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科教文化 2022年 10期 (上 )总第 509期

从普适计算到云计算——信息技术
支持下的学习环境变迁研究

葛振南　马玉慧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　学习环境是为促进学习者发展，特别是促进高阶能力发展而创设的学习空间。对支持学习环境发展的技

术动态地探索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发展路径，深刻和全面地把握其发展情况。本文总结出近 20年来国内外支撑学

习环境发展的技术变化，按照技术的发展，可以发现有明显的三个阶段，分别是“普适学习环境”阶段、“智慧

学习环境”阶段、“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开放学习环境”阶段，分析每个阶段的技术发展情况以及对学习者的

促进作用，以期为开展学习环境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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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我们可以发现，在“学习环境”之前，经常会加

上“普适计算机技术支持下的”“技术支撑的认知学

徒制的”“网络的”“泛在”“数字”“智慧”“虚

拟现实”“全息技术”等技术名称。随着这些技术名

称的变化，技术驱动的学习环境发展愈发清晰和明朗，

技术的发展又是有迹可循的，从最初的普适学习环境，

到后面的数字学习环境，再到现在的“互联网 +教育”

的开放学习环境，技术是在不断向前迈进的，本研究

的具体问题有两点：一是现在的技术都有哪些？到达

了什么程度？对学习者的影响有哪些？二是基于新技

术的学习环境会出现哪些挑战？

2 近 20年支持学习环境的信息技术的变化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学习环境的定

义做出了很多努力。学习环境随着教育和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环境又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主要概念包

括以下六点：

2.1 普适计算技术

普适计算技术是将计算机的功能融入外围环境中，

使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人们应该完成的任务。[1]普适计

算环境是信息空间与现实的结合，是普适计算学习环

境下人们可以不受时空约束而数字化的服务 [2]。

2.2 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是借助计算机、手机等设备将各种图、文、

音、影等信息转换成计算机语言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

和“1”后进行处理、加工、保存、传播、还原的技术，

是一门科学技术。

2.3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模拟、扩展、扩展智能的

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不断发展，随着阿尔法击败围棋高手李世石，

人工智能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2.4 全息技术

全息技术是一种三维立体成像技术，物体模型可

以完全由光束表示，它主要采用干涉和衍射的光学原

理，利用干涉原理记录物体光波的相位和振幅，再经

过衍射表现物体光波。[3]

2.5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常称为 VR，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

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感器技术等，通过多源信

息融合、交互式三维动态视觉和实体行为的计算机仿

真系统，实现视觉、听觉、感觉等方面产生与真实环

境高度相似的数字化学习环境。[4]

2.6 云计算

云计算具有快速灵活地提供资源的能力，能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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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的管理工作量快速部署和释放资源。在云计算背

景下，云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在使用云计算技

术的过程中用户的安全和隐私等问题也不容忽视。[5]

3 各技术支持下的学习环境

3.1 普适计算学习环境

普适计算学习环境对于学习的促进有以下几个方面：

绩效的提升：“绩效”是指学习者在学习场所完

成任务的成就或结果。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希望能

够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收获更多。绩效的提升就可

以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对学习环境理论的发展：学习活动在学习环境的

构成上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而学习活动系统同样

是包括主体、客体、工具、分工、共同体和规则在内

的一个完整系统。普适计算的介入丰富了活动的理论，

可以加强活动中的互动性，可以使活动内容更多丰富

多样，最后也可以给学生更多的反馈。

3.2 数字学习环境

数字学习环境对学习的促进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在学校学习的学生，数字学习环境可以让学

生不论是身处学校、家庭还是社会，处处都将充满“智

慧性”。在学校学习生活中，教师可以利用数字学习

技术对学习环境进行改造，可以利用技术让抽象的知

识变得具体起来，让原本学生只能凭空想象的知识变

得立体起来，增强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从被

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在家庭学习中，学生可以在家

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作业辅助，促使学生不再为家庭作

业而烦恼，教师也可以将上课内容传到学生端，让家

长根据教师所讲授的内容给学生进行家庭辅导，更好

地实现家校合作。[6]

3.3 “互联网＋教育”技术支持下的学习环境

1.虚拟现实学习环境对于学习的促进有以下几个

方面：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的学习环境可以激发学习

动机；在 VR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实现自己的构想，

得到积极及时的反馈，使得学生喜欢利用 VR学习，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的学习环

境可以实现情境学习；VR学习环境中，可以获得视觉、

听觉、触觉等多通道感觉反馈，可以激发学习者更加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以实现情境学习 [7]。虚拟现实

技术支持下的学习环境可以激发学习者高阶思维；教

育心理中将创新能力、问题求解能力、决策力和批判

性思维能力都归属于高阶思维 [8]。在 VR学习环境中，

教师可以通过设置游戏关卡，达到巩固知识点的作业，

学生在闯关中会认真思考，深入思考，从而激发了学

习者的高阶思维。学习者进入 VR学习环境中，会随着

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在环境改变的同时，学生

会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朱自清的背影一课，

当跟随着朱自清的文字再身处当时的环境，学习者一

定是主动去领悟朱自清当时的感觉而不是教师被动地

传授。学生具有差异性，VR学习环境可以根据学生的

学习特点来进行配备，以促进学习者个性化学习。

2.全息技术支持下学习环境对于学习的促进有以

下几个方面：全息技术可以构建数字孪生课堂，有利

于促进教育公平，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实现全纳

教育。构建未来学习环境。基于全息技术构建的未来

学习环境能将学生带到一个虚拟的世界中，让学生在

受到学习环境的影响下沉浸在学习中。全息技术可以

丰富课程内容，使一些知识点可以用三维技术呈现，

如医学解剖类课程、地理类课程等，从而丰富学习者

的学习体验。 

3.4 云计算学习环境对于学习的促进

云计算技术支持下的数据存储量是传统普适计算

技术支持下的平台不可比拟的，国家利用云计算技术，

构建了教育云平台，上传和储存的教学资源总量是非

常巨大的，教师可以通过云教育平台进行学习和借鉴，

完善自己的课堂教学设计。云计算技术支持下的学习

环境，可以通过大量的计算分析学生学习的动态，可

以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方式，针对学习比

较扎实的学生进行拔高题目的推荐，对于基础不是特

别扎实的学生进行较为基础的题目推荐，为个性化教

学提供参考。云计算支持下的学习环境，可以将聊天

工具、日历、网盘等平台集成起来，为学生开展学习

提供多方面的学习支持。教师可以在聊天窗口进行任

务发布，学生可以自行组队并通过聊天工具进行交流，

利用日历做进度计划，利用网盘进行任务进度存贮，

云计算也可以将这些全部记录下来，小组内同学可以

共享，老师也可以直观地看到每个小组的进度，进行

针对性指导，云计算对于小组协作学习的开展提供的

帮助是其他技术无法代替的。

4 基于新技术的学习环境面临的挑战

4.1 技术本身面临的挑战

1.设备自身性能的稳定性。首先以网络为例，从

最开始的 2G网络到 3G、4G直到现在的 5G技术，2G

技术下的网速是最慢的，最不稳定的，反应速度特别

缓慢，像一个老年人一样。5G技术下的网速是目前最

快的，不但网速快，稳定性也很高。运用 5G技术，可

以实现计算机通信间的无障碍交流，但是 2G技术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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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实现。

2.各个品牌、平台间的相互协作。设备是不同厂

家生产出来的，手机就有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学校

应用的白板、投影仪也是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这种

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设备间不兼容的情况，会对学

习效果产生影响，故实现设备的跨品牌、跨平台合作

也是刻不容缓的。

3.长时间使用新技术可能会对学生的生理造成不

适。长时间使用计算机会对学习者的视力产生影响，

长时间使用 VR设备会让学习者产生眩晕感，所以对于

设备的使用时长、使用强度到底应该如何把握是未来

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4.学习资源建设面临的挑战：在新技术支持下的

学习环境急需加强学习资源方面的建设。新技术一旦

产生，最先运用的地方肯定是商业，例如虚拟现实技

术最应用于游戏，创造了商业价值，但是与教学内容

的结合就很少，应用于教学中的场景也很少。

4.2 新技术下对于教育者的教学也带来了极

大的挑战

1.需要创新教学设计。学习环境随着技术与时俱

进，教师的教学设计也要不断开拓创新，要善用学习

环境的支持技术，例如投影仪可以播放教学内容的相

关记录，这样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可以增加课

堂的趣味性。

2.课堂教学难度增大。疫情常态下要求教师时刻

准备线上教学。线上教学时的教学难度会比课堂难度

增大，教师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学生的有效反馈，影

响教学效果。

3.师生间情感的流失。新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可

以实现跨时空学习，全息投影、虚拟现实技术都可以

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但是同时也削弱了教

师与学生之间情感的沟通，造成教师与学生之间情感

的流失。

4.3 受教育者学习面临的挑战

1.受教育者容易形成不严谨的学习态度。新技术

越来越重视学习者的感受，自疫情暴发以来，为响应

国家停课不停学号召，各级各地积极开展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的弊端同时也暴露了出来，教师在线上认真

讲课，但是因为网络等各种问题，学生的上课状态并

不是很好，易形成不严谨的学习态度。

2.受教育者容易沉迷虚拟世界。新技术的发展，

例如虚拟现实技术优先应用于游戏领域，一些自制力

不强的受教育者就会情不自禁地沉迷于虚拟世界，对

他们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虽然现在很多游戏设置

了防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设置，例如只在周六周日的

晚上八点以后才开放游戏权限，或者在检测到可能不

是本人账号时要求刷脸解锁，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许多未成年学生会用其他方法来进行游戏，比如借他

人账号登录，或者购买账号。并且许多未成年人对于

游戏的抵抗力较小，容易受到游戏的诱惑进行充值、

打赏，同时，许多未成年人对于钱财没有很直观的概念，

往往会出现大额充值，目前法律法规对于这块没有特

别的规定，所以有时候未成年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

进行大额充值后的钱财损失无法追回，造成家长的财

产损失严重。

3.受教育者认知负荷易超载。新技术的发展是朝

着全面感知去发展的。从 2D技术到 3D技术，从语音

电话到视频电话，从耳机到虚拟现实；从简单的视觉

刺激到视觉、听觉双重刺激，再到多元感官系统同时

运作，从单一到复杂。受教育者的认知负荷不断加重，

直至超载，非常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人的精力是

有限的，当大量精力投入到游戏中去，那么投入到学

习的精力就会大幅度减少，会造成受教育者注意力不

集中，成绩下降，没有精神，严重的会产生心理疾病。

5 结语

技术是日新月异的，一些技术还没有正式运用到

教育当中来，未来学习环境的发展到底能到达何种地

步还尚未可知。但是新技术的发展是势不可挡的，学

习环境也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迭代，新的

技术新的学习环境将成为更有利于学习者学习的环境，

在未来的学习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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