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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协作理念的深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支持本地协同的共显群件技术及其应用研究都取得
了较大进展。本文首先系统阐述了共显群件的技术特征，然后分析了共显群件技术的教育应用情景，再次对近
些年共显群件教育应用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结合自身研究提出了解决共显群件技术常见问题的策略。最
后，文章对共显群件的应用前景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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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创新多数是协作的结果，开展基于计算机的协作

人们时空相互分隔的障碍，节省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提

成为现代人实际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20 世纪 70 年

高群体工作质量和效率，从而提高企业、机关、团体、乃至整

代发明个人电脑时的假设是单个用户坐在计算机面前，使用

2000）
个社会的整体效益和人们的生活质量。（ 史美林，

一套输入输出设备，这种基本的设计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群件（ Groupware） 又称协作软件，是以交流（ Communica-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多用户需要面对面开展基于计算机的

tion） 、协 调 （ Coordination） 、合 作 （ Collaboration） 及 信 息 共 享

交互，传统的一套输入输出设备很不利于开展协作。基于共

（ Information Sharing） 为目 标，支 持 群 体 工 作 需 要 的 应 用 软

享屏幕开展协同交互，属于共显群件技术（ Single / Shared Dis-

件。它是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的基础。常见的邮件、日

play Groupware，简称 SDG） 范畴。该技术的教育应用研究已

历、聊天、Wiki 等这一类软件都可以被归结为群件。按群件

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同时也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然而，

产品主要功能来划分，大致有： 以电子邮件为代表的支持信

教育技术界对共显群件技术所知甚少，对其教育价值尚未形

息传递类群件，以工作流和电子表格为代表的支持流程自动

成基本认识，更不用说如何利用此类低成本计算资源开发更

化类群件，以视频会议、共享和共同编辑文件数据库等类型

有效的协作系统，以促进师生协作、生生协作。在国家大力

的强调增进群体合作的软件，以及包括工作流管理、信息传

推进学校数字校园的背景下，为学校提供更有效的教育解决

递和集成的数据库功能，拥有集成的用户开发环境，具备高

方案尤为迫切和重要。利用共显群件技术开发智慧教室解

度安全性，代 表 了 群 件 发 展 方 向 的 综 合 性 群 件 开 发 平 台。

决方案，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方向之一。本文系统地介绍了近

（ 黄瑞等，
2009）

三年来本研究团队对共显群件技术发展历程及相关研究成

相比单人使用的软件，群件是多人能共同使用的软件。

果的梳理，其中也包括本团队近些年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相

所有使用者所观察和操作的都是共同的虚拟对象，某个用户

关研究的分析，我们发现利用共显群件技术开发教育软件仍

对特定对象做了变更，其他使用者将会察觉到相同的改变。

存在很多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解决共显群件开发常见问题

群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群体工作中各成员间协同工作时所

的若干解决策略，以供开发者参考。

面临的时空限制问题，改善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协调、合作和

CSCW 视角下的群件技术

信息共享的状况，是协同计算的具体体现。
按时空进行分类，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系统的工作模

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 CSCW） 是地域分散的一个群

式可分为下列四种： 面对面交互（ 同时、同地） ，异步交互（ 不

体借助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共同协调和协作来完成一项任

同时间、同一地点） ，同步分布交互（ 同时、不同地点） 和异步

务。它包括协同工作系统的建设、群体工作方式研究和支持

分布交互（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 。

群体工作的相关技术研究、应用系统的开发等环节。通过建

虽然互联网使得人们实现了远程协作，但在这种情形

立协同工作环境，可改善人们信息交流的方式，消除或减少

下，依然是假设个体在某个时刻观看屏幕。因此，计算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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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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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被设计成为一个人的使用而配备了单一鼠标、键盘和显

（ 2002） 开发的 SDGToolkit，微软的 MultiPoint SDK 等。此外，

示器。如果很多人都要使用同一台计算机，或者是需要将自

还有 MDG、多输入设备（ Multiple Input Devices，简称 MID） 开

己计算机上的内容展示给他人观看，则只能是多人轮流使用

发工具包，例如，由 Hourcade 等人研制目前已经成为开源软

一台计算机，或者轮番切换显示模式。当用户都在同一位置

件的 MID 体系结构及其 Java 运行资源包，触摸屏输入开发

时，如何使其更加便利地开展协同工作，这是计算机领域中

工具包 DiamondTouch SDK 等。

常见的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的一种模式。而共显群件则
属于“面对面交互”。
作为一种多人交互系统，共显群件是群件的一个分支，

Oh 和 Sturzlinger （ 2002 ） 提 出 多 人 使 用 激 光 笔 （ Laser
Pointers） 作为输入设备，一台照相机正对着屏幕，用于检测
激光所照区域信息，而后控制软件操作。研究者通过实验比

让同一地的使用者通过同一个显示设备作为输出，利用各自

较了激光笔与鼠标作为输入设备在可用性方面的差异。结

或多个输入设备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中与虚拟对象互动的同

果显示，激光笔在很大程度上能完成鼠标的操作（ 75% ） 。Bi

时，也在实体共享空间以自然的沟通方式与真实的人进行互

等人（ 2005） 也 开 发 了 类 似 的 激 光 笔 系 统，用 于 装 备 Smart

1998） 。Stewart 指出，通过共显群件，用户可以同
动（ Stewart，

Spaces，该激光笔配有无线通讯模块，并有三个按钮分别实现

时与软件系统互动，不再需要与其他人交换控制权，而共享

发射激光、模拟鼠标左键、模拟鼠标右键的功能。当多个用

的显示设备也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得到信息，而不需要在多个

户交互时，通过两步关联方法即可识别不同的激光笔，并支

计算机系统间切换，也能直接看到与计算机互动的回馈反

持多人操作。此外，激光频率也可以作为识别不同用户的

应，真正达到多人同时互动的效果。

选项。

由于用户在同一个房间共享同一显示设备，他们可以自

随着研究者开始进一步关注如何利用桌面显示设备开

由交流，因而能很好地促进协作。理想情况下，共显群件系

展协同工作，目前出现了一些利用桌面触摸屏技术研发的共

统要为每个用户提供一个独立的输入设备，同时都能控制显

显群件。人们发现，虽然个人计算机或共显群件系统能够支

示设备，而不是等着轮流操控。这种多人共享显示设备，使

持本地协作，但是很多时候人们通常更多是基于打印材料作

用多个输入设备进行交互的情形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在会

为媒介进行交流，原因是这种方式更加灵活和自由，目前的

议室或学校计算机教室中，常常需要参与者围在一台计算机

桌面个人电脑（ 包括笔记本电脑） 都不能提供这样一种体验。

或共享的屏幕前，讨论有关内容，但不能出现每个人都计划

因而开发大屏幕、水平放置并能识别真实物理实物特征（ 增

操作计算机而争抢鼠标或描述不清楚的问题。对于协作环

强现实） 的桌面交互系统，成为当前研究者热衷的领域。例

境的研究显示： 共享物理工作环境，通过非言语（ 如肢体） 能

如，微 软 的 Surface 系 统、uTablePlatform 系 统 （ 吴 晨 俊 等，

够提升交流效率，对于提高用户的活动意识和协调意识也有

2010） 、Magic Desk（ Bi et al． ，
2011） 等。

很大帮助。面向共享、公共屏幕的共显群件，因其支持团队

多点触控（ Multi-Touch） 表面上是在没有鼠标、键盘等传

工作中的协作任务，如小组的协调、交流和意识增强等，而备

统输入设备的情况下，能够同时接受来自触摸屏 （ 屏幕、桌

受关注。研究表明，如果学生能够用鼠标主动操控应用程

面、
墙壁等） 上多个点进行的人机交互操作。由于有微软、苹

1998） 。有时候
序，
他们就越喜欢使用计算机（ Stewart et al． ，

果等知名 IT 企业的推动，该技术已全面进入主流应用。这

需要多人协作完成一项任务，例如在一个联合做图的共显群

种输入界面让使用者能大大扩大可操纵的比例，引起大众对

件中，某一个用户的工作是控制画笔的动作，而别的用户则

使用多点触控系统的兴趣。当前热销的触摸屏手机、触控一

是控制画笔的粗细、颜色等属性； 或者一人控制输入点的位

体机、触控桌面、增强虚拟现实等在本质上都有是共显群件

置，一人负责输入具体的内容。

的应用。

当前的计算机系统中，每个鼠标、键盘并没有被认定为
单独的输入通道。通常情况下，键盘的输入点大都是依靠鼠

共显群件的基本特征

标来确定输入点的。因此，目前的计算机系统大多是单一输

共显群 件 系 统 与 一 般 的 群 件 有 着 较 大 的 差 异。借 助

入通道的，即使是在计算机上插上再多的鼠标或键盘，计算

MVC 模式 （ Model-View-Controller） 可 以 很 好 地 解 释 这 一 差

机也均将这些设备看作是同一个输入通道。这些设备在某

异。MVC 模式是软件工程中的一种软件架构模式，它把软

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是活动的。这样一种情况不利于共显

件系统分为三个基本部分： 模型（ Model） 、视图（ View） 和控制

群件支持下的协作与交互。对于输出通道，传统的用户界面

器（ Controller） 。其中，控制器负责转发请求，对请求进行处

中很少使用声音（ 除了为视觉障碍人士设计） ，更多是采用视

理； 视图是界面设计人员所进行的图形界面设计； 模型是应

觉的反馈，因此当前的计算机系统的输出通道也可被认为属

用程序的主体部分，它表示业务数据和业务逻辑。

于单一输出模式。
为了能够让计算机支持多个输入设备，研究者开发了多

由于每个用户都拥有一台独立的计算机，传统的群组软
件系统通常只是共享一个模型。因此具有单独的“视图-控

种开发 工 具 包，例 如 Bier 和 Freeman （ 1991 ） 提 出 的 MMM

制器”与共享模型进行通信。共显群件虽然也拥有单一共享

（ Multi-Device，Multi-User，Multi-Editor ） ，Tse 和 Greenberg

模式，但还需要有共享的视图提供给所有用户相应的反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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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及共享的控制器以便让所有用户都能与计算机进行交

自己的演示显示在对方的显示器上。当发现同事利用他的

互。如果软件需要复制每个用户界面要素，并为每个用户提

鼠标在文档的某部分上选择或强调时，用户就会很清楚地知

供唯一的拷贝，共显群件也需要有多个控制器，然而在这种

道疑问的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可将更多的时间集中在

情况下，会占据大多数用户的界面空间，难以实现更多人的

问题的讨论上，而不必再重复传统模式的操作，例如，需要提

交互、规模化。归纳起来，共显群件有以下特点：

前将即将讨论的文档发给对方； 双方打开各自文档，面对各

1） 共享屏幕空间。由于所有本地操作都发生在共享屏
幕上，因而在设计用户界面时会面临如何平衡功能数量与屏

自的计算机进行交流； 时不时还需要把自己的计算机屏幕转
给对方看，或者凑到别人的计算机屏幕前观看和讨论。

幕空间之间的矛盾。要有效控制和管理每个用户，才能在余

2） 协同设计。在设计者的办公室中，你被邀请使用设计

下的可用屏幕空间中显示数据。因此，共显群件通常是为大

者未用的鼠标，为自己教学软件中的人物选择材质，和设计

屏幕设计的。

者一起合作完成课件人物的 3D 模型。最初你可能不是很熟

2） 耦合导航。这是如何管理导航和数据的关键问题。

悉设计者所使用的软件，但在设计者用自己的鼠标为你演示

不论用户何时要转到其他模式下，其他用户都将受到影响。

的过程中，通过尝试你发现，使用这个软件也并没有想象中

如果是强耦合，则所有用户都将随着一人的模式转换而进行

的那么复杂，你和设计师非常愉快地合作着，顺利地完成了

转换。如果是松耦合，在某人进行模式转换时会影响到其他

3D 模型。

人的视图。
3） 共享用户界面。即使是每个用户都有一个单独的输
入设备，用户界面上的各个用于与计算机交互的要素（ 菜单、

3） 协作学习。在学校里，某个学生在几何证明题上有困
难，这时她向老师求救，但是老师此时正好没有空。另外一
位学生来到这个学生身边，通过使用计算机上另外一个鼠标

调板、按钮等） 也必须能够处理多个同步用户。这种限制与

与她进行讨论，两人经过沟通和交流，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MVC 描述中的单个共享控制器有关，直接影响了共显群件

或者是多个同学一起完成拼图、归类、填空等合作任务。

的设计。通常情况下，多数界面要素是需要被锁定的，以便

4） 随堂测试。这是课堂教学中师生经常开展的教学活

他们能够被单个用户在某个时刻所使用。而要想有更多的

动，
教师利用共显群件可以随时给出需要学生回答的问题，

功能可以被使用，新的机制需要被引入和开发。

通过共享屏幕展示给学生，每个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输入设

4） 共享反馈。用户界面上的相应要素（ 按钮、面板等）
要能被所有用户都能使用，而相应的信息同时也要提供给所
有人，由于是在一个共享视图下，因此相应的信息反馈必须
要有可区别的方式，例如文字颜色、图标等。
5） 肩并肩的交互。在一起工作与远距离工作是不同的。

备回答问题，共显群件可以轻易完成正误分析和判断，有利
于教师及时掌握学习状况。
5） 操作引导。一位老师因为不太会使用某个程序，找来
一个同学帮忙，这个同学不太好意思从老师的手中夺过鼠
标，这时正好可以使用计算机上暂时没被使用的那个鼠标来

人们之间细微的、有意或无意性的非语言线索，都是普遍存

操作软件，这样一来，这位老师很快就知道如何具体操作这

在的。人们也都能很好地接受他们。通过支持人们一起肩

个软件了。

并肩工作，共显群件系统可以借用这些最基本的人类品质。

共显群件教育应用情景分析
由于共显群件能够实现单台计算设备支持多人协作，因
此受到了教育系统的青睐。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此
项技术的出现似乎给实现 1 ∶ 1 的道路带来了新的曙光。例

6） 头脑风暴（ 协同编辑） 。工作期间，你加入到了伙伴
的头脑风暴会议中，发现大家正在为集思广益而绞尽脑汁。
一会儿某个人使用电子笔在电子白板上写下自己的想法，一
会儿又一个同事拿起另外一只电子笔写下自己的想法，由于
是电子化的，所有的信息都被很好地记录了下来。
7） 信息分享。每个用户都利用自己的计算机完成各自

如，微软开发的共显群件 MouseMischief、Windows Multipoint

的任务，但如何将所有人的结果呈现在一起进行讨论，则成

操作系统，很好地解决了当下农村学校和落后地区面临的设

为难点，这时候就需要借助多用户共享屏幕功能，在同一个

备短缺、维护成本高、交互复杂等不足，扩大了软件的受益面

屏幕上将各自屏幕内容进行集中展示、对比或定格等，以便

（ 郑兰琴等，
2009） 。

开展探讨。

现实中，在很多情形下用户间有使用共显群件系统的需
求。在众多游戏软件中，大量存在多人协作情景，引入这类
模式正是教育游戏的主要设计思路之一。此外，本文设想了
如下一些可能的情形。

共显群件教育应用研究
关于共显群件教育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
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共显群件的软件、硬件解决方案对儿童

1） 意见征求。例如，工作过程中某用户需要与另外一位

的社会影响。对于传统的交互部件，如下拉菜单，儿童实际

同事就某些事情进行交流，希望获得同事的反馈。这时可以

上反倒不太使用，而主观的操作界面却很受他们的欢迎。研

利用 PDA 等设备，使用远程协助等类似软件通过无线网络

究表明，一组儿童能很容易就受益于使用共显群件，他们经

轻松实现与同事计算机的交互。用户在输入口令后，可以把

1994； Berkovitz，
常是四个左右在一起聚到电脑旁（ Str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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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Druin ＆ Solomon，1996） 。儿童作为计算机 使 用 的 新

是共显群件也有很多不足，并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包括长

手，
传统的软件设计理念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

时间与大屏触摸系统交互，很容易导致疲劳和身体上的不

（ Milligan ＆ Murdock，
1996） 。允许所有孩子都使用计算机，

适； 围坐在共享屏幕面前会面临诸如社会性不适应，此问题

1996） 。
能增强孩子们完成任务的水平（ Schneider，

2006） 。上述问
在不同文化和年龄上表现不一（ Parker et al． ，

在学习领域中，有些研究者对共显群件技术如何影响学

题会影响团队协同工作的效率。

习环境开展了研究。Inkpen 等人（ 1997） 的研究表明，给每个

自从微软公司开始支持共显群件的研发，出现了一系列

人单独一个输入设备能够显著影响学习，即使是每次只能使

相关教学效果实验研究。早在 2006 年，微软印度研究院就

用一个设备，这些设备以轮流方式被使用。这项研究得出一

研发出利用多鼠标支持学生在同一台计算机前进行交互的

个重要的结果，即在诸如协同编辑文档等工作中，即使是用

系列软件。微软对多鼠标的研究情有独钟，从最早的 Multi-

户不期望同步工作，共显群件也能有很好的作用。

Mouse，到后来的 Mouse Mischief 等软件，通过在印度、中国等

Myers 等人（ 1998） 在水晶项目（ Pebbles project） 中调查
了手持设备 PDA 作为便携输入设备在共显群件环境下的一

地开展相应的实验，确实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Pawar et
al． ，
2007； Moraveji，
2008，
2009） 。

些问题。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多个 PDA 能否与现有的软件

在微软（ 中国） 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下，本文作者承担的全

在会议模式下一起很好的工作。由于缺少软件支持，只有单

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课题“基于共享屏幕群组技术的

个用户可以在某一时间进行交互。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有输

中小学课堂互动教学模式及应用研究”以“构建低成本课堂

入设备，因此通过之前定好的规则，每个人还是很轻易就能

交互解决方案，促进学生间的协作活动”为基本目标，尝试利

使用这些软件的。后期的工作主要探讨了要支持多个 PDA

用共显群件系统 MouseMischief，以 PowerPoint 为基础，通过

的使用，软件的关键细节包括图形用户界面应用程序开发工

增添交互和反馈功能，支持电子点名、答题反馈（ 单选题、多

具等如何支持共显群件。

选题、判断题、答题快慢） 、简易评分、投票表决等功能，让教

Stewart 等人（ 1998） 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共显群件的卓有

师和学生每个人都掌控一套鼠标和键盘，在共同的显示设备

成效的研究。例如，他们选择传统单用户商业画板软件 Kid-

上交流经验、分享知识、体验合作，探索 MouseMischief 在中

Pix 和自主研发的类似于共显群件的软件进行对比。结果发

小学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教学模式、教学策略及效果研究。通

现，不论是哪种类型的软件，对于学生经常出现的问题没有

过采用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方法（ 实验班的课堂教学中采用

显著差异。此外，研究表明，如果采用已有的单用户技术，现

MouseMischief 平台进行教学，对照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

场多人协作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共显群件只给

研究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为确保实验的有效性，研究者对

一个用户以控制权，也同样与单用户技术没有任何明显差

无关变量进行控制，并保证其他变量相同（ 包括教室相同、任

异。研究者又 进 行 了 更 大 规 模 的 实 验 研 究，结 果 表 明，有

课教师相同、教学方法和内容相同等） 。实验数据分析结果

80% 的学生表示他们更愿意使用有两个用户可以同时操作

表明，MouseMischief 平台不仅能够创造积极的参与环境，提

的输入设备。通过对整个过程的分析，研究者发现这其中存

高学生的参与性，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能力的生成，而

在四种模式（ 独断、独立、指导、协作） ，不论是采用单一输入

且能增进同伴或小组学习，并提供及时的反馈； 实验班的数

设备还是两个输入设备，最多的模式是独立和协作两种模

学、英语成绩较对照班有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得

式。而且这两种模式在两种实验情况下所发生的比例基本

到了显著提高（ 郑兰琴等，2009； 沈欣忆等，2012） 。该研究

相似。这表明，输入设备的增加并不能将独立模式转向协作

进一步支持这样的研究结论———利用共显群件能在成本较

模式。两种实验模式的显著差异是： 在单一输入设备情况

低的情况下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此外，研究者还开发了包

下，很少出现指导模式； 在两个输入设备模式下，很少出现独

括多人协作的“砸地鼠”多人单词测试游戏、“合伙连连看”

断模式。

英语背单词游戏、“小组物理工作台”虚拟物理实验室软件、

Meredith 等人（ 2006） 研发了一款名为 TeamTag 的本地

基于浏览器的多用户互动英语学习软件等共显群件，并开展

桌上群组软件，支持用户在集中控制模式或独立控制模式下

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单人操作，多人协作游戏模式

协同完成照片分类的工作。尽管研究者期望集中控制模式

的学习对促进学生投入更多学习时间、更好的学习动机等方

能更好地促进用户之间的协作，但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的

面都有很好的效果。

人喜欢独立控制模式，即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对照片进程标注

虽然对于数字桌面的研究主要以解决软硬件技术性问

和分类。虽然协同对照片进行分类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与

题为主。然而，不同应用情景也对数字桌面的设计产生了重

学习还有一定的差异，但实际上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深

2009） 提出了数字桌面
要的影响。因此，Wallace 等人（ 2008，

思，研究的思路值得借鉴。

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五方面的情景性要素，并对软件界

根据目前所知的研究结果，通过更加直接的视觉和言语

面、
物理模式和连通性方面的影响做了讨论。他们研究了单

方面的交流，共显群件在物理空间上共享工作空间有助于促

一共显群件（ Single-display Groupware，简称 SDG） 和多显示群

进协作，如提升了协作与协调意识，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但

件（ Multi-display Groupware，简称 MDG） 情况下个体任务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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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工作的完成情况。三种资源分配模式（ 共享访问资源、协

要少很多； 会比单用户软件运行速度慢； 可能不便于携带，并

商访问资源、固定访问资源） ，会对协作效果产生一定影响。

只能存在于常见操作系统中。目前来看这些问题已不是太

例如，小组交流协作会受到显示配置和资源分配模式的影

大的问题，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交互组件与交互模式方面。

响。此外，会话分析显示，小组水平和个体水平的交互也存

在计算机的界面窗口小部件（ Widgets） 和交互技术中，如菜

在一些差异。总体来看，在 MDG 模式下，小组会更有效地交

单、调板、按钮条、滚动条等，大都是为单个用户开发的。但

流，个体会表现得更加积极； 女性一般贡献率较少，但参与度

如果两个以上的用户与这些部件同时交互，传统的交互模式

会上升； 多数人更喜欢 MDG 环境，因为当某个人的屏幕被共

则会被打破。在交互模式上，传统的交互语义在多用户模式

享时，他们也能关注于任务。共显群件环境为协作者提供了

下可能不存在了。例如，在一个测试题中，多个用户对按钮

协商共享资源。

的选择，与传统的单用户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不可能再采

近期，基于大尺寸触摸屏幕探索课堂协作教学成为研究

用原来的即时反馈模式。在共显群件中，用户通常会很迷惑

的热点。Yang 和 Lin（ 2010） 开展了在交互式移动学习环境

操作的规则是什么。根据前人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团队的

中使用共显群件的实验。该研究基于使用便携式小设备在

研究体会，我们提出如下一些解决策略：

更大规模人群中分享信息时所遇到的问题，把移动设备与共

1） 共显群件应对协作用户的交互点、操作等做出明确区

显群件结合在一起，设计了相应的移动学习环境。在这一环

分。在共显群件的交互中，用户通常需要先明确正在操作的

境中，学生被允许将个人的信息共享到公共空间中。每个学

用户与其他用户的关系，为区分不同用户，每个人的交互点

生在利用 PDA 完成自己任务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公共显示

或鼠标需要与其他人有所区别。当前大多数的共显群件技

空间，这样更能促进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最后，每个小组

术都支持使用不同的图标或颜色来区分。但是多个用户选

都要求呈现他们所共享的信息。为评估学生的看法和学习

择同一个对象，此时需要程序来确定如何操作。通常要设计

的有效性，该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和学习成绩测试两种经验

成某个用户的权限或级别比较高，或者由对象本身确定当多

性研究方法，参与实验的学生包括 34 名四年级学生。研究

人操作时如何处理。

结果显示，参与者在每一项问卷调查中均得到了最高分； 通
过前后测 量，学 生 在 植 物 分 类 的 知 识 上 学 习 成 绩 有 显 著
差异。

2） 共显群件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建立协作交互规则。
例如，有人要滚动文本，而有人要选择文本，此时的操作则属
于互斥性 （ 或者称为“不应同时发生”） 。有人选择某个菜

大尺寸显示技术方面的进步，激发了人们对支持本地小

单，但其他人要选择另外的，此时将如何处置？ 由此可见，不

组任务的计算机系统效果的研究，关注点也进一步延伸到利

是所有交互界面都可以被很轻易地使用。很多部件明显只

用多屏显示技术支持协作方面。在支持工作任务方面，个体

是为单个用户而设计的，如菜单、滚动条等。因此有必要评

需要与群体需要有较大的差异，利用多屏幕群件，可以很好

估所有的交互部件，哪些是适合共显群件的。一种解决方案

地避免他人的行为对个体操作的影响。例如，杨成云（ 2010）

是使用明确的锁定协议来管理多个用户的交互，以保证他们

利用用户实验的方法，比较研究了水平交互桌面阅读与传统

之间不会有相互的冲突。Myers 等人（ 1998） 研究了管理界面

PC 阅读两种方式的异同，并测量了影响电子研讨会议系统

交互部件的两种不同的协议。一种是允许“每次一个”部件

阅读有效性的 4 个环境变量（ 包括屏幕亮度、阅读窗口最佳

（ one-at-a-time widgets） ，另 外 一 种 是 允 许“多 人 使 用”部 件

大小、阅读窗口最佳位置、背景颜色等） ，提出了在大幅面交

（ anyone-mixed-together widgets） 。在 他 提 出 的 框 架 中，滚 动

互式桌面上的阅读体验改进解决方案，涉及桌面数字对象的

条、菜单属于“每次一个”部件，任何人都可以初始化并与之

设计、页面布局显示、创新性阅读工具的开发等方面。Alagha

交互，直到该交互完成，其他人才能使用。这意味着当某一

等人（ 2010） 研发了一种名为 TablePortal 的软件系统，教师可

用户点击下拉菜单时，所有的菜单就都不能被使用了，直到

以跟踪、监控和引导每个正在利用大屏幕多点触摸桌面系统

此人完成菜单操作。画板则是一个典型的“多人使用”部件，

的小组，完成各自的任务，目的是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对小

所有人都可以同时创作属于自己的图形对象。对于很多用

组学习情况的监督和控制。随着一体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户操作混乱的情况，许多共显软件采用一些社会化的解决方

多点触摸桌面系统必将加速进入教育系统，也将会有很多高

法来处理。例如，可以锁定某些鼠标、对象等来规范鼠标操

水平研究出现。此外，Agostini 等人（ 2011） 还开展了如何利

作的过程，这样就使得整个操作过程显得更为条理。在传统

用大屏幕触摸屏在教室中开展协作学习实验的研究。

的群件中也存在着议事规则的问题，而这种议事规则对协作

常见问题及解决策略

的效率和质量具有影响。协作者需要知道同组其他用户的
存在，能够及时了解其他成员的状态、行为，能够进行身份确

共 显 群 件 通 常 会 遇 到 很 多 问 题。例 如，Stewart 等 人

认，
选择协作伙伴。协同过程中必然会有冲突（ 例如，中途参

（ 1999） 曾提到共显群件系统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 协同完成

加会议或退出、争夺会议发言权等） ，因此共显群件的功能设

任务的时间会比单个人的时间要长； 用户可能实际上很少协

计上需要有必要的协调和控制，以便为协作过程的顺利进行

作； 需要把众多功能压缩到有限的空间，相比类似软件，功能

提供可靠的系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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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势。

用户冲突的可行方法。在导航方面，多人共同使用一台计算

由于共显群件很容易在多用户参与操作的情况下，出现

机，常常会出现用户日程冲突。在耦合关系上，共显群件系

屏幕“耗尽”的问题，因此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共显私件（ Single

统通常存在松耦合和强耦合两种类型。例如，两个用户共享

Display Privacyware，简称 SDP） 的研究。例如，利用 3D 快门

一个文本编辑器，并编辑同一段文字，属于强耦合，此时如果

眼镜，实现两个用户观看同一影像时，有各自的显示效果，并

一人发生导航的转向，另外一个人也会发生同样的转变。而

2001） ； 为
各自控制自己的菜单和操作（ Shoemaker ＆ Inkpen，

一个电脑游戏上下被分为两个屏幕，每个人控制一辆赛车，

多用户触摸桌面 式 系 统 增 加 声 音 输 出 （ 耳 机） 和 声 音 输 入

这就属于松耦合，一个人的改变不影响另外的人，但是可能

（ 麦克风） ，使得每个用户在操作中有独立的声音通道（ Mor-

会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影响。对于强耦合关系的共显群件系

ris et al． ，
2004） ； 针对传统窗口部件（ Widget） 对所有用户都

统，要求用户间协商确定是否发生导航变化，共享屏幕锁定

一样的问题，探索构建具有个性化参数控制的窗口小部件

机制可以阻止随意导航，或者为每个人提供动态、临时的非

（ iDwidget） ，以此来个性化控制各窗口部件的功能、内容、外

耦合视图，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式。

2006） 。
观以及输入等（ Ryall et al． ，

4） 为了能够使用那些“每人一次”的部件，需要对其进
行改造。例如，Bederson 等人（ 1996） 提出的对下拉菜单实现
“本地化”，即将菜单功能全部呈现在屏幕上，配以相应的数

共显群件应用前景分析
当前的计算机系统很少鼓励多人协作，单用户系统为每

据信息与控制，目前看来已经非常方便和灵活了。例如，“将

个用户都提供了明确的输入通道。如果多个用户想在这样

画笔的颜色改为某种颜色”这项功能，可以设计成将所有颜

的系统上协作，必须开发一种能够利用该通道的支持机制。

色均放置在屏幕上，用户通过点选来改变各自画笔的颜色，

与此对应，共显群件继承了本地的概念，为每个用户提供了

再在相应的画板上点击即可使用该颜色。这种方法的好处

统一的输入通道，此种方式有利于增强协作，打破原有设计

是可以将原来的每人一次部件改为“多人使用”部件，不利的

模式下产生的每个用户独霸计算机的现状，使得每个人都能

方面是会导致屏幕上选项板的大量增加。为此，需要解决如

拥有独立的输入通道。共显群件丰富了单用户计算机工作

何管理屏幕显示的选项板。可能的方案包括： 通过分类或变

状态下的协作模式，允许多人在一台计算机下并行工作，工

换视图模式，满足所有用户在某一阶段要使用的功能。此

作更加有效率，降低了多人协作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从而

外，还可以在使用之前做适当配置，确定屏幕出现的工具选

进一步鼓励用户间的协同，强化了用户的交流技能。用户不

项的具体内容。这实际上也是人际社会协商功能的具体体

再一直控制着输入设备、包办任务，与其他用户的交流将会

现，因为要切换到某种功能模式或配置某些功能，是需要所

越来越多。由此可见，利用共显群件能够有效地鼓励用户间

有协作者都同意才行的。

的合作与交流，更好地实现教育的目标和愿望。

5） 用户操作重贴部分的透明处理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决

起源于 16 世纪的欧洲，兴起于 17 世纪乌克兰兄弟会学

方案。针对共显群件操作中遇到的用户间相互干扰的问题，

校的班级授课制，一直以来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虽然在

Zanella 和 Greenberg（ 2001） 提出利用透明的方法来解决这一

漫长的发展中将逐步发生转变，但以面对面方式开展师生、

问题，即开发专门的交互部件以解决交互中的干扰问题。然

生生互动将长期存在，因此为其开发最佳的本地协同教育软

而在实践中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分割

件具有持久的需求。以共显为核心特征的共显群件、共显私

2004） 。
屏幕空间的方案（ Tse et al． ，

件、多输入设备等软件系统都将有着持久的生命力，特别是

针对桌面式共显群件系统的设计，Scott 等人（ 2003） 做
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八个指导原则： 支持自然的人际交流；

与学科教 学 相 结 合 以 后，共 显 群 件 技 术 将 得 到 更 多 发 展
空间。

支持活动间的流畅切换； 支持个人和小组任务间的切换； 支

人机交互技术（ HCI） 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让计算机系

持桌面协作与其他工作的切换； 支持实物的使用； 可访问共

统更加适应人的需求。在这一努力目标下，如何让计算机更

享物理对象或数字对象； 灵活的用户安排； 同步用户交互。

好地为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提供支撑和便利，将是一个持续

他们认为今后值得研究的方向包括： 本地协作评估方法的标

和长久的话题，也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伴随着多核

准化、现有协作系统影响的比较研究和协作任务分类研究。

CPU 技术、大屏幕显示技术、触摸屏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

Theophanis 和 Balakrishnan（ 2005） 对四种常见的减少共

于在单一计算机设备上实现多人自然交互的需求越来越强。

显群件空间冲突的方法（ 共享对象控制权、空间分割显示、共

围绕同一系统或整合各种系统，人机系统为用户提供便利的

享屏幕—用户数据全透明、共享屏幕—用户数据从边际间过

交互体验是计算机科学持久发展的目标之一。

渡透明） 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利用合适的透明处理，减少
用户之间的干扰，允许用户决定他们以何种方式区分空间，
而不是预先区分，是一种最佳的方法。另外，研究发现，使用
一定倾斜透明度的处理方法能有效平衡共享与分割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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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Display Groupware： Technology Features，Scenario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rospects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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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mpanied by the idea of collabo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the technology of
shared display groupware（ SDG） and its application supporting local cooperation have made large progres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education application scenarios about SDG，reviews the studies in recent
years，and brings forwards the solution on the technical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 FAQ） in the development of
SDG． Finally，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of SDG applic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 CSCW） ； shared display groupware （ SDG） ； educa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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