦和印度中南部地区的次数最多， 接下来是喜马拉

雅山区的北阿坎德邦。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卡纳塔克邦的电信业务

覆盖范围更大， 而当地的机构能够快速地结合网页和移动电话技术为农民

提供服务。 表 １５ － ２ 展示了语音呼叫数据。 根据平均数值， ＫＶＫ 拨打的电

话中大约有一半有人应答。 目前正在对地区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Ｆｒｅｅｓｗｉｔｃｈ 服务器崩溃次数说明技术故障率非常低。

表 １５ －１　 ｖＫＶＫ 运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１０ 月）

邦 农民数量 语音信息 文字信息

卡纳塔克邦 １４ ４３０ ９２８ ８５２ ４５ ７１９

北方邦 ８ ８７７ ２９１ ２３２ ４４ ６１６

北阿坎德邦 １ ４５１ １５ ８８９ ５ １４４

安得拉邦 ９７０ ２６ ６３３ ３ ２８５

拉贾斯坦邦 １ ４９２ ２３ ７５４ —

古吉拉特邦 ７５７ １１ ０１９ —

比哈尔省 ２ ７６６ ５７ ６８０ —

喀拉拉邦 １ １４０ １３ ３３６ —

合计 ８８３ １ ３６８ ３９５ ９８ ７６４

表 １５ －２　 呼叫状态的信息统计： 连续的两个月 （２０１２）

呼叫状态 呼叫次数 所占百分比

应答 ７５ ９６８ ４８ ７６

无应答 ４２ ４２６ ２７ ２３

失败 ２９ ６６１ １９ ０４

繁忙 ７ ７３６ ４ ９７

合计 １５５ ７９１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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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讨论和结论

ｖＫＶＫ 项目正处于初始阶段， 将在 ２０１３ 年年初耕作季节结束之后在方

法论上进行严格的影响研究。 该研究包括使用 ｖＫＶＫ 服务的农民满意度的

定量数据。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底层和边缘化农民和女性参与者的数量， 因

为他们在知识分享中的参与被视为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优先考虑因素。 判断

该计划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参与该计划的专家数量。 最初预计 ＫＶＫ
专家的数量为 ２８ 人， 目前的数字远远高于预期， 为 ９８ 人。 在之前投资更

大的 ＩＫＳＬ 计划中， 专家数量也只有 ５３ 人。 ｖＫＶＫ 所有专家提供的服务完

全免费， 不会向农民或者项目收取任何费用。
印度的农业知识具有规范性特点， 尽管没有明确或正式的法规规定哪

些人可以提供咨询， 但按照惯例， 应当由受到认可的专家提供。 尽管在农

业方面没有像医学界那样的系统对专家进行认证或登记， 但是机构依然会

对专家提供的知识进行评判。 确保机构专家参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

支持印度农业发展中起到了促进知识分享的关键作用。 ｖＫＶＫ 计划成功地

解决了创始阶段的要求， 并收到了高于预期的效果。
成本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例如， ＩＫＳＬ 和 ＲＭＬ 项目代表了两种

不同的商业模型： ＩＫＳＬ 是与客户数量庞大的电信服务提供商进行商业合

作； ＲＭＬ 致力于通过用户订阅产生收入。 大学和研究机构专家与 ｖＫＶＫ 的

合作方式与上述两种均不相同。 印度联邦规划委员会认为： “农业推广应

当被视为一个服务提供机制， 而不是创收计划。 因此， 用于创收的商业模

式不适用于推广服务” （规划委员会， ２００７）。 根据这一宗旨， ＩＣＡＲ 出资

实施 ｖＫＶＫ 计划， 建构并尝试这种基本的支持服务， 是为提升农民认识而

服务的。 不过， 据印度电信业一位分析专家的观察， 印度联邦政府从电信

服务提供商收集的通用服务义务基金 （印度政府， ２００２） 接近 ４０ 亿美元，
只花费了很少的一部分 （Ｕｐｐａｌ， ２０１２）。 面向农民的计划， 如 ｖＫＶＫ 等农

民导向的公共服务也许可以通过公私合作的创新方式使用这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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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ｗｅｌｌ， Ｇ ，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ｌ， Ｂ （Ｅｄｓ ） ． （２００９） ．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ｒａｉｎｅｒｓ Ｖｏｌ ９ Ｎａｖｒｅｍ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ｅｎｎａ

Ｂａｌａｊｉ， Ｖ （２００６）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Ｒ Ｋ Ｂａｇｇａ， Ｋ Ｋｅｎｉｓｔｏｎ， ＆

Ｒ Ｒ Ｍａｔｈｕｒ （Ｅｄｓ ）， Ｓｔａｔｅ， Ｉ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ａｎｄ Ｌｏｎ⁃

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Ｂａｌａｊｉ， Ｖ （２００９） ．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５９７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ｉｎｄｉａ⁃ｓｅｍｉｎａｒ ｃｏｍ ／ ｓｅｍｆｒａｍｅ ｈｔｍｌ

Ｂｉｌｌ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ｇａｔｅ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ｐｄｆ

Ｂｌａｋｅ， Ｃ ， Ａｄａｍｓ， Ａ ， ＆ Ｓｃａｎｌｏｎ， Ｅ （ ２０１１ ）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Ｃ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３ －

１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Ｃ ， Ｈａｙｎｅｓ， Ｒ ， Ｃｏｏｋ， Ｊ ， Ｂｏｙｌｅ， Ｔ ， ＆ Ｓｍｉｔｈ， Ｃ （２０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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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改变频道， 从印度宝莱坞回到印度乡村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Ｉｎ Ｍ Ａｌｌｙ （Ｅｄ ），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ｐ １５７ － １８２） ． Ａｌｂｅｒｔａ： Ａｔｈａｂａｓ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Ｊｕｎｅ １１，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ａｕｐｒｅｓｓ ｃａ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ｂｏｏｋｓ ／ １２０１５５

Ｂｏｓａｖａｇｅ， Ｊ ， ＆Ｍａｓｅｌｌｉ， Ｊ （２００６） ．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Ｄｒ
Ｄｏｂｂ ’ 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ｄｒｄｏｂｂｓ ｃｏｍ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ａ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 １８６１００３６２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 ２０１２ ） ．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ｈｏｍ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ｉｎｄｉａ ｇｏｖ ｉｎ ／ ２０１１⁃ｃｏｍｍｏｎ ／ ｃｅｎｓｕｓ＿ｉｎｆｏ ｈｔｍｌ

Ｃｏｈｅｎ， Ｊ （２００６） ． Ｉｑｂａｌ Ｑｕａｄｉｒ ｏｎ ＴＥＤＴａｌｋ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ｅ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ｏｎ 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 Ｗｅｂ ｌｏｇ ］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ｔｅｄｂｌｏｇ ｔｙｐｅｐａｄ ｃｏｍ ／ ｔｅｄｂｌｏｇ ／ ２００６ ／ １０ ／ ｉｑｂａｌ＿ｑｕａｄｉｒ＿ｏｎ ｈｔｍ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Ｃ） （２０１２）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ｅａｎｄｓ ｄａｃｎｅｔ ｎｉｃ ｉｎ

Ｅｋａｇａｏｎ （ ２０１３ ） ． Ｅｋａｇａｏｎ， ｏｎ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ｏｍ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ｅｋｇａｏｎ ｃｏｍ ／ ＣＡ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０２）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ｄｏｔ ｇｏｖ ｉｎ ／ ｕｓｏ ／ ｕｓｏ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ＩＣＴＤ （２０１２）．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ｉｃｔｄ２０１２ 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ＦＦＣＯ （２０１３） ． Ｉｎｄｉ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ｈｏｍ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ｆｃｏ ｃｏｏｐ ／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ＣＡＲ） ． （２０１０） ． ＩＣＡＲ ｈｏｍｅ Ｒｅ⁃

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ａｒ ｏｒｇ ｉｎ ／ 
ＩＫＳＬ （２０１３） ． ＩＦＦＯ Ｋｉｓａｎ Ｓａｎｃｈ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ｈｏｍ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ｋｓｌ ｉｎ
ＩＴＩ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ｉｔｉ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ｒｇ ／ ｉｔｉ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ｅｌｅｃｏｍｓ Ｕｓｅｒ （ ＩＴＵ） ． （２０１１， Ｍａｒｃｈ １５） ．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ｅｌｅｃｏｍｓ Ｕｓｅｒ 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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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移动学习增加教育机会

ｐａｓｓｅｓ ８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ａｒｋ ［Ｗｅｂ ｌｏｇ］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ＩＴＵ⁃Ｄ ／ ｉｃｔ ／ ｎｅｗｓｌｏｇ ／ Ｉｎｄｉａｎ ＋ Ｔｅｌｅｃｏｍｓ ＋ Ｕｓｅｒ ＋ Ｂａｓｅ ＋ Ｐａｓｓｅｓ ＋ ８００ ＋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ａｒｋ ａｓｐｘ

Ｍｉｎｇｅｓ， Ｍ＆Ｓｉｍｋｈａｄａ， Ｐ （２００２）．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ＩＴＵ Ｎｅｗｓ 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ｉｔｕｎｅｗｓ ／ ｉｓｓｕｅ ／ ２００２ ／ １０ ／ 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 ｈｔｍ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ＡＩＰ）． （２０１３）． ＮＡＩＰ ｈｏｍ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ｉｐ ｉｃａｒ ｏｒｇ ｉ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ＣＦ）． （２００６）．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Ｆｉｆｔｈ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ａｇｒｉｃｏｏｐ ｎｉｃ ｉｎ ／
ＮＣＦ ／ Ｒｅｖｉｓｅｄ％２０Ｄｒａｆｔ％２０ＮＰＦ％２０ｏｆ％２０ＮＣＦ ｐｄ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ＮＳＳＯ） ． （２００３） ．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４９９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ｋｉａ （ ２０１３ ）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ｒｏｊ⁃Ｎｏｋｉａ Ｌｉｆｅ Ｔｏｏｌ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ｓｔｏｒｅ ｏｖｉ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６５０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０７）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ｉｃ ｉｎ ／ ｐｌａｎｓ ／ ｐｌａｎｒｅｌ ／ ｆｉｖｅｙｒ ／ １１ｔｈ ／ １１ ＿ ｖ３ ／
１１ｖ３＿ｃｈ１ ｐｄｆ

Ｒａｖｉｓｈａｎｋａｒ， Ｍ （Ｅｄ ） ． （２０１２） ． Ｍｏｂ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Ｃｏｍ⁃
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ｇｈｔ （２０１２） ．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ｇｈｔ ｈｏｍ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ｍａｒｋｅｔ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Ｓａｍａｒａｊｅｅｖａ， Ｒ （２０１０） ．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ＩＴＩ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７ （３） ．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ｉｔｉ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ｒｇ ／ ｉｔｉ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７５６ ／ ３１６

Ｓｗａｍｉｎａｔｈａｎ， Ｍ Ｓ （１９７１） ．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Ｆａｒｍｉｎｇ， ２１ （ ６ ） ．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ｏｐｅｎａｇｒｉｃｏｌａ ｎａｌ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Ｒｅｃｏｒｄ ／ ＣＡＩＮ７２９０２１４０１

Ｓｗａｍｉｎａｔｈａｎ， Ｍ Ｓ （Ｅｄ ） ． （１９９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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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ｒｅａｃｈｅｄ Ｍａｄｒａｓ：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ｄｉａ
ＴＣＳ （ ２０１３ ）． ｍＫＲＩＳＨＩ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ｔｃｓ ｃｏｍ／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ｍＫＲＩＳＨＩ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 ２０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５ ） ． Ｌｅｔ ｕｓ ｉ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２１５６０８７８
ＴＲＡＩ （２０１３） ．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ｈｏｍ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ｉ ｇｏｖ ｉｎ ／ 
Ｕｐｐａｌ， Ｍ （２０１２） ．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Ｉｎ

Ｍ Ｒａｖｉｓｈａｎｋａｒ （Ｅｄ ）， Ｍｏｂ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ＫＶＫ （ ２０１２ ） ． Ｖｏｉｃｅ Ｋｒｉｓｈｉ Ｖｉｇｙａｎ Ｋｅｎｄｒａ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ｖｋｖｋ ｉｉｔｋ ａｃ 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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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移动学习的未来及其对教育和

培训的影响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ｒｓｏｎｓ

摘要

教育和培训中移动学习的未来前景无量， 但是也面临诸多挑战。 在考

虑未来几年移动学习的前景时， 必须做出谨慎的假设。 尽管如此， 我们仍

可以对目前的技术和实践进行反思， 对未来的应用和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

见。 这样做时， 我们应小心， 不要忽视过去的经验， 要继续深入思考如何

在教学工作中深入应用学习技术。 本章的结构是以一系列 “五个” 为标

题， 目的是强调人们对于移动学习现状和未来的关注， 具体包括关于移动

学习的神话和误解， 移动学习创新， 以及未来移动学习的潜力和风险。 本

章综合了对移动学习的多种看法， 试图提供目前对于移动学习的包容性观

点， 我们认可目前为止移动学习取得的成就， 并希望未来能够实现移动学

习的最大利益， 同时将技术、 社会和教学方法变化的潜在负面影响降至

最低。

一、 现在决定未来

几个月之前， 一位学生研究助理向全班学生展示了他在家中制作的项

目， 这是一个使用手机进行遥控的汽车。 他目前参与的项目是使用现成的

硬件， 通过脑波控制机器人。 目前许多学生参与的机器人项目都涉及意念

控制， 人们对于未来的一些展望在目前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发生。 考虑到这

一点， 本章先简要描述未来可能的移动学习情境：

“让我们进入 ２１ 世纪中期， 移动学习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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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机构的教学模式被摒弃， 现在的学习具有终身性和普遍性， 学习内

容由日常使用的隐性设备传递， 个人网络可以为人提供视觉、 听觉和其他

感知信息， 电子眼镜具有灵活的智能触摸屏， 可以折叠放置在小盒子里，

在使用时张开， 可以在任何表面进行投影。 这些设备与周围的环境技术进

行无线连接和合作。 例如， 在与摄影相关的非正式学习活动中， 我的摄像

机会扫描附近的 ３Ｄ 打印机， 根据拍摄的 ３Ｄ 照片制作模型。 如果我对文学

感兴趣， 那么当我进入最喜欢的一个作者提到的某个位置后， 书中的场景

便会立刻在我眼前浮现。 如果我希望进行更加正式的学习， 那么我可以随

时沉浸在虚拟的现实班级中， 与其他虚拟同学、 真人和机器人指导教师在

一起。 我可以根据需要和兴趣学习。 当我在工作期间， 总可以随时获得专

业的学习支持， 让我随时应对新的情况， 在线人工智能系统会根据我不断

变化的情境做出反应， 给我专业任务并提供问题解决支持。 我可以随时获

得所需的全部信息， 这些信息根据我的学习档案和偏好进行修改， 信息质

量由全球最好的专家把关， 让我不再受到大量信息的轰炸。 我使用的移动

学习系统， 能够帮助我过滤计算机端的大量信息， 支持我学习有用的信

息， 并始终围绕我的学习目标、 学习风格、 情绪和活动的改变， 确保为我

提供的信息会帮助我进步而不是将我淹没。 作为一名 ２１ 世纪中期的学习

者， 我不会被遗忘， 不会孤立无援， 也不会不学无术。”

在预测未来方面如果有一点要说的话， 那就是我们一定会犯错， 比如

做出这种更超前的预测 “教育和培训中的移动学习使用会增加”。 因此，

我们应当考虑移动学习的未来可能具有什么优点， 以及对教育和培训可能

产生怎样的影响。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也许可以反思这样一个观点： 展望

未来的目的往往是通过另一个镜头重塑现在。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乔治·奥

威尔的 《１９８４》， 一些评论员 ［包括 Ｂｕｒｇｅｓｓ （１９７８）］ 认为标题是本书写

作年份 （１９４８） 的部分倒写。 许多科幻小说都采用了相同的主题， 投射当

时对将来或者遥远未来的关注。 一些关于 “不久的将来” 和剔除了不准确

的预测的小说 （如 《未来事物的面貌》 《２００１》 《太空奥德赛》 《银翼杀

手》， 甚至 《回到未来》） 忽略了这样一点———这些创造性作品的目的并不

是进行准确的预测。 这些作品只是对现状举起一面镜子， 来反映我们目前

行为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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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本章并没有尝试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 而是反思目前的技术

以及移动学习的可见功能， 并考虑随着工作、 学习、 技术和社会的不断演

化， 移动学习的哪些方面在未来可以继续对我们有用。 在上文 Ｇｏｌｄｉｎｇ

（２００８） 提出的未来情境中， 他对于未来的假设并不是基于奇幻的技术，

而是根据现有技术进行的推断。

二、 五个关于移动学习的神话和误解

进行移动学习的未来展望， 我们必须要回到对移动学习是什么或可能

成为什么做出的假设， 否则无法充分认识移动学习的全部潜力。 本节介绍

了关于移动学习的五个主要神话和误解。 这些神话和误解并不是错误的，

只是它们给出的移动学习的定义过于狭窄， 无法让我们充分了解移动学习

对于移动学习者的意义。 事实上， 在下面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容易地加上

“仅仅” 一词来说明这些均是对于移动学习的正确看法， 只是范围过于局

限而无法反映真实的移动学习。 在本节中， 我们将对这些神话和误解逐一

进行讨论， 探索这些定义如何限制我们对于移动学习未来的设想。

（一） 移动学习是 “随时随地” 的学习

这可能是人们对于移动学习最为普遍的看法。 人们认为移动学习便是

在公共汽车、 火车等交通工具上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学习。 这个定义的局限

性在于只说明了移动学习的普适性， 而忽略了移动学习 “此时此地” 的概

念， 也就是情境化学习 （Ｓｅｅｌｙ Ｂｒｏｗｎ， Ｃｏｌｌｉｎｓ 和 Ｄｕｇｕｉｄ， １９８９）。 移动设

备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可以在特定情境中使用， “随时随地” 的定义中并没

有阐述这一概念。 完全采用这一定义， 可能无法联系学习各个片段， 与我

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隔离。

（二） 移动学习是 “及时” 的学习

及时学习的概念本身并没有错误。 事实上， 这是人们认为应当在工作

场所实施移动学习的主要论据； 人们可以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立刻获取信

息。 及时学习的问题在于可能回避了课程的概念或学习发生的发展框架。

这引发了我们对所理解的学习更深入的思考。 在飞行途中查阅资料属于学

习么？ 你记不记得住是否有关系 （考虑到你总是可以再次查询）？ 这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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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学习有时被称为 “绩效支持”， 也许我们也应该这样定义： “及时” 学

习不属于学习， 而是在实施不同任务和责任的过程中使用的一种工具。 我

们认为， 学习应比此理解更加深入。

（三） 移动学习是移动中的学习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误解， 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对于 “移动” 的理解。

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具有移动性是不是有个固有的预判？ 移动的含义是什么

意思呢： 人体处于真实的移动过程？ 或者能够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

地方？ 我们在身体移动过程中很少能够学习 （除了在移动的车辆之内），

原因是受到的干扰过大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 ２００９）。 我们通常会带着学习工具来到

适合的地点进行学习。 这便引发了一个问题： 这些学习工具是否必须为移

动设备？ 我们是否可以使用书籍、 笔和纸等工具进行移动学习？ 事实上，

在一些移动学习解决方案与纸质解决方案的对比试验中， 移动学习解决方

案并没有明显的优点 （Ｆｉｓｈｅｒ 等， ２０１２）。 当然，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

们需要提供哪种特定的学习类型。 在一些学习情况下， 传统的学习工具传

递的学习内容不逊于任何技术的解决方案。 在其他情况中， 学习活动必须

用到新的技术。

也许， 这里有一个误区： 有些移动学习方法被认为是以设备为中心

的， 而其他的方法则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当然， 这两种学习方法各有优

点， 但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法会侧重学习类型， 设备只发挥了很小的作

用； 而在以设备为中心的学习方法中， 人们会探索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的潜

力， 突破现有工具的限制 （Ｏｇａｔａ 和 Ｙａｈｏ， ２０１０）。 Ａｍｉｔ Ｇａｒｇ 提出的 “关

于移动学习的七个神话” （２０１２） 是有趣的， 大部分的神话均与技术相关，

而不是学习， 这些神话包括可观测到的屏幕尺寸、 内容制作和发布的成

本、 安全性、 平台碎片化和 ＳＣＯＲＭ 遵从性。 Ｇａｒｇ 的观点很可能使我们轻

易地倾向于移动学习的技术层面， 事实上， 这些技术根本就不是重要的

障碍。

（四） 移动学习是电子学习的延伸

通常来讲， 移动学习这一方法是建立在对现有电子学习系统的移动化

的基础上的， 特别是学习管理系统 （ＬＭＳ）。 其中一个例子便是 Ｍｏｏｄｌｅ

ＬＭＳ 的移动客户端。 许多电子学习提供商急于拥抱 ＨＴＭＬ ５ 浪潮， 乐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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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如何为台式机、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开发相同的内容。 这种做法的问题

是为一种设备设计的电子学习内容需要适应不同的形式， 并没有考虑到移

动设备的可见功能， 如情境感知， 以及同步和异步协作交流。 “事实上，

移动学习与电子学习在课程的规模方面有所不同， 课程应在移动设备上可

发布， 并在移动学习的背景中可获取。 设计人员必须时刻考虑移动手机的

特性， 它是帮助记录创造性学习和其他类似学习的关键时刻” （Ｇａｒｇ，

２０１２）。

（五） 移动学习是远程学习的延伸

远程学习者的确可以从移动学习中获益， 但是我们需要再次指出， 如

果认为移动设备只是用于远程学习， 那就失去了移动设备在教室中的使用

机会， 在教室中使用移动应用可以支持学习过程。 目前全球各地的教育机

构正在开展的主要运动之一就是在教室教学中整合移动设备， 特别是平板

电脑。 移动设备在教室中的一些应用事实上已经嵌入环境中， 完全变为静

态 （如 Ｍｏｈｅｒ， ２００６）。 但是不管怎样， 这也是一种移动学习方式， 只不

过学生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使用移动设备。

从上述关于教育培训领域中未来移动学习的神话和误解中可以得出一

些观点， 也许最主要的担心是未来移动学习工具可能继续使用移动学习狭

隘的定义 （例如， 仅说明现有电子系统的移动性） 来设计， 这些定义可能

是由特定厂商针对目标市场提出的， 或者强调雇主对员工使用的支持工

具。 为了确保未来的移动学习系统可以发挥全部的潜力， 我们就需要充分

理解移动学习的所有特点， 并认识到使用移动设备的任何学习均是移动学

习， 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 无论是正式环境还是非正式环境， 无论是协作

学习还是独立学习。

三、 五个主要的移动学习创新

如果说前一节关于神话与误解的略微悲观的看法阻碍了移动学习的未

来发展， 本节便是从积极的角度讲述移动学习的独特性和强大的作用。 通

过介绍移动学习具有开拓特征的五大创新， 我们便能明白为什么说移动学

习是电子学习或远程学习的延伸的说法是不公平的。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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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是技术创新， 而是如何将技术与教学法综合使用的各种例子。 下

文列出的大多数学习方法与移动性概念关系密切， 这些方法都强调了移动

设备在学习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在所有的例子中都显示出活动与传统的电

子学习之间的显著不同。 即使是在标准的学习活动中 （例如， 为共享学习

资源做贡献）， 使用移动设备实施这些活动也会为学习者和教师之间收集

和互换知识提供更广泛的机遇。

（一） 在特定情境中进行学习

移动设备的一个可见功能是随身可携带性。 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

介绍学习中情境的重要性， 用于支持情境认知 （Ｓｅｅｌｙ Ｂｒｏｗｎ 等， １９８９）。

移动学习项目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博物馆、 森林或城市均可以

成为学习发生的有意义的场所。 现代移动设备的一大优点是可以提供大量

的工具， 就像是一把电动的瑞士军刀。 因此， 当你处于特定的情境中时，

移动设备可以帮你测量、 分析、 捕获、 发布、 组织和沟通。 这意味着学习

者可以在真实的问题解决情境中使用诸如 ＭｏｂｉＭａｔｈｅｓ 移动学习工具进行数

学或科学探究 （Ｔａｎｇｎｅｙ 等， ２０１０）。

（二） 使用虚拟信息增强现实

你可以使用移动设备将一些虚拟信息与真实信息相重合。 这是一个在

最近的移动应用中非常受欢迎的主题。 Ｇｏｏｇｌｅ Ｇｏｇｇｌｅｓ， Ｗｉｋｉｔｕｄｅ 和 Ｌａｙａｒ

等增强现实工具展示了移动设备提供关于建筑、 历史和地理等不同领域的

作品、 位置等的潜力。 除了这些将事实信息与真实环境进行重叠的普通工

具之外， 一些移动学习应用将虚拟现实叠加到真实环境， 创造新的学习体

验， 这 些 应 用 包 括 Ｓａｖａｎｎａｈ （ Ｆａｃｅｒ 等， ２００４ ） 和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Ｗｉｎｔｅｒ 和 Ｐｅｍｂｅｒｔｏｎ， ２０１１）。

（三） 为共享学习资源做贡献

网络 ２ ０ 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基于网页的资源不再是单向的 （从服务器

到客户端）， 用户也可以成为内容创建者。 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者

具有创建新的资料并与他人分享、 做同伴评阅和协作学习的能力。 在许多

情境中， 你都可以在移动设备的帮助下创建资料， 增加分享的机遇。 这种方

式也深化了内部管理系统的概念和多元化学习生态 （Ｓｅｅｌｙ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０），

让我们在不断要面对的真实和概念学习过程中对创造的数字作品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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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与其他学习者进行远程沟通和相互贡献的能力支持了分布式认知概念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１９９５）。 尽管该领域最初的工作是同地不同群体协作的分布式

认知， 但是现在也包含了异地的分布式认知。 这种移动学习类型的一个早

期例子是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ｙｏｔｅ 项目描述的分布式协作现场工作 （Ｇｒａｎｔ， １９９３）。

（四） 手握适应性学习工具箱

移动设备越来越像是一个工具箱， 可以用于多种用途 （摄像机、 录音

机、 录像机、 彩信等）， 许多应用可以利用功能与传感器的各种不同组合，

让手机成为任何工具。 你的移动手机可以是一个距离测量设备、 一个吉他

调音器、 一件乐器、 一个指南针、 一个速度计、 一个水平仪和其他工具。

因此， 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学习活动中使用手机作为辅助性工具。 手机特别

适合用于探究性学习活动 （Ｐｏｗｅｌｌ 等， ２０１１）。 无论是用作教室学习的支

持工具， 还是在现场记录学习体验的工具， 移动手机总有一些硬件和

（或） 软件功能可以在学习过程中使用。

（五） 掌控学习的 “所有权”

移动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涉及个人学习设备的所有权。 个人数字

设备让学习者具有一些能力， 如将自己的学习体验个性化，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主动获取学习资料， 记录学习过程 （拍摄

照片、 视频、 记笔记）， 通过社交媒体和 ＬＭＳ 与他人分享看法或问题。

Ｓｅｒｇｉｏ （２０１２） 认为个性化学习非常重要， ｍ 不仅代表 ｍｏｂｉｌｅ， 而且代表

“ｍｅ （我）”。 他还阐述了可获得性的重要性， 认为移动学习让以往不能学

习的人们获得了学习机会， 特别是对于全球一些贫困地区的居民， 他们之

前没有接触过任何技术手段来帮助他们学习。

通过本节关于移动学习创新的介绍， 我们发现移动学习的特点是情境

化、 协作性和适应性。 另外， 移动学习提供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为学习

者提供超越真实环境的学习机遇。 在新增加的可获得性说明移动学习可以

用于所有人， 而不是一小部分人。 在未来， 我们期盼这些主题的发展将更

加广阔和流行。 未来移动学习者拥有的设备可以作为任何种类的学习工

具， 模拟和支持任何种类的移动学习环境， 无论学习者身在何方， 拥有怎

样的文化或社会经济背景， 都能获得移动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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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移动学习的五大潜力

在本章中， 移动学习的主要潜力可能最能展示移动学习的未来。 这些

潜力主要基于移动设备功能的增强和数量的增加， 以及大规模整合到教学

与环境中。

（一） 教室中的所有学生均可使用自带设备进行学习

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内， 也许定义移动学习的特征便是自带设备

（ＢＹＯＤ） 出人意料地转变为常态。 这种现象为教室内的数字学习带来许

多新的机遇， 因为过去为中心资源提供所有学习技术手段的限制被打破。

当然， 我们依然需要中心资源， 网络和云服务变得更为重要， 学习者可以

使用自带设备进行学习， 实现更高的学习效率和数字交融。

（二） 我们记录现有的技术和最佳的学习实践

我们应当时刻谨记不需要做重复工作。 教育研究 （包括教育技术的研

究） 有很长的历史， 如果我们在教室应用新技术干预措施之前没有充分考

虑过去的经验， 便会显得有些愚蠢了， 因为回顾过去可以让我们理解教与

学发展过程。 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移动设备所提供的新的教与学方法， 也要

遵循优秀教育的基本原则。 移动技术积极的一面是让我们得以分享现有的

最佳实践。 一个优秀的例子是 Ｏ２ 学习网站 （Ｏ２， ２０１２）， 这不仅仅是一

个提供按教育内容分类的视频分享网站， 还是一个定制的移动应用， 用于

直接记录和上传学习情境中的内容。

（三） 我们可以使用移动应用教授任何知识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正确的。 的确， 在某些情况下， 有许多基于特

定主题的应用 （和其他学习资源） 远远超出了你可能的需求。 例如， 有多

少介绍基础数学的应用和网站？ 我们看到诸如 ｉＴｕｎｅｓＵ 和 ＭＯＯＣ （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程） 现象的兴起， 我们因缺乏必要的手段去选择合适的用于教

与学的应用， 而被大量的资源吓倒。 这些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 但是

并没有提供方式选择正确的应用用于教与学目的。 不过， 我们相信大众的

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关于特定学习内容的合适应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优秀的应用会脱颖而出， 而其他的应用会被人们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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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过将移动技术融入教室， 我们重新吸引学生积极参加学习

非必修课程的出席率从来没有达到 １００％， 但是我们自己在逐渐忘记

学生来教室上课的原因， 特别是在大讲座上 （相对于小型工作坊、 研讨

会、 实验室等） 采用通常只包含混乱的非情境化资料的 ＬＭＳ。 我们可以重

新思考整合移动技术的教学方法， 使面对面的教室中 （即使是在大讲堂

内） 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率提高。 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如 ｃｌｉｃｋｅｒｓ （应答

器） 和 “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翻转课堂） 等计划。 但是依然有很大的潜力

转变现有的教学理念， 利用移动技术在教室内教学。 最近兴起的自带设备

浪潮说明许多教育工作者看到了将移动学习用于常规教室学习的潜力。

（五） 我们通过实践方式传授知识， 之前这些知识只能通过理论方式

传授

学习技术的一个重要潜力是可以为我们提供学习体验， 这些学习体验

过去是很昂贵、 复杂、 危险或者专业的。 现在我们可以将学习者与远程学

习活动相连， 克服这些限制性因素。 远程学生已经可以使用远程数据连接

进行远程工程学实验 （Ｔｏｏｌｅ， ２０１１）。 事实上， 这些虚拟交互不但可以发

生在真实情境中， 而且也可以发生在虚拟情境中， 学生可以在虚拟世界进

行实验 （Ｖａｌｌａｎｃ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ｚ 和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 ２０１０）。 随着移动技术越来

越普及和无缝连接， 将出现新的机遇让我们创造实践学习体验， 并通过移

动设备远程访问。

总而言之， 移动学习的未来潜力是加强在教室内外和工作场所内外的

学习。 通过将移动设备带到教室， 我们有机会将正式教育转变为更具吸引

力、 相关性、 协作性和外向的活动。 通过使用移动设备将学习带到教室之

外， 我们还有机会将整个世界变为学习空间， 改变非正式教育。

五、 移动学习的五大风险

当我们展望未来时， 不仅需要看到潜在的积极影响， 也需要避免潜在

的消极影响， 本节列出了五个可能最重要的风险。

（一） 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任何涉及技术的学习方法均会对数字鸿沟产生影响。 这些鸿沟可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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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察觉， 它们不仅涉及对设备和连接性的访问， 还涉及使用设备的能力，

学习者所处的情境可能也会对他们的意义构建、 资源使用和贡献产生影

响。 Ｗｅｉ， Ｔｅｏ， Ｃｈａｎ 和 Ｔａｎ （２０１１） 定义了三个级别的数字鸿沟： 数字访

问鸿沟、 数字能力鸿沟和数字成果鸿沟。 这三个级别相互关联， 并会对学

习者的学习产生影响。 我们不能仅靠提供技术来解决数字不平等性， 我们

还需要解决数字素养和数字公民的多个方面问题。

（二） 数字带来的注意力不集中和威胁

许多学校希望完全禁止在教室内使用移动设备，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设

备只会造成学生分心。 例如， 伦敦格林尼治公立学校在其公文中这样提

到： “手机是巨大的学习干扰， 学生在教室中只会想着发短信、 上推特或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而不是学习” （格林尼治公立学校， ２０１２）。 实施这种政策的学

校还有很多。 另外， 人们也担心设备被盗以及网络欺凌等问题。 可能造成

注意力不集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信息数量过大， 让我们偏离预定的学习目

标。 学习者希望获得有意义的学习， 而不是大量累计的数据 （Ｓｈｕｍ 和

Ｃｒｉｃｋ， ２０１２）。

（三） 绿色宣言的反面

目前垃圾掩埋场的计算机数量已经超过了正常使用的计算机数量， 而

且继续以极快的速度将地球变为一个大垃圾场。 美国每年有数百万个电子

设备被送到垃圾掩埋场， 而全球的数量更加惊人， 达到了数千万件。 移动

手机的寿命更短， 加剧了这一问题。 “手机合同为两年是有原因的： 大约

需要一年时间才能收回手机的营销、 制造、 激活系统与维护的成本， 手机

使用也就两年时间， 电池的寿命大约为 １８ ～ ３０ 个月” （Ｗａｌｋｅｒ， ２０１０）。

即使电子材料能够回收， 但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依然是灾难性

的， 危险的循环利用的做法会毒害人体和环境 （Ｂｏｓａｖａｇｅ 和 Ｍａｓｅｌｌｉ，

２００６）。 尽管许多负面环境影响是无法控制的， 但是我们在购买和使用移

动设备进行学习时， 应当做出明智的选择， 我们选择低功耗和服务周期长

的设备 （如有可维修的零部件）， 并且可以安全回收———即使购买价格要

高于其他设备。

（四） 对结果产生不可控的、 误导性的影响

我们在评估移动学习价值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很难衡量新技术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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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在评估新做法和新的呈现方式时， 有两种著名的效应类型会导致我

们获得虚假的积极影响。 一种是 “霍桑效应”， 认为我们很难直接衡量学

习过程变化产生的真实效益， 原因是除了真实的干预之外， 试验情境本身

也会产生影响。 另外一种效应是 “狐狸教授效应”， 对于呈现方式良好的

内容， 人们会给出更高的评价， 而不会考虑内容本身的价值 （Ｎａｆｔｕｌｉｎ，

Ｗａｒｅ 和 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１９７３）。

在最初的狐狸教授试验中， 一位演员扮演学者， 向众多学习者教授吸

引人但是无意义的课程， 如果网络上没有大量的虚假信息， 这一试验将很

难重复，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许多学生将维基百科作为获取信息的首要途

径， 并且没有对这些内容进行筛选。 因此， 我们必须避免夸大新技术和新

活动在教学方面的益处。 在教学设计方面我们依然有很多要学的内容， 而

新技术也会带来新挑战。 在评估这些策略时，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 才能获

得正确的结论 （Ｍｅｒｒｉｌｌ， ２００７）。

（五） 糟糕的投资回报

许多文献 （例如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和 Ｙａｎｇ， １９９６） 都提到了 “ ＩＴ 生产力矛

盾”， 指的是信息技术投资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 事实上， 很难看到如何

从 ＩＴ 投资中获得回报。 关于这一复杂问题的辩论依然在持续， 但是我们至

少应当认识到对学习技术 （教育投资的任何形式） 的投资回报是非常重要

的。 对于特定场所的教育投资应当获得回报， 无论是公立学校、 大学还是

公司培训部门。 因此， 对任何形式的移动学习的投资应至少与其他形式的

教育投资等值。

如果研究人员没有考虑到计划的负面后果， 便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那

些希望推广移动学习的人应当警惕移动学习对个人、 机构和环境可能造成

的负面影响， 并努力消除这些影响。 另外， 我们应当确保研究方法足够严

谨， 确保所宣称的任何优点都是真实可靠的。

六、 结论

预测未来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 但是研究人员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他们

有兴趣预测可能会实现的未来。 根据列出的关于移动学习的一系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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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本章在此将文中对于目前和未来移动学习的积极和消极看法进行

总结。

• 在神话和误解部分， 本章介绍了移动学习的有限的和超乎想象的特

点。 通过认识这些假设， 未来我们也许可以更加全面地利用移动学习。

• 在移动学习创新方面， 本章探索了学习者广泛使用的各种类型移动

设备提供的多种可见功能的范围。

• 在未来潜力方面， 本章介绍了这些技术发展如何与创新教学方法相

融合以实现教室教学创新和更广阔的学习体验。

• 最后， 在移动学习未来的可能风险方面， 本章试图引起人们对于潜

在负面影响的认知， 帮助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避免移动学习创新方面可

能的陷阱。

在本章中， 我们介绍了移动学习的贡献、 最具创新的特点， 以及未来

的潜力和风险。 无论技术和教学方法有着怎样的发展， 可以确定的是， 随

着我们作为学习者的体验和支持性技术之间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 适应

性、 协作性和探索性， 移动学习的概念将会在终身学习中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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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ｋｅｒ， Ｊ （２０１０）． Ｈｏｗ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ｏｆ ａ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ｅＨｏｗ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ｅｈｏｗ ｃｏｍ／ ｈｏｗ＿７４９５２９８＿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ｃｅｌｌ⁃ｐｈｏｎｅ ｈｔｍｌ

Ｗｅｉ， Ｋ ， Ｔｅｏ， Ｈ ， Ｃｈａｎ， Ｈ ， ＆ Ｔａｎ， Ｂ （２０１１） ．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２， １７０ － １８７

Ｗｉｎｔｅｒ， Ｎ ， ＆ Ｐｅｍｂｅｒｔｏｎ， Ｌ （２０１１） ． Ｕｎｅａｒｔｈｉｎｇ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Ｄｅ⁃

ｖｉｃｅ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ｉ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

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３ （４） １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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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Ｇ： 移动通信技术的最新一代； 允许数据在移动设备之间转换， 比

３Ｇ 网络快 １５ ～ １００ 倍。

高级分布式学习 （ＡＤＬ） 研究项目： 这是技术增强学习领域中心几项

标准化成就之一； 更多信息， 请参见高级分布式学习。

聚合： 不同数据资源的收集和整合。

环境显示： 在日常工具中嵌入的指标。 环境显示可以使用多模式的信

息编码， 如视频、 音频、 触觉、 味觉、 听觉等形式。

环境信息： 是指信息无处不在， 通过使用环境显示嵌入到日常环

境中。

环境信息渠道： 这是设计移动应用程序和考虑使用情境的用户界面的

模式和方法。 环境信息渠道侧重于设计整合的体验， 将通过移动技术提供

的用户服务于用户环境中的资源同步使用。

Ａｐｐ： 移动应用的简单缩写形式。

移动应用市场： 这是一种数字应用分发方法， 给用户提供应用软件。

应用程序接口： 系统中不同软件之间如何互动以产生预期结果的

说明。

人工制品： 是指在用户环境中的物体， 可以是控制或观察环境信息的

输入和输出通道以及处理器。

有声读物： 是一种可读文本的录音， 不必是一本书或一本杂志的准确

的音频版本。

增强现实： 是通过计算机感应系统， 如声音、 视频、 图片或 ＧＰＳ 数据

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增强。

混合式学习： 结合面授方法和计算机辅助活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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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 一种近距离无线技术， 目的是简化互联网装置、 硬件设备和互

联网之间的通信。

拼装： 本观点来自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是指寻找资源 （物

体、 工具、 文件等）， 将其建在你认为重要的事物中。

自带设备： 用于学习环境中， 是指允许学生们使用个人的设备。

蜂窝技术： 配置在数字通信中的频率。 相互竞争的移动系统包括 ＧＳＭ

和 ＣＤＭＡ。

频道或信息环境频道： 是一种信息环境的双向互动频道， 用户能够在

自己的环境中与信息互动。

码分多址 （ＣＤＭＡ）： 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 使用扩频技术在宽频范

围内传播无限信号。 其载体包括 Ｓｐｒｉｎｔ， ＮｅｘＴｅｌ， Ｖｅｒｉｚｏｎ， Ａｌｌｔｅｌ 和 Ｔｅｌｕｓ。

建构主义学习： 通过与环境互动发展起来的知识。

上下文环境： 指用户的情境或环境。 该词在 ＡＩＣＨＥ 中用来区分 ５ 种主

要不同的上下文环境： 特征、 时间、 地点、 活动和关系。

跨平台： 建设一次性软件的技术方法， 但是允许其在多种操作系统中

运行。

层叠样式表单： 一种样式语言， 描述超文本标记语言如何呈现， ＣＳＳ３

是层叠样式表单最新版本。

数字无障碍信息系统： 有声电子书、 杂志和计算机化文本的技术标

准。 数字无障碍信息系统设计的目的是完全替代纸质教材， 特别是给 “有

纸质阅读困难” 的人群使用， 如盲人、 视觉损伤的人和阅读障碍的人。

发现式学习： 通过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参与而发现的知识。

远程学习： 传递教育和教学的一种方式， 通常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为

那些不能来传统环境 （如教室） 中学习的学生提供的。 当信息资源和学生

之间在时间、 地点或二者同时都分离时， 远程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学习

入口。

分布式认知： 是指学习的社会方面， 学生与环境中的物理事物和其他

人之间存在的关系。

达尔文信息分类系统构造： 是一种 ＸＭＬ 语言标准， 支持文件的结构

化的发展和灵活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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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 通过创造， 使用和管理恰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来辅助学习

提升表现的道德实践和研究。

电子学习： 所有形式的电子支持的学习和教学， 包括教育技术。 不管

是否是网络的学习， 该信息通信系统都有特定的媒体服务以实现学习

过程。

ＥＰＵＢ 格式： 国际数字出版论坛免费开放的电子书标准。 文件的扩展

名是  ｅｐｕｂ。 电子出版是为自动优化显示模式的内容设计的， 意思是说电

子出版阅读器能够为某种特点显示器优化文本。

体验 ＡＰＩ： 高级分布式学习方案培训和学习体系结构努力的首个项目，

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ＳＣＯＲＭ）。

可扩展标记语言 （ＸＭＬ）： 一种标记性语言， 定义了一整套规则， 将

文件编码成既可机读又可人读的格式。

可检索性： 在使用和用户经验社区， 可检索行是指移动应用用户能够

配置他们所寻找的特定内容的自由度。

灵活学习： 将学习资源和学习方法在暂时的空间内广泛分配， 使其具

有多样化和个性化。

翻转课堂： 使用网络媒体将教育中直接辅导的部分移出课堂， 而利用

面授时间来进行更加互动、 更具有探索性的活动。 该词最初是由美国教师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ｅｒｇｍａｎ 和 Ａａｒｏｎ Ｓａｍｓ 发明使用的。

正式学习： 是指发生在正式教育情境下的学习。

框架： 将环境信息放入情境中的过程， 从教学法的角度为模拟学习过

程展示相关的框架或情境信息。

寻宝： 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寻找和隐藏宝藏的一种游戏。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ＧＳＭ）： 移动通信技术第二代产品， 实际上是数

字移动电话服务的欧洲标准， 美洲也使用该技术和标准。 ＧＳＭ 载体包括

ＡＴ＆Ｔ， Ｔ⁃Ｍｏｂｉｌｅ， ＳｕｎＣｏｍ 和 Ｒｏｇｅｒｓ

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通常用来导航或位置

定位。

标签： 是指键盘上的＃号标志， 微博中常用来给特定的内容加有意义

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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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标记语言 （ＨＴＭＬ）： 互联网标记语言。

超文本标记语言 ５： 超文本标记语言的最新迭代。 包括新的特征、 对

现有特征的改进， 是基于脚本的应用程序界面。 该文本的设计目的是在任

何平台上均可使用， 许多移动电话浏览器都采用了该文本。 该文本提供线

下存储， 不需要插件。

学习设计规范 （ ＩＭＳ ＬＤ）： 是由全球学习联盟提议的正规技术说明，

定义了描述学习设计的符号语言。 本规范基于荷兰开放大学提出的教育模

型语言而建立。

信息和通信技术 （ ＩＣＴ）： 是信息技术 （ ＩＴ） 的同义词， 但是含义更加

广泛， 强调统一的通信的作用和计算机 （包括必要的企业软件、 中间件和

音视频系统） 与电信 （电话线和无线信号） 集合的作用， 目的是使用户能

够接触、 存储、 交换和控制信息。

非正式学习： 是指自发随意的学习。

教学设计或教育设计： 教育过程的描述方式。

ｉＰａｄ： 苹果公司设计并推广的一款平板电脑。

ｉＰｈｏｎｅ： 苹果公司设计并推广的一款手机。

ｉＰｏｄ： 苹果公司设计并推广的一款便携式媒体播放器。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语言： 一种程序语言， 是超文本标记语言 ５ 的一部分。

学习设计： 是指教学过程， 在特定的学习单元内 （如一门网络课程、

一个学习活动或者任何其他设计的学习活动） 发生的具体的教学方法或教

学实践， 目的是解决特定教育情境下的特定学习群体的具体的学习目标。

学习编制系统： 是一种支持教学设计实施的学习运行系统。

学习管理系统： 当学习者完成网上课程、 电子学习和移动学习课程

时， 该系统会协调各种活动。 学习管理系统管理学习过程， 传送学习资

料， 跟踪学习者， 允许学习者与教师和其他同伴之间互动。

基于位置的学习： 与某个学生所处的实际位置相关的学习。

微博： 以博客的形式出现的一种广播媒介。 微博与传统的博客有所区

别， 其内容精短。 微博允许用户交流小部分的内容， 比如短句、 个人图片

和视频链接。

移动学习 （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当学习者不在某一个固定、 事先决定好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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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发生的所有形式的学习； 也指学习者利用移动技术所提供的学习机会而

进行的学习。

移动应用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 一种为移动工具 （如手机和平板电脑） 设计

使用的软件应用。

移动设备： 一种小型的、 手持计算机设备， 通常有触摸键或微型键和

小显示屏， 重量不超过 ０ ９１ 千克 （２ 磅）。

移动学习操作系统： 为教育应用， 包括标准化的界面、 数据持久化和

数据协作提供技术支持的信息系统。

移动在线课程播放器： 是指一种网络课程播放器， 能够在移动工具中

安装并以一种最佳方式运行。

移动技术： 用于移动交流的技术。 新千年后， 一种标准的移动工具已

经从简单的寻呼机发展到移动电话、 全球定位系统导航工具， 这些工具都

嵌入到网络浏览器和即时消息客户端以及手持游戏控制器中。

ＭｏｂｉＰｏｃｋｅｔ 格式： 使用扩展超文本标识语言基于开放电子书标准的一

种电子书形式。

ＭＰ３： 一种流行的音频格式。

ＭＰ４： 一种流行的视频格式。

多种设备环境： 由互相关联的信息通信技术设备装备在一起的实际空

间， 能够提供一种统一的信息覆盖层。

多格式： 一种编码内容格式， 将特定形式的数据转成可展示的信息。

本机应用程序： 以特定移动工具所需要的编码语言开发的软件。 例如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 运行环境。

近场通信： 基于标准的短程无线连接技术， 能够在电子设备之间提供

便捷的短程交流； 用于访问控制、 移动付费或者同伴数据转换。

ＯＡｕｔｈ： 认证和认证标准。

在线课程播放器： 传输在线课程的软件程序。

开源： 一种哲学和实用方法论， 鼓励自由重分， 接触终端产品设计和

实施细节。

编排： 在教室里， 编排是指多层活动 （如个人工作、 小组工作和班级

讨论） 之间的真实管理和转换以及多种限制 （如时间和地点限制、 课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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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需求、 教师的精力水平） 之间的管理。

个人数字化助手： 人们所携带的小型的、 便携式移动设备， 通常做商

务使用 （例如手机）。

个人电脑： 普通意义上的电脑， 尺寸、 内存和原始售价均对个人有

利， 设计的目的是直接由终端用户使用， 无计算机操作者的参与和干扰即

可使用。

播客： 一种数字化媒体， 包含音频、 视频片段， ＰＤＦ 文件或 ＥＰＵＢ 文

件， 能够通过网络辛迪加或网上查找上传和下载到计算机或者移动设

备上。

基于问题的学习： 个人通过完成基于特定技能被使用的真实环境中的

任务来提升知识的学习。

ＱＲ － Ｃｏｄｅ： 是一种二维码， 使移动设备嵌入条形码阅读器以便通过

扫码该码而接触到额外的信息。

射频识别 （ＲＦＩＤ）： 理论上与条形码识别相似的技术。 用于从衣服标

签到宠物标签的投射物。 射频识别消除了条形码所依赖的视角线读取方

法， 而且能够实现比条形码扫码更远的距离。

自我激励的学习： 学习者个人能够建立学习目标， 提升学习努力和意

愿， 能超越期望， 设计更加有效的方法的学习。 采用自我激励的学习方法

学习， 学习者在任务或者目标来临的时候能够更加具有自信心。

传感器： 收集实际数据和虚拟数据的设备。 传感器信息可用于元数据

或者环境信息器中的数据。

传感器网络： 收集信息通信系统数据的网络。 传感器网络从多种传感

设备中收集和集成数据。 传感器网络依赖预先设置的网络连接。

严肃游戏： 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非娱乐性质的游戏。

可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是一种高级分布式学习 （ＡＤＬ） 方案的电

子学习模式。 它集成了相关的技术标准、 规格和指南以满足共享内容对象

参考模型的高水平需求， 从而创造出可接触的、 彼此协作的、 可持续的和

可再次使用的内容和系统。 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的内容可通过任何相关

联的学习管理系统传送给学习者， 前提是该学习者必须使用同样版本的共

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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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服务： 电话、 网络或移动通信系统的短信服务功能， 采用标准的

通信协议， 允许在固网或移动电话之间交换短信。

情境认知： 该观点最好在真实的环境中进行， 与学习的观点紧密相

关， 与灌输学习知识的观点相对立； 与实际学习经验相关， 如手工模型制

作和基于项目的学习。

智能手机： 一种移动电话， 除了打电话和发短信外还包括高级的计算

和连接功能。 智能手机能够展示照片、 播放视频、 收发电子邮件、 网上冲

浪并运行第三方应用程序。

社会建构主义学习： 知识在社会情境和个人之间相互关联， 合作建构

的一种学习方式。

手写笔： 一种小型的钢笔形状的设备， 用来给计算机屏幕、 移动设备

或绘图板输送命令。 与触摸屏设备一起， 用户可将手写笔放在屏幕表面进

行绘画， 或者点击屏幕进行选择。

同步： 在 ＡＩＣＨＥ 应用程序中不同特质的元数据相配筛选出最适合当前

情境的资源的过程。

平板电脑： 一种主要通过触摸屏来操作的移动计算机。 用户的手指起

到鼠标和光标的作用， 移除实际硬件部分 （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必需的硬

件部分） 的需求， 屏幕上可隐藏的虚拟键盘集成在显示器中。

迁移学习理论： 该理论最初由 Ｊａｃｋ Ｍｅｚｉｒｏｗ 在 １９７８ 年创建， 这种动态

的基本变化发生在我们自己所看到的方式和我们所处的世界。 在学习中所

发生的迁移行为是个体使自己更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 个体通过学习可以

更易于接纳新事物或者新观点。

视频流： 在视频提供器传输中不断地被终端用户所接收和呈现的

视频。

虚拟教育： 是指一种远程学习方式， 课程内容的传输通过各种互联网

手段和资源进行， 比如通过课程管理应用程序、 多媒体和视频会议系统传

输。 学生和教师也通过这些技术进行交流。

虚拟学习环境： 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教育系统， 以传统的真实世界的教

育为模板， 向学习者提供类似课堂、 课堂内容、 考试、 作业、 分数、 评估

和其他外部资源 （如学习资源或博物馆链接） 的虚拟入口； 也是一个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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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线性讨论进行互动。 典型的虚拟学习环境使用

Ｗｅｂ ２ ０ 工具进行双向互动， 包含内容管理系统。

Ｗｅｂｋｉｔ 浏览器： 支持苹果、 安卓和近来的黑莓设备上移动浏览器的支

撑性软件编码。

无线上网技术： 是指使用无线技术连接局域网的一系列设备标准。

无线电： 是指无线电通信， 在两点或者更多点之间进行信息转换， 各

点之间由电导体连接。 最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使用电磁无线通信， 如收

音机。

群体智慧： 作者 Ｊａｍｅｓ Ｓｕｒｏｗｉｅｃｋｉ 的书籍 （２００５，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中

的术语， 探索了群体决定的观点可能好于群体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单独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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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移动的世界， 预计全球移动手机用户超过 ６０ 亿

人， 其中至少有 ７５％的人位于发展中国家。 全球大约有 ２５ 亿人可以访问

互联网， 其中 １ ／ ３ 的人通过移动设备访问互联网。

随着移动设备数量的增加， 人们越来越希望将这些设备用于教育和培

训用途。 移动学习是一个新兴的领域， 这种学习方式的基础是开放教育资

源和快速发展的移动技术， 在改革教育方面潜力巨大 （包括教室、 工作场

所和非正式学习）。 通过移动学习， 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低成本的教育。

许多国家都实施大型的计划为国民提供无线技术。 这些计划规模很

大， 符合英联邦学习共同体的要求，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２１ 世纪为所

有人提供教育的目标。

《通过移动学习增加教育机会》 介绍了关于移动学习目前的状态和潜

力的综合性的最新信息， 有助于加速移动学习的发展。 本书帮助教育工作

者和培训师将最新的应用和技术用于设计、 开发和实施高质量的移动学习

课程、 资料和发布模式。 这十六章内容凝聚了全球 ３０ 位作者的心血， 设计

多个主题， 从运营实例和最佳实践到机遇和挑战。

对于研究移动学习在教育和培训中的应用， 包括在终身学习过程中使

用的学习者， 会发现本书中分享的经验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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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所言， 移动学习的概念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产生以来， 得到了

飞速的发展。 世界上很多国家， 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利用移动技术实施移动

学习， 或助力传统的教室学习， 或提升远程学习方式， 或利用其致力于解

决教育资源公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关于移动学习的研究， 可以说英联邦学习共同体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和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 （Ａｔｈａｂａｓ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一直走在前

列。 这两个组织中的许多教授和学者都积极地参与到了世界上有关移动学

习的项目当中。 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远程教育中心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ｌｌｙ 教

授在参与卡塔尔基金会资助的移动学习研究项目期间， 产生了创作想法。

他通过积极地组织与协调， 收集到了世界上除非洲以外的 ４ 个大洲 １２ 个国

家移动学习领域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并与东马其顿和色雷斯技术学院的

Ａｖｇｏｕｓｔｏｓ Ｔｓｉｎａｋｏｓ 教授一起将这些最新进展汇编成英文书稿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有文献显示， 移动学习自 ２０００ 年左右引入我国后， 经过 １０ 多年的发

展， 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雏形。 然而， 目前的发展局面距离

我国具有成熟的移动学习理论和完全可借鉴与可复制的移动学习实践做法

还有一段差距。 我国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 人口众多， 教育资源

相对匮乏， 利用移动技术实施移动学习将会为我国的教育带来新的发展

机遇。

鉴于英文书稿的研究价值，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审时度势予以引

进， 在中国大陆地区获得独家翻译出版发行权， 并特邀我领衔翻译此书。

与此同时， 我也接收到 Ａｌｌｙ 教授本人发来的翻译邀请。 感谢他们对我的信

任！ 作为国家开放大学的一员， 我们很愿意尽其所能， 将书稿的内容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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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推荐给中国移动学习领域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 希望对大

家的工作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这本书稿的翻译过程， 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 几年前， 我开始关注

非正式学习， 从学分银行、 终身学习立交桥建设的角度去认识。 今天， 当

我翻译这本书稿时， 我有种对学习方式再认识的感觉。 第一， 移动技术对

学习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我们每个人似乎已不由

自主地 “卷” 入到互联网时代和信息浪潮中。 随着移动设备的数量越来越

多， 移动技术越来越优化， 许多研究者和从业者 “顺应潮流”， 将移动技

术融入了学习环境之中。 Ｋｅｅｇａｎ （２００２） 预测 “移动学习是学习的未来。”

我们看到， 移动学习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发生， 移动学习具有的这

种基于位置学习的潜力， 在旅行和博物馆参观的学习当中尤其受到欢迎。

由于移动设备具有协作探究的功能， 因而， 也能够支持协作学习活动的展

开。 书稿中介绍的英国中小学积极利用移动技术开展协作学习活动的案

例， 反映出移动技术对丰富学生学习体验、 学习内容有着促进作用。 第

二， 移动技术不断挑战学习的 “领地”。 从幼儿园到高中、 再到高等教育、

企业， 从正式学习到非正式学习， 再到课堂学习、 远程学习和现场研究，

移动学习无处不在。 通常发生在传统教育环境之外的移动学习， 利用移动

技术使得学习具有了泛在性， 打破了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障碍， 并可

以在两者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甚或是无缝衔接。 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０７） 指出 “移

动性实现了正式和非正式环境中的泛在学习， 减少了对于固定工作和学习

位置的依赖性， 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方式”。 移动学习跨越了正式与

非正式教育的情境。 通过移动学习， 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低成本的教育和

有价值的知识。

对于这本书稿的翻译， 首先要衷心感谢我的翻译团队： 感谢国家开放

大学对外合作与交流处陈海山老师对书稿的初步翻译， 感谢国家开放大学

教育研究院侯松岩老师在整个书稿翻译过程中， 与我多次研讨， 特别是在

我比照英文原文对初稿进行逐字逐句的审校、 修改和统稿中， 给予我莫大

的鼓励和有力的支持！ 感谢程罡博士为书稿的部分翻译提供的专业技术术

语的指导！ 特别感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的来继文老师、 庄颖老师对

本书出版所做的大量辛苦工作！ 真诚感谢国家开放大学杨志坚校长和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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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张少刚教授给予我研究前行的动力和空间， 使得译稿能够及时

面世！

书稿翻译力求尊重原文， 保持原著风格， 保持参考文献不变。 原文中

的网址有些已经更新， 有些已经无法打开， 对无法打开的我们做了删除。

由于编译时间仓促， 水平有限， 文中定有疏漏之处， 敬请谅解并不吝赐

教。 感谢你们的阅读。

王　 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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