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源建设与应用是信息时代数字
教育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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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学习资源建设的趋势 
 

Developing Trends of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 



学习资源技术规范的发展脉络 



学习资源技术规范的发展轨迹 

提出简单学习内
容共享的思想 

为学习内容共享
提供了工程化的
方法与技术标准 

实现了教学策略
与学习设计的共

享 

支持学习资源的
分布式体系架构，
支持内容与活动
的无缝融合 

积件 

SCORM 

IMS-LD 

IMS-CC 

1997 2000 2003 2008 



• 聚合度逐渐增加：单一的资源到高度聚合
的复杂结构 
 

• 共享范围不断扩展：从学习内容扩展到学
习过程和教学策略 
 

• 关注的内涵不断升级：从静态的学习资源
到动态的高级智慧 

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发展趋势 



设计理念从静态的媒体观
到动态的过程观转变！ 
 



泛在学习资源建设的特征与趋势
分析 



从预设到生成，从固化到进化 

学习内容

过程性信息
学习
元的
运行
环境

学习工具

更新与记录

外部网站中的
开放工具集合

学习者学习过程

语义本体

开放资源
结构模型

创建
编辑



从面向内容到面向学习过程设计 

 只要通过网络提供教学内容就能促进学习? 

 

 泛在学习资源的设计不仅仅要关注资源的艺术
表现力（如何呈现得好看，符合学习者的习惯、
认知规律等），更要关注资源与学习过程的有
机结合。 

 泛在学习资源设计由面向内容转为面向学生的
学习过程。 



从内容共享到社会认知网络共享 

 泛在学习是共享和构建个体认知网络和社会认
知网络的过程！ 

 

 极具“人气”的社交网站带给我们的启示 

 “人”在促进社会交互过程中的重要性 

 无人的交互是低效率的交互 

 泛在学习更加强调与隐藏在知识背后的人的交互 

 



从单一形态到多终端适应 

 各种学习终端的不断涌现给资源的呈现带来了
巨大挑战 

 

 泛在学习资源的建设要充分考虑终端差异，根
据物理参数和个人偏好的不同，适应性呈现学
习资源！ 

 

 更高要求：支持情景认知的资源聚合！ 



从静态元数据描述到动态语义标记 

 语义信息的标注将增强资源的适应性，为用户
提供更加智能化的学习服务！ 

 

 静态词汇表的语义描述能力不强，灵活性差 

 

 成功案例 

 Freebase（http://www.freebase.com/） 

 Google base（http://base.google.com/） 

http://www.freebase.com/
http://base.google.com/


泛在学习资源的设计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与技术支撑环境 



学习元项目的研究目标 

 2009年余胜泉教授提出“学习元”（Learning 

Cell）的概念 

 

 结合泛在学习的新特征、对资源的新需求，探
索泛在学习环境下的新型资源组织模型及其实
现的关键技术 

 



实际依托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泛在学习资源的信息模
型及关键技术研究” 

– 网址： http://lcell.bnu.edu.cn 

• 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媒体学习超市建设”
项目 

– 网址：http://study.guoshi.com 

– 超子==学习元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http://lcell.bnu.edu.cn/
http://study.guoshi.com/
http://study.guoshi.com/
http://study.guoshi.com/
http://study.guoshi.com/
http://study.guoshi.com/
http://study.guoshi.com/
http://study.guoshi.com/


学习元的概念 

• 学习元是一种具有可重用特性支持学习过程信
息采集和学习认知网络共享，可实现自我进化
发展的微型化、智能性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余
胜泉等, 2009) 

• 是对学习对象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汲取学习对
象、学习活动技术促进教育资源共享理念的基
础上，针对现有学习技术在非正式学习支持不
足、资源智能性缺乏、学习过程中的生成性信
息无法共享、学习内容难以进化等方面的缺陷，
提出的一种新型学习资源组织方式。 

 



学习元的特征 

• 微型化 

• 开放性 

• 进化发展 

• 联通性 

• 适应性 

• 社会性 



学习元的概念模型 

知识
本体 

练习 

内容 

评价 活动 

生成性信息 

元数据、聚合模型 

多元
格式 

服务接口 

学习工具 
学习圈子 
学习内容 
学习活动 
学习评估 
学习记录 
语义关联 

学习服务云计算环境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一、具备支持完整学习流程的要素结构 

 

 

 

 

– 这些元素以标准化的方式在包交换文件中描述，
使其可以在多个LMS中被解析执行 

– 比学习对象在范围上有所扩展，使得对更多学
习环节的设计和过程共享不依赖于特定平台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二、体现物化资源与人际资源的联通 

– 包含对学习元使用者、编辑者信息的描述，使
LMSs在共享物化资源的同时，还能共享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性网络 

– 学习元资源除了作为知识的载体外，还要能够
成为建立人际网络的中介点 

– 这种社会性网络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社会网络
KNS: Knowledge Network Service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三、利用开放服务实现信息联通 

– 学习元 是开放的结构，可以与外部应用程序通
讯共享内部要素的信息 

– 定义开放的服务接口 

– 跨组织、跨系统的资源共享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四、体现资源的可进化特性 

– 多用户开放协同编辑内容、吸收草根智慧 

– 保存学习元 使用过程中的各种生成性信息，包

括用户的基本信息、交互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历次更新信息等 

 

• Not Presetting, But Generating!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四、体现资源的可进化特性 

– 进化和生长具有结构性特征，和学习元内部的
知识结构模型密切相关，是聚合性的生长而不
是漫无目的的生长 

 

 

 

 

 

 

生产

版本1

版本2

版本3

编辑内容

嵌入Rss资源

版本4

附加人际网

添加外部链接

附加人际网

（内容+人际网+外部资源+外
部链接+过程性信息）

发表评论
做批注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五、体现资源的多终端适应和灵活展现 

– 自动匹配多种学习终端，适应性递送和呈现学
习资源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五、体现资源的多终端适应和灵活展现 

– 应用多种模板灵活展现学习资源 

– 实现一份资源多种展现形态 

 

 

 

 

 

 



学习元的设计理念 

• 六、体现资源的动态网状聚合 

– 区别于学习对象的层次树状聚合 

– 学习元采用网状聚合模型，体现更加丰富的资
源间的语义关系 

 

 

 

 

 

 

course

chapter chapter chapter

paragraph paragraph paragraph

Hierarchy 

aggregation model

Semantic network 

aggregation model

Knowledge 

unit

Knowledge 

unit
Knowledge 

unit



学习元支撑系统的开发 

• 2010年6月  学习元平台（LCS1.0版本）正式发布 

• 2011年4月  LCS为安徽肥西跨越式实验区的（10所学校，50多名教师）
的区域网络教研和教师培训提供服务 

• 2011年5月  LCS为CETV学习超市项目和NEC平板电脑教育应用项目
提供项目管理服务 

• 2011年8月 LCS为北京石景山跨越式实验区（5所学校，20多名教师）
的区域网络教研和教师培训提供服务 

• 2011年9月 LCS为深圳市南山跨越式实验区(9所学校,60多名教师）的
区域网络教研和教师培训提供服务 

• 2011年9月LCS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的认证，获得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证书号：软著登字号第0327118号) 

• 2011年10月  LCS在mLearn2011国际会议上演示，并召开专门的
Workshop讨论LC，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 2012年3月 LCS全面支持全国300余所跨越式实验学校3000多名教师的
网络培训 



LCS首页网址 



体系架构 



功能模块 

单个资源实体 

同主题的多个学习元的集合 

多个知识群的关联聚合 

学习元 

知识群 知识云 

学习社区 
个人空间 

个人学习环境（PLE） 

学习工具 

各种个性化的 
学习小工具 

集体学习环境（CLE） 



Android客户端 

下载地址： 

http://lcell.bnu.edu.cn/LearningCell%20Android(3.23).apk 

 



特色1：基于本体的资源组织，实现资源的语义描述和管理 

 

资源实体

知识本体

知识模型

知识实例



• 协同内容编辑 

可以嵌入多种学习活动，实现内容与活动的整合 
可以嵌入各种小工具 
可以使用系统已有的各种知识模板，快速生成高质量的学习元 

特色2：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特色2：内容协同编辑与版本控制 
• 进化路径展现 

版本更迭 
 

贡献者群体 
 
查看知识的发展历史， 

强化知识流动性，流 

动中知识才是最美 

的… 



特色3：可视化的社会认知网络 

1、内置语义关系(支持
扩展) 

2、可视化语义关系编
辑环境 

3、基于学习的过程信

息挖掘潜在的资源之
间的关系、用户与资
源之间的关系 



特色4：开源工具服务集成 

• 支持Google Open social规范 

• 嵌入外部的gadgets小工具 

• 将平台的特色功能包装成Gadget发布共享 



特色5：与SCORM的转换 
• 上载SCORM课件，自动切分成多个学习元 

• 将学习元按照SCORM规范打包成SCORM

课件 



 

特色6：基于过程性信息的个性化学
习评价 

• 由于学习对象的多样化，学习目标的各有不
同，泛在学习环境需要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
的评价，从而衡量不同的学习对象达到各自
不同学习目标的成效。 

 



 
特色7：多终端上的自适应呈现 

• 利用资源自适应呈现模型(Gao et al., 2012)在
Android操作系统上开发了移动学习客户端 。 

• 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创建、浏览、检索学习
元，可以参与在线讨论、批注、评论、提问
答疑等学习活动。 



 

特色8：资源之间动态建立关联，构
建语义知识网络 

• 学习元平台实现了学习资源间的动态语义关
联，即采用自动化的方式在资源之间建立起
规范化的语义关系，并且资源之间的关联关
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资源内容、
描述信息等变化而动态更新和发展。 

 



泛在学习资源的应用实践 
 

Application of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 



跨越式教师网络培训 



面向全国跨越式教师的网络教研 

• 全国300所实验学校，3000多名中小学教
师 

• 依托学习元平台开展网络协同备课 

• 教师协同创作教学设计方案 

• 建立学习社区，鼓励同学科教师网上分
享教学资源，交流知识、经验 

 



基于学习元平台的网络协同教研流
程 

 
学习元平台应用培训，

确定教研任务

制定教研计划，学习社

区中进行校际教师分组

教师自主知识建构，学

习元平台上创作教案

同组教师协同知识建
构，网络交流、协同编

辑教案

开展区域研讨课，依据

教案开展课堂教学

学习元平台上提交教学
反思，继续修改完善教

案

学习社区发布教研活动
总结，布置下一步教研

任务



网络教研产生的教学设计方案集 
 



教学设计方案案例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692

6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6926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6926


基于项目的工作场所学习 
 



基于LCS的混合式工作场所学习 
• LCS支持下的混合式工作场所学习包含线上
学习和线下学习两个部分 

• 线下学习是在真实物理场所中开展的工作场
所学习，常见的形式有项目例会、研讨会、
专题培训、师徒结对等 

• 用LCS开展的工作场所学习围绕集体知识库

的生成和社会认知网络的构建，通过协作交
流空间、知识分享与创作空间、工作任务空
间和个人学习空间，促进在线工作—学习 



基于LCS的混合式工作场所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

研究所的泛在学习研究团队

于2011年3月份开始应用LCS

开展基于项目的工作场所学

习 



基于LCS的混合式工作场所学习 

 



基于LCS的混合式工作场所学习 

• 项目成员遇到问题，登录LCS查询资源 

• 将新问题的解决思路做成学习元，发布和
其他成员共享 

• 遇到问题，在线提问、实时交流 

• 同一个问题多个角度解决，形成系统完备
的系统解决方案，提高团队绩效 

• 利用移动客户端随时分享开发经验、记录
技术灵感 

 



动态形成的项目知识库（149） 



项目知识案例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8485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8485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8485


从泛在的角度看问题 
 

一点建议和思考 
 

Some Suggestions and Thinking  



移动课程/课件建设 

• 走向更深层次的开放、开源 

• 借鉴开源软件OSS的建设思路：多机构、多用

户协同建设精品课程/课件资源 

• 重视语义信息的标注，使用微格式（vCard、

XFN、hCalendar），更容易被检索、推荐和重

用 

• 受众复杂性，考虑文化差异 



移动学习平台开发 

• 应用新技术：云计算、传感网络、语义Web、

HTML5… 

• 尊重个性化：打造因人而异的学习环境 

• 提升智能性：识别环境信息、以合适的方式将     合

适的内容推送给合适的人 

• 增强社会性：挖掘知识背后的人，增强人与人的交

互，构建社会认知网络 

 

 



组织知识管理 

• 两种建设思路 

– 以岗位能力模型为核心构建系统知识库（稳定性、
系统性） 

– 基于项目开展动态生成项目知识库（动态性、零散
性） 

• 搭建泛在知识创作与分享的技术环境 

– 员工可以随时、随地分享工作经验、灵感，知识沉
淀 

– 设计促进知识传播与流通的机制，知识流动 

• 从强制（制度、激励）走向自愿（习惯化）！ 



Any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