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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新技术与学习理念的双重推动下, 学习资源正朝着可进化、分布式、社会性、情境性、开放性和

复合性的方向发展。支持传递接受范式教学的学习对象已经无法满足泛在学习对学习资源进化生长、过程性信

息跟踪、人际智慧聚合、多终端支持、无限群体的个性化学习等多方面的实际需求。学习元是在学习对象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适合泛在学习的一种新型资源组织方式 ,顺应了学习资源的发展趋势, 是未来学习资源设计与共享

发展的新方向。本文从历史背景、概念特征、学习理念、信息组织、信息模型、存储结构、质量控制、共享范围等多

个层面对学习元和学习对象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学习资源聚合模型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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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前流行的学习对象技术相比, 学习元在学习理念、

信息组织、信息模型、存储结构、质量控制、共享范围等多个

层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升。为了进一步厘清 ∀学习元#

这一新型资源形态的面孔和本质, 本文将着重对学习元和学

习对象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对比研究, 并尝试总结未来学

习资源聚合模型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有利于加速学习元理

念的理解、传播和分享, 另一方面将为泛在学习环境下学习

资源聚合模型的设计提供基础性的参考和方向引导。

学习元与学习对象的多维比较

(一 )历史背景

学习对象是在结合面向对象的计算机科学思想以及有

关教学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型计算机辅助教学构件。

面向对象的计算机科学思想使一个构件能够在多种情境下

重复有效地使用,这种具有高度价值的思想也就是蕴含在学

习对象之后的基本理念:教学设计者可以建立适当大小的能

在不同学习情境下多次重复使用的数字化教学构件。 (胡小

勇等, 2002a)其实, 面向对象的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及其思想

的引入只是学习对象产生的技术背景之一。学习对象理念

出现的更深层原因是要解决 e Lea rning领域教育资源的混乱

无序、独占隔离、简单重复、缺乏共享、低效检索等问题。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网络教育的蓬勃发展, 各种数字

化的学习资源大量涌现,各级各类的教育机构和资源生产厂

商开发了大量的数字化学习资源来辅助多媒体教学和远程

网络教学。然而, 在开发大量学习资源的同时, 教育研究者

与实践者们都逐渐意识到学习资源的重用与共享问题已经

成为 e Learn ing健康、快速发展的 ∀绊脚石#。各个机构开发

出来的资源自成体系、结构封闭、缺乏标准, e Learn ing系统

间无法实现学习资源的重用和共享, 直接导致大量相同或相

似教育资源的重复开发。随后,不同的组织从不同的角度出

发提出了信息对象、知识对象、教育对象、内容对象等概念

(胡小勇等, 2002a) ,这些概念虽然名称不同, 但都是为了解

决资源重用问题而提出的。为了解决上述名称的混乱现象,

学习对象元数据工作小组 IEEE LTSC提出了 ∀学习对象#的

术语,并进行了严格的工作定义。自此, 学习对象的概念开

始流行,众多标准化组织开始以学习对象为核心概念构建各

种学习技术标准和规范。

近年来, 语义网、云计算、普适计算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和

快速发展,这些新型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也将为泛在学习环境

下的新型资源信息的设计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另外, 在技

术发展与变革的背景下, 学习的范式也在经历着从接受认知

教学范式向建构认知教学范式再到分布式情境认知教学范

式的转型。 (余胜泉等, 2009a)这一转型的直接作用 (或外在

表现 )就是学习方式从接受学习向协作式学习、研究性学习、

非正式学习转变, 为了适应学习范式的转型, 学习资源在设

计上要更加关注学习的泛在性、情境性、社会性、个性化、非

正式性等。传统的学习对象已经无法适应泛在学习的发展,

教育工作者对学习活动、教学策略、人际信息等高级教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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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共享的需求越来越凸显, 以纯内容为核心的资源共享模式

正在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吸收了学习对象共享重用核

心思想的基础上, 北京师范大学的余胜泉教授于 2007年提

出了 ∀学习元#的概念 (余胜泉等, 2009b)。

(二 )概念及特征

学习对象的概念从产生至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定

义和解释。 IEEE LTSC ( 2002)在 LOM V1. 0草案中将学习对

象定义为 ∀用于学习、教学或培训的任何数字化或非数字的

实体 #。W iley( 2000)认为, ∀学习对象是任何具有重用特性

并能用来支持学习的数字化资源#。目前, W iley的定义得到

了学术界的广泛引用和认可。从W iley对学习对象的定义我

们可以发现学习对象包括 ∀可重用#、∀支持学习#、∀数字化#

三个核心要素。本文采用 W iley的定义, 提到的学习对象不

包括非数字化的实体资源。

关于学习对象的特征, 不同的组织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对此进行了概括。ADL SCORM 2004规范中将学习对象的

特征描述为可访问性 ( Accessib ility)、适应性 ( Adaptab ility)、

可承受性 ( A ffordability )、持久性 ( Durab ility )、互操作性 ( In

te rope rability)、可重用性 ( Reusab ility )等 ( ADL, 2004) ; 胡小

勇等 ( 2002b)在 %学习对象 网络教学技术的新理念&一

文中归纳了学习对象的 10类特性: 可重用性、数字化、教学

性、自足内聚、以元数据标识、可共享可搜索易接触、可聚合、

跨平台兼容性、目标指向、灵活性可改制。 ADL重点从技术

特性的角度描述学习对象的特征, 胡小勇等则从技术特性和

教育特性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描述。目前,应用比较广的特

征描述仍是来自 ADL SCORM 规范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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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来讲, 学习元是在学习内容的基

础上附加了一定的语义描述信息、生成性信息、格式信息、学

习活动和知识网络服务 ( Know ledge Ne tw ork Serv ice, KNS)的

新型学习资源。学习元能够帮助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通过任何途径获取所需的学习资源, 在一种轻松愉悦的学

习体验中学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学习元面向具体的微型

学习目标,既能够自给自足、独立存在, 又可以实现彼此联

通,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知识网络。

学习元作为学习对象的进化, 在保持学习对象的可访问

性、适应性、可承受性、持久性、互操作性、可重用性等特征的

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生成

性、开放性、联通性、社会性、进化发展、内聚性、智能性、微型

化等八大方面。

1)生成性。区别于传统一次性生成、难以更新的课程资

源,学习元是一种动态的、生成性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学习

元的学习内容对外开放,允许多用户编辑、学习与评价, 学习

元是在多用户参与下,不断迭代设计开发的过程中汇聚集体

智慧逐步完备起来的, 其间生成的过程性信息如历史版本、

评价信息、活动信息、统计信息等也是学习元结构的组成要

素,可以与其他系统进行共享。

2)开放性。学习元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可以与外部媒介

生态环境实现信息交换, 每个学习元都内置了学习系统服务

接口,通过类似 SCORM RTE中的 API函数实现系统对用户

学习过程性信息的追踪以及母子学习元间的信息交换和状

态更新。另外,学习元的学习内容和知识结构对外开放, 借

鉴了W eb2. 0∀以人为本,群建共享#的核心理念,允许多用户

协同编辑学习内容及其知识结构。

3)联通性。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在知识网络

结构中一种关系和节点的重构和建立, 学习是一个联结的过

程。学习元除了可以作为独立完整的学习单元存在外, 还具

有联通性,每个学习元都可以作为资源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彼此可以按照某种规则动态建立联结, 形成可以持续进化发

展的 KNS网络。除了学习元之间的联通, 学习元用户之间

也可以透过学习元实现社会网络服务 ( Socia l Netwo rk Serv

ice, SNS)的构建,进而实现用户之间的互联互通。

4)社会性。在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学习元

强调多种学习活动支持下的用户深度参与的互动式学习, 即

在与学习内容交互的基础上更多地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协

作,变传统的 ∀一对多#的学习为 ∀多对一#的学习, 通过学习

者群体间的富链接、富交互实现知识的协同建构, 并营造一

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

5)进化发展。学习元具有与神经元类似的生长和分裂

功能,可以自动在网络中搜集主题类似或具有母子联系的其

他学习元,并建立动态联接。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不断地

丰富修正学习元的内容, 当领域知识丰富到一定程度时, 还

可以分裂成更小的知识领域的学习元, 分裂后原学习元继续

在支持系统中运行,新旧学习元自动建立母子联结。

6)内聚性。学习元是不断成长的,但又不是漫无边际的

杂乱的生长,一方面学习元的学习内容是根据学习元的领域

本体结构进化而来的, 领域知识本体控制着学习元的成长方

向,类似基因控制生物体的生长一样; 另一方面, 学习元具有

完备的内容版本控制机制, 可以实现多版本内容的共享、筛

选与聚合。

7)智能性。学习元具有高度智能性,既可以根据显示终

端的物理特性动态调整内容格式以适应多种显示终端 (计算

机、手机、掌上电脑、个人数字助理 ( PDA )等 )与平台,又可以

根据用户的学习记录动态调整学习内容的呈现顺序以及反

馈信息等,还可以通过相关服务接口自动搜集发现知识网络

中存在语义关系的其他知识点并动态建立关联。

8)微型化。为了维持学习者非正式学习时的持续注意

和学习兴趣,学习内容的设计必须遵循低认知负荷原则, 内

容块的粒度要小且比较完整, 学习者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就可以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学会某方面的知识。

(三 )学习理念

数字时代学习理论大体上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跃迁, 一是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跃迁, 它革新了人们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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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获取知识的经典观点; 一是建构主义到分布式认知、情境

认知、社会建构的跃迁, 它使得人们关注到个体所在环境与

社会对个体认知的影响。 (余胜泉等, 2009a)上文中我们介

绍了学习对象与学习元在基本概念和特征上的不同。这些

差异都是表象的, 从本质上来看, 是学习元和学习对象各自

承载的不同学习理念的具体体现。

学习对象产生于学习理论的第一次跃迁期, 是以行为主

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作为理念支撑的。教学者可以从资

源库中提取多个不同类型的学习对象 (如 PPT、图片、视频、

音频、试题等 ),然后按照自己的教学需求随意组合成适合的

不同粒度的教学课件或网络课程。学习对象组装的灵活性

和我国上世纪 90年代提出的 ∀积件# (黎加厚, 1997)的思想

是一致的,通过标准化的教学构件达到资源重用的目的。基

于学习对象的教学仍然延续了传统课堂教学中的传递接受

范式,教师将设计制作或组合的多媒体课件 (程 )放到网络教

学平台中,学习者登陆后浏览教师布置的学习材料, 并适当

地参与教师布置的讨论话题等活动。由于学习对象自身封

闭结构的特性,只能承担教学知识载体的角色, 无法引导学

生与学习对象之间的深度交互。总的来说,基于学习对象的

学习属于客观主义的学习,注重知识的传递、接受和控制, 无

法有效引导学习者进行知识的自我和协同建构, 学习者的参

与度不高,学习兴趣难以维持。究其原因, 学习对象的产生

只是为了解决资源的重用和共享问题, 对适合数字时代的新

型学习理念的分析和研究缺乏关注, 最终导致基于学习对象

的学习只是传统课堂学习在网上的翻版, 传递接受式的教学

范式没有改变。

学习元相比学习对象在学习理念上迈出了一大步。学

习元借鉴学习对象的设计思路很好地解决了资源的共享、重

用问题,借鉴了 W eb2. 0崇尚 ∀自由、开放、协作、平等#的理

念,并且很好吸收了适应网络时代的社会建构主义、分布式

情境认知、联通主义等学习理论。学习元是数字时代学习理

论的第二次跃迁的产物, 体现了知识的生长性、社会性和情

境性等,注重了学习者的亲身参与以及学习者之间、学习者

与内容之间的深度交互。学习元开放的结构允许所有的用

户 (教师、学生、专家等 )协同编辑教学资源;附加在学习内容

之上的丰富的学习活动能够引导学习者在参与中、在同伴互

动中共同建构对知识的全面理解; 附加在学习内容上的人际

图 1 学习元支持的多维学习

网络信息有助于学习共同体的建立, 消除网络学习的孤独

感,并有助于学习者构建个性化的认知网络, 变传统的一对

多的学习为多对一的学习。基于学习元的学习, 本质上是一

种建构认知和情境认知教学范式, 在各种先进学习理念的指

导下,学习元可以实现多维度的学习 (程罡, 2009):

1)接受中学。浏览学习内容对象, 获取有价值信息, 实

现接受中学 ( L earn ing by read ing / learn ing by listening / learn

ing by w atch ing )。

2)做中学。学习环境通过将内容与活动、资源的无缝整

合,实现了浏览内容与参与活动两种学习方式的融合, 实现

做中学 ( Learning by do ing / acting ), 使学习者可以在学习内

容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进入与内容密切相关的学习活动,

实现更好的学习体验。

3)联系中学。通过知识的语义关联和可视化导航, 在知

识的相互联系中整体把握知识结构, 从多个角度审视和思

考,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并有利于激发灵感和促进创新, 实现

联系中学 ( Learning by connecting)。

4)重构中学。通过资源聚合工具,学习者可以自由地组

合和管理多个小的知识单元, 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促进知

识管理,实现重构中学 ( L earn ing by re organ izing)。

5)反思中学。学习者不仅能学习当前的内容 ,而且能看

到一个知识单元生长和建构的历史轨迹,在这一过程性的情

境中反思知识演化的内在逻辑, 同时, 学习环境应当为学习

者保留详细的、可在整个泛在网络中无缝迁移的学习记录,

并在内容和活动的基础上提供练习和评价, 促进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中对自身学习的反思,有效地实现反思中学 ( L earn ing

by re flection)。

6)交流中学。学习者不只是通过物化的学习对象获取

知识, 更能够通过学习对象关联到的专家、协作者、学习者,

构建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的社会认知网络, 在交流中充分吸

收他人的智慧,实现交流中学 ( L earn ing by communicating)。

7)教中学。许多研究表明,在 ∀教 #的过程中, 往往能够

深化施教者对所教授内容的记忆和理解, 而学习者在交流、

协同编辑的过程中, 恰恰能经常性地切换 ∀教#与 ∀学#的角

色,实现教中学 ( L earn ing by teach ing)。

8)创造中学。学习者不仅是被动地接受知识 ,而且可以

在综合、重组、反思、交流的基础上 ,形成结构化的表达, 主动

地贡献智慧, 创建新的知识内容,实现创造中学 ( Learning by

creating)。

(四 )信息组织

学习对象通过遵循一定的聚合规范对学习内容进行封

装、聚合, 使其成为完整的、独立的可共享内容对象 ( Sharable

Content Ob ject, SCO ), 然后依据一定的内容包装规范对学习

对象进行打包,从而使资源可以在不同的学习管理系统间共

享传输。学习对象技术很好地体现了工程化的思想,从学习

内容标准化的元数据描述到完备的内容聚合再到严格的内

容包装,这正是学习对象优于积件技术的根本, 进而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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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然而, 学习对象在信息的

组织模式上存在着结构封闭、难以更新的缺陷。单向信息传

递是W eb1. 0时代最明显的标志, 学习对象是在 W eb1. 0环

境下成长起来的学习技术, 其继承了 W eb1. 0的信息资源组

织和传递的模式。教师、专家、资源建设者作为信息的生产

者,提供内容和解决方案内容, 学习者是信息的消费者。这

种组织模式下的信息更新周期长,与用户的贴近程度低, 本

质上是一种 ∀他组织#的信息组织方式。

学习元顺应了W eb2. 0的发展趋势,在自由、开放、平等

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具备W eb2. 0时代双向信息传递的能力。

学习元借鉴了 ∀群建共享#的理念,编辑权限对所有的用户开

放,允许教师、专家、学生、平台管理者等发挥集体智慧协同

创建学习内容。开放的内容大大激发了学习者的参与度, 促

进了 Engag ing Lea rning和 Em pow er ing Learn ing的发生, 而这

两种学习正是今年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计划 ( NETP2010) ( U.

S. Departm ent o f Education, 2010)中倡导的学习模式,目的是

让所有学生的学习 (校内学习、校外学习 )都变得更加积极、

富有创造性和参与性。除了内容的开放, 学习元还提供对外

访问的接口,允许与外部的学习生态环境 (网络教学平台、教

育云计算中心、智能学习空间等 )进行信息传递, 及时保存学

习者的学习过程性信息和适应性的推荐满足个性化学习需

求的各种学习资源和人际信息。学习元的信息组织和传递

是双向的,任何用户都是信息的 ∀产消者#。泛在学习环境的

学习资源正是通过这种自组织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持续

进化。

(五 )信息模型

学习对象的核心是学习内容, 是一种基于学习内容的资

源共享解决方案。 SCORM 规范中的资源信息模型是学习对

象信息模型的典型代表,包括元数据、学习资源 (内容 )、排序

导航信息、包装信息等 (见图 2)。众所周知, 单纯学习内容

并不能很好的促进有效学习的发生。基于此, 学习元为了更

好的支持用户的学习, 提升非正式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将学

习活动、人际网络、学习的过程信息等可以有助于协作交流、

情景感知和协同建构的学习因素纳入到学

图 2 SCORM信息模型

图 3 学习元信息模型

习资源的信息模型中来 (见图 3)。

从上述信息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 学习元是从支持完成

学习流程的角度出发, 在学习内容的基础上添加了学习活

动、生成性信息、KNS和语义本体等信息。较之学习对象, 学

习元包含的信息类型更加丰富, 能够从多个方面辅助学习者

的学习,进而更好的促进有效学习的发生。

(六 )存储结构

学习对象常常存储在独立的网络教学平台中, 为了实现

学习对象的共享, 需要在不同的学习管理系统 ( L earn ing

M anagem ent System, LMS)间频繁的导入、导出课程包。学习

对象的运行依赖于各自寄宿的 LMS, 彼此独立存储, 不共享

任何信息,是一种典型的 ∀单点独立存储#模式 (见图 4)。

图 4 学习对象的单点独立存储

为了实现学习内容、学习活动、学习过程性信息、人际网

络等信息的实时共享, 学习元吸纳云计算技术的发展成果,

采用了云存储模式 (见图 5学习元的云存储模型 )。学习元

中的各种学习工具、学习圈子、学习测评、学习档案、活动记

录、使用记录、生成信息等都将存储在教育云计算中心, 每个

LMS只是学习元的运行环境, 负责呈现内容、调用各种学习

服务。LM S之间的共享无需反复地导入、导出资源包, 学习

元的实体内容只会在云计算中心存储, LMS只要导入学习元

的清单文件即可实时运行学习元。学习元的大部分信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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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习元的云存储模型

是动态实时更新的,类似 RSS订阅一样。用户可以透明地从

∀云端#调用任何授权的公共学习服务,学习元的内容变动信

息也都将存储在云计算中心, 以保证分散在不同 LM S中的

学习元之间的内容是联通的,从而实现信息的及时共享。当

然, LM S中的特色学习服务所产生的数据会保存在自己的数

据库中,比如有的 LM S中提供了个性化的内容批注功能, 批

注产生的过程性信息便将独立存储。

(七 )质量控制

如上所述,学习对象采用了 ∀他组织#的信息组织模式,

即由专门的资源建设团队 (通常包括教学设计者、学科专家、

媒体专家、资源开发者等 )来负责设计、开发、管理和维护, 学

习者负责消费。一般来说,这种组织模式下的资源质量是比

较高的,并且易于控制, 保证传递给学生的内容都是经过精

心编排和组织的系统的知识。缺点是传递的知识较为陈旧,

知识更新周期较长,不符合数字时代 ∀大跃进#式的信息生产

和快速传播的特性。我们都知道,信息时代的典型特征, 一

是信息量激增,二是信息更新频率加快。传统学校内的正规

教育已经无法满足个体终身发展的需要,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

学结构和模式,接受传递为主的教学范式等在信息浪潮的冲

击下变得越来越柔弱无力。除了学习内容的正确性外, 知识

的新颖性、时效性、个性化等将在评判标准中占有越来越重

要的地位。

学习元由于其自身的开放性, 允许多用户协同编辑, 因

此如何保证学习的质量便成为学习元急需解决的问题。学

习元在质量保证方面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借鉴维基

百科的质量控制机制, 我们称之为 ∀维基式质量控制#,二是

引入语义W eb技术通过知识本体来控制资源的有序进化。

维基式质量控制主要用于管理学习元的 ∀发散性 #生长, 知识

本体控制主要用来控制学习元 ∀收敛性#进化。二者相互配

合,保证学习元可以在发散与收敛间保持平衡, 进而实现学

习资源的健康、有序进化。

1)维基式质量控制。维基百科提供了一个知识共享和

协作创新的平台, 自 2000年出现至今单单英文维基百科的

词条数已经超过了 330万条,远远超过了%大英百科全书&的

词条数目。维基百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知识库, 它正

在引领着数字时代知识生产与共享方式的变革。维基百科

以自身取得成功的事实, 说明自组织、开放性的W iki理念是

完全可行的。 (周庆山, 2007)在 ∀自由、开放、合作、平等、共

享、信任# (施素雯等, 2006)思想的指导下, 维基百科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质量控制机制。王丹丹 ( 2009)对维基百科自组

织模式下的质量控制方式进行了研究, 指出维基百科质量保

证的三个环节,包括直接控制词条本身的修改、删除或者地

位的变迁;评价维基百科中编辑者的表现; 构建并不断完善

维基百科自身的工作协调机制 (如对话页、编辑历史等 )。

维基百科的成功给学习元的设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在学习内容的质量控制上, 学习元一方面借鉴了维基百科的

自组织、开放性的理念, 另一方面还借鉴了维基百科式的版

本控制机制,既通过记录学习内容的历次变动信息, 生成不

同的历史版本,又可以防范不良用户的恶意破坏, 随时恢复

到任一历史版本, 还便于用户审视学习内容的整个发展脉

络,全面了解知识的成长过程。对于用户的恶意修改, 学习

元可以自动锁定页面和用户 IP, 并自动将版本退回到最新合

法的版本。

2)知识本体控制。学习元作为一种新的学习资源组织

方式,与学习对象或基于 SCORM的在线课程的核心区别, 就

是利用语义网络和本体技术, 采用动态化、智能化的资源聚

合方式,使学习元可以持续生长和进化。学习元构建了通用

学科的知识本体模型,默认包含最基本的知识类型, 以及基

本的知识属性和关系。在此基础上, 参与资源建设的用户可

以通过填充这些属性和关系, 生成各种知识类型的实例; 或

者扩展新的知识类型和属性, 提供更为丰富的语义表达, 最

终形成一个与主题相关的、高度内聚的知识网络。学习元的

内部结构并不是简单的对学习资源进行罗列, 而是根据其隐

含的知识结构,将支持完整学习流程的要素有序地组织成结

构化的整体。学习元内部的知识本体决定了这个学习元的

基本 ∀基因#,也就决定了它未来成长的方向, 使得学习元的

进化生长不是漫无目的的, 而是始终围绕一个相对稳定的知

识结构进行,这也是它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学习资源与松散组

织的 Blog、BBS等一般性的W eb资源的区别所在。

(八 )共享范围

从上述对学习对象的产生背景、概念特征以及学习理念

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 ,学习对象致力于解决教学资源内

容本身的重用与共享问题。因此, 学习对象共享的范围仍限

于单纯学习素材和内容, 没有将学习过程的其他要素, 如学

习活动、教学策略、过程性信息、人际信息等考虑进去, 资源

共享的范围偏窄,层次偏低。

学习元的设计初衷就是要结合泛在学习环境的实际需

求,对学习对象技术进行完善和优化。它是结构化的能够独

立支持完整学习流程的学习单元, 不仅包含学习内容, 还包

括促进有效学习发生的各种学习活动、学习工具、人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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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习元与学习对象的共享层次

学习的过程性信息等。与学习对象相比, 学习元提升了学习

资源共享的粒度和层次,如图 6所示。

(九 )小结

通过从历史背景、概念及特征、学习理念、信息组织、信

息模型、存储结构、质量控制和共享范围等多个维度对学习

表一 学习元与学习对象的多维比较

学习对象 学习元

历史
背景

解决 e L earn ing领域教育资源的
混乱无序、独占隔离、简单重复、
缺乏共享、低效检索等问题; 面
向对象计算机科学思想的引入

语义网、云计算、普适计算
等新技术的涌现与发展;
网络教学范式的转变

概念及
特征

强调可重用、数字化、支持学习;
可访问性、适应性、可承受性、持
久性、互操作、重用性

强调重用、进化、智能、人
际网络、过程性信息;
生成性、开放性、联通性、
社会性、进化发展、内聚
性、智能性、微型化

学习
理念

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情境认知
理论

信息
组织

他组织、单向信息传递 自组织、双向信息传递

信息
模型

以学习内容为核心
学习内容基础上附件学习
活动、生成性信息、KNS和
语义本体

存储
结构

单点独立存储 云存储模型

质量
控制

专门的资源建设团队控制质量
维基式质量控制、知识本
体控制

共享
范围

低层次的内容共享

高层次的教学智慧共享,
包括学习活动、学习工具、
人际信息、学习的过程性
信息等

对象和学习元的比较 (见表一 ) ,我们可以发现学习元在资源

设计的各个层面都对学习对象进行了完善。总结起来可以

概括为:倡导自由开放的思想、追求社会建构情境认知的学

习理念、主张自组织的信息组织模式、支持完整学习流程的

信息模型、采用云存储模式的存储结构、运用维基与本体相

结合的质量控制机制、实现高层次的资源共享。

学习资源聚合模型发展新趋势

∀学习元#的提出是对泛在学习境脉下学习资源设计开

发的大胆尝试和探索,对于整个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以及学

习技术标准研究领域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引

领了教育技术界对未来数字化学习技术标准与新型学习资

源形态的深入研究。赵厚福等人 ( 2010)随后对数字化学习

技术标准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 认为学习资源与知识本体

的结合、学习资源与学习活动的结合、学习资源与人际网络

的结合等是未来学习技术标准的三大发展趋势。程罡等人

( 2009)综述了学习资源技术标准的最新进展, 并概括了学习

资源六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可进化性、分布式、社会性、情境

性、开放性和复合性。

在上述学习元与学习对象多维比较结果的基础上, 结合

学习资源技术标准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 学习资源聚合模

型总的发展趋势是以 ∀支持完整学习流程#为导向,将包含越

来越多有助于实现有效学习的信息要素。具体表现在如下

四个方面。

1 附加丰富的学习活动, 实现知识的自我与协同建构

学习活动可以促进学生认知的外显化, 使学生在活动中

自主、协同建构知识意义, 并获得相应自主、探究、协作的能

力,本质上来说是建构主义学习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将

学习活动纳入到学习资源的聚合模型中是一种必然趋势。

2003年 IMS LD标准 ( IMS GLC, 2003)发布, 首次借用戏剧

术语来描述教学流程, 实质上是以学习活动的共享为核心的

一种学习设计规范。随后出现的学习活动管理系统 ( L earn

ing A ctiv ity M anagem ent System, LAM S) ( LAMS Internationa,l

2004)、4A平台中的活动管理模块、学习流管理系统 ( L earn

ing F lowM anagem ent System, LFM S) (曹晓明, 2009)等都实现

了对 IM S LD规范的支持, 将学习活动进行描述与包装, 实

现了活动层面的资源共享。 2008年出现的 IM S Comm on Car

tridge规范 ( IM S GLC, 2008)在其信息模型中封装了讨论和

测试信息,将讨论区和测试评价这两个 e Learning中最常用

的学习活动纳入到了学习资源共享的范畴中来, 使教师在一

门课程中设计的讨论、测试活动也可以被重复利用。可见,

附加丰富的学习活动已经成为学习资源聚合模型的发展趋

势之一。

2 注重人际信息的共享,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通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适应了数字化时代对学习的需求, 强

调学习就是形成网络, 就是在相关的节点间建立有效的连

接。其中,人与人之间连接的价值并不逊色于人与内容的连

接。 ∀人#作为学习资源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将不亚

于资源内容本身对学习的影响。人际交往是实现有效学习

的重要方式,在促进学习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分布

式认知理论也认为认知可以存在于个体的头脑之外,可以存

储、发生在外部的认知工具或他人的头脑之中。 (周国梅等,

200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际网络的建立将是个体认知的

拓展和延伸。学习元首次将人际信息纳入到资源聚合模型

中,很好地把握了学习资源聚合模型的发展趋势。

3 封装学习的生成性信息, 实现完整的学习链条

学习内容是知识的重要载体, 学习者除了能从学习内容

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外, 学习过程中还会产生很多生成性的

信息, 比如对特定文本的注释、添加的新内容、发表的帖子、

上载的资源、提出的问题等等, 而这些生成性信息对于当前

以及后继学习者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一笔学习资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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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 LM S都有学习档案袋的功能, 可以将学习者在平

台上的学习记录和成果保存下来。但是, 这种档案袋的方式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 因此彼此之间是独立的, 即平台之间

无法共享学习的各种生成性信息, 学习的链条将随着环境的

改变而中断。将学习的生成性信息进行标准的封装将成为

学习资源聚合模型发展的又一新趋势。

4 引入语义本体技术,实现语义层面的资源描述

学习对象、学习设计等都采用静态元数据的方式对资源

进行描述,通过建立元数据标准来保证描述的一致性, 进而

促进资源的共享交流。静态元数据的方式应用很普遍, 在学

习资源共享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 随着本体、语义

web等新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推广应用, 学习资源领域越来越

发现现有的静态元数据由于没有承载任何语义信息,因而无

法保证描述的一致性,也无法实现更加精确的语义检索。本

体技术已经渗透到医学、经济、管理、政治等各个领域, 各种

本体库和基于本体的管理系统不断涌现。学习资源领域也

已经开始应用本体技术改善当前的元数据模型, 从语义的角

度来描述学习资源。 (王洪伟等, 2004; 耿方萍等 , 2003)语义

本体技术的引入, 将使学习资源附加更丰富的语义信息, 机

器将明白这些信息的含义, 从而使学习资源的语义检索、自

动聚合等成为可能。

总 结

通过对学习元与学习对象全方位的比较研究, 我们认为

学习元在学习理念、信息组织、信息模型、存储结构、质量控

制、共享范围等多个层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升, 并得出

学习活动、人际信息、生成性信息、语义本体等信息要素纳入

到学习资源共享范围已经成为学习资源聚合模型发展的新

趋势。学习元代表了当前学习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是对适

合终身学习和泛在学习环境的下一代学习技术的大胆探索,

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发展空间。希望本文能为广大研究

者撩开学习元的真实 ∀面纱#,更加全面、清晰地理解学习元,

加速泛在学习环境下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共享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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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dmi ensional Comparison between Learning Cell and

Learning Object
N ew T rends in the Developm ent of Learn ing Resources AggregationM odel

YANG X ianm in, YU S hengq uan, &WANG Zh iju n

(M od 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B eijing N ormal University, B 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 riven by new technologies and learn ing theories, learning resources are develop ing tow ards the direc

tions o f being evo lvable, distributed, shared, contex tua,l open and comprehensive. By contras,t learning ob jects

are based on the linear send ing receiv ing instructional parad igm and can no longermeet ub iqu itous learn ing s' de

mands, such as the evo lution of learn ing resources, progressive information tracking, interpersona lw isdom co llec

ting, mu ltiple term inal suppor,t and ind iv idua lized learn ing in no boundary learning commun it ies. Learn ing cel,l

invented based on learning ob jects, is a new w ay to o rgan ize learning resources. It conforms to the deve lopment

tendency, and w ill be the new d irection of learn ing resources design and sharing. Here w e ana 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 een learn ing cell and learn ing ob jects from h istorical backg round, defin it ion and characteristics, learning theo

ry, informa tion organization, in fo rmation mode,l storage structure, quality contro,l and the scope of sharing. W e

then summ arize new development trends based the results of comparison.

Key words: learn ing cel;l learn ing ob jec;t aggregationmode;l ub iqu itous lear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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