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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向智慧的学习环境



交互
获得全
球关注

移动

廉价

电脑从奢侈品变成消费品

http://noahtech.com.cn/pro/txt.php?id=65


技术嵌入日常环境

Wearable Computers

University of Oregon

Source:

www.cs.uoregon.edu

• 计算机集成到环境中，人们可以在移
动中和计算机更加自然的交互

• 技术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无意
识的使用

• 设备感知环境的变化，人的需求，自
动适应，按照人们的喜好响应

http://www.fireflywiki.org/pmwiki.php/Firefly/CategoryTechnology?action=search&text=Firefly/CategoryTechnology


三元融合的世界

——From中科院信息技术发展白皮书

信息空间：存在于计算机
和网络中的数字化的信息、
服务、计算和通信

物理空间：真实存在的物理
世界

社会空间：人类社会生活、
个体生存空间



智能空间

• 智能空间的定义是“一个嵌入了计算
、信息设备和多模态的传感器的工作
或生活空间,具有自然便捷的交互接口
，其目的是使用户能非常方便地在其
中访问信息、获得计算机的服务以及
高效地进行工作和协同”

——美国国家技术与标准研究院



不同定义的要点

• 有的强调环境对人的意图和状态的感知

• 有的强调设备的自适应及互联通信能力

• 有的强调以人为中心的自然交互和不可见
计算

• 有的强调能感知、能推理和通信，为用户
提供便捷服务的智能环境系统



智能空间应具备的功能

• 能识别和感知用户以及他们的动作和目的，理
解和预测用户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需要；

• 用户能方便地与各种信息源进行交互；

• 用户携带的移动设备可以无缝地与智能空间的
基础设施交互；

• 提供丰富的信息显示；

• 提供对发生在智能空间中的经历(experience) 的
记录,以便在以后进行分析；

• 支持空间中多人的协同工作以及与远程用户的
沉浸式的协同工作。



9-160

The Classroom Will Learn You



智慧教育环境的核心特征

智慧教育
环境

异构通讯

可视化

自然交互自动适应

智能管控 任务驱动

情境感知 无缝移动

感知教与学活动实施的物理位置信息；感知教
与学活动场所的环境信息；感知学习者的专业
知识背景；感知学习者的学习状态等；感知学
习者的知识背景、知识基础、知识缺陷等；感
知学习者的认知风格等；

系统集成、计算资
源融合到环境中，
不同设备之间可以
无缝通信

虚实融合、无缝切换、
多终端访问、联接社
群

以语音、动
作等自然姿
态深度互动、
跟踪记录

智能控制、诊
断、分析、调
节、调度

按需自动适应：根据用
户的学习偏好和学习需
求，个性化推送学习资
源或服务；

海量数据的图形化,

直观可视化监控、
数据呈现、操作

学习环境能够理解用户的行为与意图，主
动提供交流与服务，用户认知资源聚焦与
任务，而非底层技术，技术适应人的工作
行为，而不是人适应技术规则



走向智慧的学习环境

学生

专业知识
&

可靠资源

学习
共同体

个人
学习同伴

信息管理
&

沟通工具

在线指导
&

指导课程

共同兴趣
的同伴

知识创建
工具

信息数据
&

资源

教师

同伴

家长

教师&教练

随着无所不在的计
算 技 术 (ubiquitous

computing)及移动通信
技术的发展成熟，人们
开 始 考 虑 用
“U”(ubiquitous，意指
“无所不在的”) 来取代
原先的“e ”，描述21世
纪“无所不在的”信息
社会。从“E ”到“U ”

看上去只是一个名词的
改动，却蕴含了理念、
目标、路径乃至整个战
略框架的深刻转变。——NETP2010



• 在此模型中，技术不再是单独的工具，而是蕴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专
业资源、人和工具，它们以互补的方式共同运作，革新了学生及其学
习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建立和维护了一种创新性的生态圈或者学习
文化。

• 学习者在这种生态圈中，他们彼此之间、与教师之间、与家长之间已
经与社会专业人士之间存在着不同于现在形态的互动关系，学生的主
体地位明显凸显出来了。使学习内容的来源、学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
变革，每个人既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知识的消费者。

• 技术从作为支持个体的工具更多地转变为一种支持泛在学习、自由探
究、知识建构、交流协作的无缝学习环境。

• 学校和教育机构不再是封闭的社会单元，而是通过网络汇聚作用，形
成集体智慧聚变的节点，是一个充满活力、人性化和高度社会化的地
方；不再是静态知识的仓储，而是开放的、流动的、社会性的、分布
的、连接的智慧认知网络与个性化发展空间。

• 这种生态环境不是一个割裂的学习空间，而是通过网络连接全球性社
会的，连接学生日常生活经验与未来生活，学习也不仅仅发生教室和
学校里，而是终身的、全面的、按需获得的。



• 此模型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是
因为该模型强调技术与教育服务的融合、
人和技术的融合、实体的空间和虚拟的空
间融合，形成一个技术完全融入“学习”
的和谐教育信息生态。

• 它从整体优化的视角考察技术在教育中的
角色与定位，从技术要素的关注到人和技
术之间的关系关注，强调技术和人相互作
用的整体优化变革，强调技术与技术之间
、技术与人之间信息的无缝流通、认知的
分布均衡。



二、智慧环境支持的泛在学习



情境感知（Context Sensitivity）

• 随着技术的进步，移动设备的情境感知（Context 
Sensitivity）能力将越来越强大，它将集成更多的传感器、

探测器、采集器，通过这些电子化的微型感知设备，捕获
用户、设备、场所、问题、应对策略方法等真实世界的信
息，以及将我们所处生活环境中各种人类感官不能直接感
受到的信息，采集到方寸之间的移动设备中，进入到数字
化的虚拟世界中，经过计算、处理，变成我们人类学习、
决策的参考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连通虚拟世界和现实世
界，通过虚拟世界的知识学习来增强人对现实的理解和驾
驭能力。



示例：SkyScout

• 比如美国Celestron公司的SkyScout (天空探索家)，它是一个具有情境
感知能力的天文望远镜，将SkyScout指向某一颗星体，它会在存储的
6000多星体天文数据库中对照，识别出这是哪颗星，再向你用文本或
声音介绍它的基本情况，还时常会穿插一些背景故事，神话传闻。

• 该产品能够在天文观测过程中，帮天文爱好者和初学者讲解和寻找星
体目标，实在是最大化的满足了发烧友们，老师们的需求，是一种典
型的情境学习的移动设备。

• SkyScout采用了GPS全球卫星定位技术，无论使用者把它带到哪里，它

都能通过与定位卫星的校正，测出当地的经纬度，标出正确的位置。
通过三轴感应器，能随时随地测量重力和磁场，经过计算，得出
SkyScout相对于地球的实际方位。有了这几条，SkyScout可以做到定位
星体，检索星体数据库中的知识。

• SkyScout还自带一个天文数据库，记录超过6000个肉眼能观察到的各

种天体的资料，行星、恒星、彗星，应有尽有；轨道、距离、速度、
方位、亮度、色彩，一应俱全。

http://www.science.edu/TechoftheYear/Finalists/SkyScout/SkyScout1_800.jpg


泛在学习

• 普适计算技术的发展，将对学习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正朝着一个情境
感知智能学习空间（Smart Learning Space）的生态环境迈进，我们的

学校、图书馆、教室、会议室、博物馆，乃至于流通的商品，都能主
动发射自身的知识和信息，每一个学习者都沉浸到现实世界和数字世
界交织的信息生态环境之中。

• 通过情境感知的移动设备，学习者可以轻松地感知并获取学习对象的
详细信息和学习内容，利用头盔式显示器、穿戴式电脑或其它设备，
提供一个新的、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学习空间，并利用位置跟踪器、数
据手套、其它手控输入设备、声音等使得参与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
全心投入和沉浸其中的感觉。并透过无所不在的智能网络，利用对话、
实践社区、协作学习、社交过程的内化、参与共同活动来实现于社会
学习。



The most profound forms of 
learning are those that disappear. 
They weave themselves into the 
fabric of everyday life until they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it.

泛在学习



泛在学习

• 学习者所关注的将是学习任务/目标本身，
而不是外围的学习工具或环境因素

• 技术对人而言,会是一种外围角色，甚至不
用让学习者注意到

• 技术会成为一种自然存在，不再增加学习
者的认知负担



泛在性

情境性社会性

连续性

适应性连接性

泛在学习



泛在学习

(1)学习的泛在性

泛在学习
移动学习

无线网络

网络教室

非正式学习



跨越时间和地点的学习

对于泛在学习来说，它能够满足学习者“时时学、处处

学”诉求。泛在学习的优点在于使用移动和泛在技术，能

够加强学习者随时随地针对引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学习动机

的事物的学习质量。



其中，（ Maldonado &Pea,2010）的设计，安排学习

者在户外学习过程中将所搜集到的情境（或环境）数据（如

照片、视频、访谈录音、温度等）上传到网上，让他们能随

后能持续数周或数个月，应用家中的计算机或个人的移动设

备进行后续讨论与反思。





(2) 学习的连续性
正式与非正式连续融合

• 泛在学习是嵌入性的学习（Embed Learning），学习融合于工作、学

习、生活和网络之中，成为一体，学习无处、无时不在，我们已无法
觉察到学习的存在。是一种能够将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联结、个
人学习与社群学习相融合、课堂学习与网络学习优势互补的融合学习
形态。

• 泛在学习是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连续统一体，是跨情境边界的，
既具有正式学习的特征，能够很好支持学校的学历教育和参加工作后
的继续教育；又具有非正式的特性，是在工作、生活或社交等非正式
学习时间和地点联接或内化知识的学习形式。

• 泛在学习是基于学习者自身的需求的，使人们能获得很多能立即应用
到实践当中去的知识和技能，它是因时、因地、随需而发生的，是一
种自我导向的过程，是一个适量学习（just in enough）的过程，在学

习者最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知识信息，而不论他们处在什么样的场
所。



案例： MWOW项目

• MIT, Museum without walls

• http://museumwithoutwallsaudio.org/

http://museumwithoutwallsaudio.org/


案例： MWOW项目

• 该项目以无线手持设备、嵌入式设备、无线
网络(WIFI)为支撑，使学习者进入到一个基于
位置的(Location-Based)、故事讲述(storytelling)

的学习环境，该项目随着学习者在校园的走动
，把麻省理工学院100多年的历史都通过无线
手持设备呈现出来。

• 实现了“学习者与技术最优化的智能整合”，
使学习者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思考”，“从
思考中学习”成为泛在学习的本质内涵。



案例： MWOW项目

• 以一个Museum without Wall 项目网
站为例,该项目网站包含如下部分：
– 1.真实历史（讲述历史事件）

– 2.倾听历史（主要包含历史事件以及可下载和
观看的音视频）

– 3.创造历史（用户可以通过成为志愿者，添加
历史事件）



（3）学习的社会性

• Siemens在强调学习者个体与学习内容关系的同时,也认为学

习不仅是在个体大脑中发生的，学习者个体与学习内容互
动的同时，社会、社区和其他学习者对学习有重大作用。

• 学习是共享和构建个体认知网络和社会认知网络的过程，
社会性成为学习的一种内在和本质属性，学习是个体参与
实践共同体的过程，学习是与群体相互合作与互动的过程
，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形成能力以及社会化的必经途
径。

• 构建社会认知网络不止是一种辅助学习的手段或工具，而
成为学习的重要目的之一



Making distances connected



SpeakingPal 英语家教



Embedded Phenomena for knowledge 
communities

“Situate classroom learners 

as investigators of science 

phenomena within which they 

are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immersed.”



Wallcology: An Embedded 
Phenomenon

Figure 5. WallCology “WallScope” depicting creatures moving along pipes and plaster

• Digital “Insects” live 

in classroom walls

• Food = “mold” and 

“slime”

• Students see a 

small window using 

“wallscopes”

• Students must learn 

about insect 

populations

• Control Invasive 

Species



Physically embedded inquiry



Emerging representations of collective 
knowledge 

WallCology tablet and 

interactive whiteboard 

application



Tablet

Understanding lifecycles: Individual



Understanding lifecycles: Collective



Collective knowledge supports new 
discourse patterns



（4）学习的情境性

• 情境是整个学习中的重要而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学习受到具体的情境特
征的影响，情境不同，所产生的学习也不同。只有当学习被镶嵌在运用
该知识的情境中时，有意义学习才有可能发生。

• 情境学习(Situated Learning)：强调知识是学习者是透过学习环境互动建构
而来的产物，且知识的本质上深受学习活动、社会脉络及文化的影响
(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 高级的学习要获得将知识进行情境化应用的能力，同时能够理解和辨识
不同情境的知识表现，也就是能够根据知识所处背景信息联系上下文辨
识问题本质并灵活解决问题。

• 与建构主义对学习者个体知识建构的强调不同，泛在学习将关注的焦点
由学习者本身转至整个学习情境，认为学习者所处的情境网络以及其中
的学习活动，是协助并支持学习者达成学习目标的关键所在。因此要通
过移动技术以自然的方式模拟真实与逼真的情境与活动，以反应知识在
真实生活中的应用方式，为理解和经验的互动创造机会；



Layar Player：用手机对着建筑物拍照，建筑物及周边信息
就会显示出来，实现真实情境的学习



EcoMobile (2013)

• Harvard research 

project

• Students take field 

trip to local lake

• Augmented reality: 

GPS “hot spots”

• Collect data with 

probeware

• Connect Inquiry to 

Classroom activities

• Go To Browser



植物栽培的移动学习案例



扫描

栽培苗的情况、栽培方法等

扫描

土壤、基质的类型、特性等

扫描

花盆的类型、特性等

动手进行盆栽





小组协
同生成
学习元

其他小
组对其
进行完
善

学习元
内容趋
于完善

真实情境中
扫描二维码
查看学习内
容

协同知识建构



基于情境实现学习内容、学习服务配置是焦点



（5）学习的适应性

• 学习将是我需要什么，就能获得什么，而且是以最合适的
组织方式、表现方式、服务方式来获得，是一种按需学习
（just in case）。

• 终身学习面向社会的全体公民，每个学习者的生活背景、
知识技能、兴趣偏好、认知风格等都各不相同，智能学习
环境能依据学习者的学习记录信息准确分析出学习者的个
性化学习模型，然后根据这些模型适应性的推送学习内容
及服务，能够向不同的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

感知学习者需求情境，
适应性呈现学习内容



5R适应模型

——from Kinsurk



案例：BSUL项目

• 日本德岛大学

• BSUL(Basic Support for Ubiquitous Learning)系

统旨在泛在计算系统融入课堂教学环境，为
教室和现场活动提供泛在学习支撑环境，从
而评估教室环境下泛在技术对学习者学习的

影响及可能性。

• 在教室内，学生利用联网的PDA与指导教师
和其他学习者进行互动，实现个性内容供给，

适应性的分层教学。



案例：BSUL项目



BSUL系统架构

Ogata, Hiroaki, Saito, Nobuji A., Paredes J., Rosa G., Support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with the BSUL 
System[J].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08,11(1):1-16.



（6）学习的连接性

• 学习是共享和构建个体认知网络和社会认
知网络的过程：个人的知识组成了内部的
认知网络，学习空间中的情境问题与其他
学习者构成社会认知网络，学习者在情境
交互过程中，完善和改进自己个人认知网
络，同时也构成社会认知网络的一部分，
分享和构建了社会认知网络。



知识整合

泛在学习能够培养学习者的自主性学习能力，并且帮助学

习者知识链接与整合，以及协助学习者掌握整合技巧。

大多关于泛在学习的文献都具有结合抽象和具体知识的特

质―将课堂中学习的抽象知识，与在户外、生活中观察到的具

体现象的连接，实现学习者在不同的情境下获取不同类型的数

据和信息，并对之进行记录、组织、处理和反思，从而成为个

人的知识。



以知识为中心，构建社会认知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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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链接到人的链接



学习元



将可进化的物化资源与人
力资源结合在一起，构成
一个可以动态演化、自我
发展的知识关系网络，网
络聚合到一定规模和深度，

将拥有社会智能



通过语义建立知识之间的关系

微课之间的语义关联



体现物化资源与人的资源的联通

体现物化资源与人
的资源的联通，构
建基于知识的社会
网络KNS: 
Knowledge 
Network Social 
Service



知识成为人的连接通路



（7）学习的多模态性

• 自然的学习交互方式，多形态的信息输入
与输出

• 采用语音识别、视线跟踪、手势输入、触
摸控制、脑电感知等新技术，使用户可用
多种形态或多个通道以自然、并行和协作
的方式与学习内容进行交互，学习系统通
过整合多通道精确和非精确信息，快速捕
捉用户的意向，进行适应性学习内容与服
务提供。



多模态情境感知

高通的Alljoyn框架：万物互联



基于多模态信息的自然人机交互

• 教师的身份通过对人脸图像和讲话声音的识
别来实现；

• 教师就像在普通教室中那样通过语音和手势
就可进行教学，而无需坐在计算机面前；

• 教师的操作包括调用课件、在电子黑板上作
注释、与远方的学生交流；

• 引入基于了虚拟人像(avatar) 技术的一个虚拟
助理角色,由它代表智能空间来协助用户与智
能空间的交互

——来自史元春教授的研究



案例： Smart Classroom项目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徐光祐、
史元春教授等领导的团队设
计开发了基于智能空间（
Smart space）的面向远程教
育的智能教室（Smart Room

）。该智能教室是为了解决
远程教育中由于基于桌面计
算、以课件下载和浏览为主
要形态等带来的种种问题而
设计开发的（其设计思路如
图所示）。



案例： Smart Classroom项目

• SmartClassroom即智能教室, 集成了清华大学人
机交互与多媒体集成研究所的许多研究技术成
果。在系统软件的支持下,教师可以直接用语言
、手势、板书等传统授课的方式引导课堂讨论,
给远程学生授课。

• 同时,课堂中教师讲解时的音频、视频、板书、
学生的发言等等都可以被系统自动记录下来,形
成一个可检索的复合多媒体文档。目前的智能
教室主要是使计算机能够感知周围的环境,接下
来将向更高层次发展,即让计算机能够理解这些
环境的变化。



泛在学习的核心理论基础

• 泛在学习的特征是学习经验可在不同情境构成的“智能学
习空间 (Smart Learning Space)”中得以延续，在智能的、
无缝的学习空间中，学生只要对情境具有好奇心就可以进
行学习，而且通过个人化移动设备作为媒介，学生将可轻
松并快速地从一个情境切换到另一个情境。

• 泛在学习深置于智能学习空间的情境网络之中，知识的获
得主要受到学习的交互活动、情境和文化的影响。与建构
主义对学习者个体知识建构的强调不同，泛在学习将关注
的焦点由学习者本身转至整个学习情境，认为学习者所处
的情境网络以及其中的学习活动，是协助并支持学习者达
成学习目标的关键所在。

• 情境认知是泛在学习的核心理论基础之一，其突出特点是
要将个体认知置于更大的物理和社会情境以及文化建构的
工具和意义中。



多谢倾听，请多提宝贵意见！

网址：http://mllab.bnu.edu.cn

http://www.et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