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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
及其可视化研究 *

吴鹏飞，余胜泉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教育技术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学习资源间丰富的关联关系可以实现资源的语义化组织，为智能化、个性化资源推荐提供知识基础，

对于增加资源重用性、促进学习资源进化和提升学习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学习资源之间普遍缺乏关

联，如何构建资源间语义关联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已有的学习对象关系模型如SCORM关系模型、基于

教学设计理论和基于修辞结构理论的关系模型都是从单一的维度去描述学习对象间的关系，还未考虑到开放网络

环境下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资源组织实际需求，更缺乏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平台。该文在系统梳理国内

外学习资源间的关联关系构建研究现状基础上，综合考虑开放网络环境下用户实际学习资源关联需求，提出一种

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模型，分为两大关系维度：面向结构语义型关系和面向教学语义型关系，共集成了30种关

系；在此基础上，设计Web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平台，并在学习元平台中实现。可视化语义关联关系构建

为后续学习资源的快速进化和智能化、个性化资源推荐服务提供一定的语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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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泛在学习需要从海量的学习资源中快速准确地获
取最合适的学习内容，这就要求支撑平台具有很强的
适应性和智能性。要实现这种智能适应性功能，一方
面需要改进和完善系统检索算法，另一方面需要改进
目前海量学习资源的组织和描述方式，附加语义关系
数据，以提升系统的智能性和适应性[1]。网络教学平
台如Moodle、Blackboard、Sakai等作为重要的在线海量
学习资源组织和管理系统，为泛在学习提供了平台环
境支撑。但是，目前主要的网络教学平台对于海量学
习资源的组织管理多采用静态的元数据标准，如学习
对象模型(Learning Object Metadatay)、多柏林元数据DC
等，侧重于单一元数据层面的学习资源的组织和管
理，学习内容的生成是静态的、一次性的[2]，并且采
用线性、树状分类组织体系不能对海量多样化的学习
资源进行有效灵活地多维度标注。这样的资源组织方
式忽视了学习资源自身间动态的、横向多维度的语义
关系构建，不利于后续系统的智能化、适应性和个性
化学习资源推荐服务的提供。

学习资源间语义关联关系构建能够实现资源的
语义化组织，为智能化、个性化资源推荐提供知识
基础，不仅可以提升学习的有效性和增加资源的重
用性，同时也可以增强资源个体间的联通和聚合，
促进学习资源的快速进化[3]。学习资源间的语义关
联和知识聚合能为学习者智能化、情境性、自适应
和个性化地获取、检索和利用提供新的知识环境支
撑[4]。然而，目前学习资源之间普遍缺乏关联[5]，
如何构建学习资源之间的各种语义关联关系，是实
现资源智能化、个性化推荐服务和资源的“按需推
送”[6]等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学习资源间的关系是语义关联构建的基础，目
前学术界对于学习资源间的关系虽然有许多相关研
究，但是还未考虑到开放网络环境下用户的多样化
资源组织需求，对于关系没有区分具体维度，更缺
乏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的平台研发。本研究
在系统梳理学习资源间的关联关系构建研究的现状
基础上，综合考虑用户实际学习资源关联需求，试
图提出一种新的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模型，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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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元平台中设计与实现Web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
系构建系统以便用户对学习资源间关系进行可视化
的编辑，从而提升系统的友好性和实用性。

二、研究现状分析

针对网络学习资源的组织问题，IEEE最早
提出了学习对象模型(Learning Object Metadata，
LOM)。然而，虽然学习对象模型简单易于实现，
但是对于学习资源间的横向的、多维度语义关系并
没有给出详细的描述和定义。许多研究者基于不同
的理论基础从不同视角对学习资源间关系作了深入
研究，主要分为三大类。

(一)SCORM定义的学习对象间关系
为了实现分布于不同学习内容管理系统中学

习对象共享与重用的问题，高级分布式学习机构
(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Initiative，ADL)在
学习对象模型基础上提出了可共享内容对象参
考模型(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SCORM) [7]。其中，SCORM中的内容聚合模型
(Content Aggregation Model，CAM)定义了描述学习
资源间的关系字段——“RELATION”，用于描述
不同学习对象之间的关系[8]。SCORM推荐的关系有
12种，如表1所示。

表1  SCORM推荐的12种关系

Ispartof
(组成)

Haspart
(包含)

Isversionof
(是版本)

Hasversion
(具有版本)

Isformatof
(是格式)

Hasformat
(包含格式)

References
(参考)

Isreferencesby
(被参考)

Isbasedon
(基于)

Isbasisfor
(是基础)

Requires
(需要)

IsrequiredBy
(被需要)

SCORM推荐的12种学习资源间的关系，这12种关
系彼此互逆，如IspartOf和Haspart是互逆关系，可以将
其分为6对关系：整体部分关系、版本进化关系、样
式类型关系、参考引用关系、基于依赖关系、需求依
赖关系。SCORM推荐的关系主要是从面向资源结构关
系角度定义学习资源语义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学习
对象在不同学习内容管理系统中的共享与重用。

(二)基于IDT的学习对象间关系
基于IDT的学习对象间关系是指基于教学设

计理论(Instruction Design Theory)[9]的学习对象间关
系。Ullrich和Karger等人[10-12]认为SCORM中定义的
资源关系元数据仅能描述面向结构组织的关系，却
无法有效地描述资源间内容语义层面的关系。而基
于教学设计理论的学习资源组织需要满足教师利用
相关学习资源实现学习需要和学习任务，进而从
教学设计视角构建了一个教学对象本体(Ontology of 
Instructional Objects，OIO)，其包括两种类型的教学

对象：一是基础学习对象，用于展示学习主题的核
心内容；另一种是辅助学习对象，用于进一步描述
基础学习对象包含的概念，定义的教学对象本体实
现了对学习资源间关系描述，如表2所示。

表2  教学对象本体中定义的23种关系

Definition
(定义)

Fact
(事实)

Law
(规律)

Law of Nature
(自然法则)

Theorem
(原理)

Process
(过程)

Policy
(规则)

Procedure
(程序)

Interactivity
(交互)

Exploration
(探究)

Real World Problem
(问题)

Invitation
(导引)

Exercise
(练习)

Illustration
(插图)

Example
(例子)

Counterexample
(反例)

Evidence
(证据)

Proof
(证明)

Demonstration
(展示)

Explanation
(解释)

Introduction
(简介)

Conclusion
(总结)

Remark
(评论)

其中，表2中的第一行和第二行定义的8种
关系主要是描述基础学习对象间关系，其他的15
种关系用于描述辅助学习对象间关系；23种关系
在语义上又存在相关接近关系，关系组“Law、
Law  of  Nature、Theorem”主要用来描述学习对
象间的原理性关系，关系组“Process、Policy、
Procedure”主要用来描述学习对象间的程序性
关系，关系组“Interactivity、Exploration、Real 
World Problem、Invitation、Exercise”主要用来描
述学习对象间活动性关系，关系组“Illustration、
Example、Counterexample”主要用来描述学习对
象间的示例性关系，关系组“Evidence、Proof、
Demonstrat ion”主要用来描述学习对象间的证
据性关系，关系组“Explanation、Introduction、
Conclusion、Remark”主要用来描述学习对象间的
解释性关系。

与SCORM定义的面向结构组织的关系不同，
教学对象本体中定义的学习资源间关系是基于教学
设计理论，从学习对象内容教学语义层面构建的关
系，描述了学习资源间深层次的内容语义关系。

(三)基于RST的学习对象间关系
基于RST的学习对象间关系是指基于修辞结构

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RST)[13]的学习对象
间关系。RST主要是研究文章内容的修辞结构的理
论，一些研究者如Sddik[14]、Fischer[15]、Steinacker[16]

等将RST理论应用于学习对象间关系的扩展，基于
RST设计了学习对象间的关系，如表3所示。

表3  RST定义的9种关系

Example
(例子)

Illustration
(插图)

Instance
(实例)

Restriction
(约束)

Amplify/Extension
(增强/扩展)

Continues
(后继)

Deepen/Intensification
(加深/强化) Opposition(相反) Alternative

(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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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等人[17]在概括分析SCORM、IDT和RST定义
的关系元数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定义的
有一些关系是比较牵强的，并且不同的定义存在使
用相同词汇来描述不同关系，存在语义不清晰现
象，定义的关系对于学习者的学习是否易用和可
用还没有得到验证。针对上述问题，Lu等在IDT和
RST提出的学习对象间关系融合基础上，精炼出24
种关系元数据，并开发实现了一个Web学习内容管
理系统，支持学习对象间关系手工建立，并通过调
查方法和数据挖掘技术实验验证了已有关系的有效
性，并提出了包含17种学习对象间关系元数据[18]，
如表4所示。

表4  Lu等人提出的17种关系元数据

Conclusion 
(总结)

Counterexample 
(反例)

Deepen
(加深)

Definition
(定义)

Evidence 
(证据)

Example
(例子)

Explanation
(探究)

Extension
(扩展)

Guideline
(指南)

Illustration
(插图)

Introduction
(简介)

Process
(过程)

Remark
(评论)

Theorem
(原理)

Demonstration
(展示)

Fact
(事实)

Proof
(证明)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许多研究者已经基于
IDT和RST理论对学习资源间关系元数据进行了扩
展描述，进而丰富学习资源间多种关系建立，还有
研究者如Lu等也开发了网络版的学习对象间关系编
辑系统，并进行了实证效果验证。然而，目前的研
究还存在如下问题：

1.关系的定义维度不完备，未能考虑到开放网
络环境下用户的多样化资源组织需求。上述关系模
型基于不同理论定义了不同的关系，但是关系的描
述维度比较单一，例如SCORM推荐的关系模型仅
从资源结构语义的角度来对学习对象间关系进行描
述，基于IDT和RST理论构建的关系模型仅从教学
的维度来描述学习对象间的深层次语义关系，同时
已有的关系模型都没有涉及到开放网络环境下教师
用户的教研资源组织需求。在开放性、网络化的协
作学习环境中，面向不同的用户组织学习资源，定
义维度应符合不同用户的实际使用需求，并且要有
扩展更新机制；

2.采用人工方式构建学习对象间关系需要网络
系统支持，但目前开发的网络学习对象关系编辑系
统虽然能满足关系编辑需要，但是已有的系统在关
系的定义上没有做分组设计，向用户展示的关系在
组织方面不友好，这加重了用户的认知负荷。另
外，已有的系统也不能支持可视化的关系构建，用
户友好性支持方面还不够完善。

三、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模型

学习资源是网络学习环境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学习资源的有效组织对于学
习者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特别是在泛在化、开放性的网络信息环境
下，一方面学习资源的组织需要满足结构化组织的
需要，大量、零散、无序的学习资源会给造成学习
者的迷失和迷航，加重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另一方
面，学习资源的组织需要满足实际教学组织需要，
学习资源承载着不同的学习内容，不同的学习内容
在学习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服务角色，例如教师在
开始讲授新的学习内容的时候，需要首先为学习者
呈现背景知识或引言性资源，使得学习者先回顾
旧知，在此基础上呈现新知，从而更加容易建立联
系，促进有意义学习的发生。另外，教师研修和教
研活动是教师成长的重要环节，教研性的学习资源
的组织需求也非常迫切。

因此，基于上述国内外学习资源间关系元数
据研究和开放网络环境下用户的多样化资源组织需
求，综合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根据学习资源时间、
空间上的逻辑结构和相关教学资源组织理论，将关
系进行了分组和梳理，并考虑实际用户需求，笔者
设计了一种新的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模型，该模
型分为两个大的关系维度：面向结构语义型关系和
面向教学语义型关系，如下页图1所示。

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模型共包含两个大的关
系维度组，集成了30种关系，具体描述如下。

(一)面向结构语义型关系
面向结构语义型关系主要是根据开放网络环境

下的不同用户资源组织需求，从学习资源的时间结
构关系、空间结构关系和内容结构关系定义和描述
学习对象间的结构语义关系，满足用户的结构性的
资源组织需要。面向结构语义型关系共包含9种语
义关系，具体为：

1.时间结构关系：包括是前驱和是后继两种关
系，主要描述学习对象在学习时间上的先后逻辑关
系，与RST中定义的Continues在语义上是相似的。

2.空间结构关系：包括包含、属于和继承3种
空间结构关系，主要描述学习对象间的整体部分隶
属关系，与SCORM中定义的关系isPartOf、hasPart
是相同的，继承关系主要描述学习对象间的父子上
下位关系。

3.内容结构关系：包括等价(相同)、相似、相
关和引用4种内容结构关系。等价关系主要描述学
习对象间在内容上的相同一致性关系，在SC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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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义的关系Isformatof、Hasformat和RST中定义关
系Alternative是用来表达相同意义的，即相同内容
的学习对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学习对象“小
马过河1”和“小马过河2”在内容上是相同的或者
等价的同一个学习内容，但是采用不同的格式，学
习对象“小马过河1”是用文本的方式来呈现的，
学习对象“小马过河2”是用动画方式来呈现的。
相似和相关关系主要描述学习对象在内容结构语
义上的接近程度和相关程度。引用参考和借鉴了
SCORM中定义的关系References、Isreferencesby，
是补充内容结构关系。

(二)面向教学语义型关系
面向教学语义型关系主要参考和借鉴了基于

IDT定义的关系和Lu等研究者验证过的可用关系，
并新增了面向教研组织目标的6种关系，围绕着开
放网络环境下的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教
师自我成长中的“研”三个方面的资源内容组织需
求，为开放网络环境下的不同用户资源组织提供了
21种语义关系。

1. 教学内容关系
教学内容关系主要包括是引言、是定义、是事

实、是理论、是原理、是实验、是实例、是反例、
是证据、是练习、是总结、是评论、是试题、是拓
展和是深化15种关系，用来描述学习对象间围绕着
教学目标在教学资源内容组织方面上的不同类型的
关系。

是引言、是定义、是事实、是理论、是原理、

是实例、是反例、是证据、是总结、是评论这10种
关系主要借鉴了基于IDT定义的关系和Lu等研究者
验证过的可用关系，但是由于Lu等研究者验证过的
可用关系存在语义上的上下位关系(如Explanation、
Demonstration)和相近关系(如Evidence与Proof、
Guideline与Process)，容易造成理解上的语义模
糊，因此对上述关系进行了去除和精简。是拓展和
是深化主要描述学习对象间的学习内容广度和深
度上的语义关系，主要参考借鉴了RST定义的关系
Amplify/Extension和Deepen/Intensification。

是实验、是练习、是试题关系是新增关系，
主要描述学习对象间的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语义关
系，是对基于IDT定义的关系的补充和完善。

2. 教研内容关系
教研内容关系主要包括是教学设计、是教学

课件、是教学反思、是研究报告、是研究论文和
是著作6种关系，主要用来描述学习对象间围绕着
相关教研内容上的不同类型的关系，例如学习对象
《日月潭》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一篇课文，学
习对象“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日月潭》教学课
件”与学习对象《日月潭》之间的关系为“是教学
课件”，而学习对象“《日月潭》教学设计方案” 
与学习对象《日月潭》之间的关系为“是教学设
计”。教研内容关系核心目标是满足教师教研方面
资源的组织需要，更加有利于教师科研资源的组织
和利用。

由于SCORM中定义的关系仅能描述资源间结

学习资源语义
关联关系模型

面向结构语义型关系

面向教学语义型关系

时间结构关系

空间结构关系

内容结构
关系

教学内容
关系

教研内容关系

是前驱

包含

等价

是引言

是原理

是实验

是试题

是教学设计

是研究报告

是教学课件

是研究论文

是教学反思

是著作

是后继

属于

相似

是事实

是例子

是练习

是拓展

继承

相关

是定义

是反例

是评论

是深化

引用

是理论

是证据

是总结

图1  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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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关系，并且比较泛化和粗粒度化，缺乏针对
性，因此只少量借鉴了其推荐的关系；由于基于
RST定义的关系和基于IDT定义的关系中存在着许
多重复定义，因此本研究中定义的关系部分参考和
借鉴了二者共有的关系。另外，本研究也添加了一
些的新的关系，如等价型关系(体现学习对象在学
习内容上的共指性和一致性)、继承关系(体现学习
对象间语义上的上下位关系)，还有教研语义关系
等。由于英文定义在中文环境下会产生意义模糊现
象，因此本研究中定义的关系采用了中文词汇进行
描述，从而使得用户更容易理解关系的真正含义，
降低用户的认知负荷。上述提出的学习资源语义关
联关系模型既吸收和借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又新
增了部分关联关系，并从满足开放网络环境中的用
户实际需求出发对学习对象间关系划分出了区分维
度，使用户更好地理解关联关系的真正语义，加速
关联关系构建的进程。

四、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平台设计与
实现

(一)系统的需求分析
根据人类信息获取的一般规律，与文字相比，

图形能以更加直观和便于理解的方式揭示数据的联
系和本质，人们也更倾向于从图形中获取信息[19]。
因此，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平台的设计目标
是对网络学习平台中的学习资源间关系进行可视化
地组织和利用，针对用户(教师和学生)的实际使用
需求，提供更加直观、更加清晰和更加便捷的学习
资源间关系组织和利用。针对上述目标，本文认为
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平台的功能需求应包含
以下两个方面： 

1.可视化的关系编辑。语义关联关系构建平台
提供可视化的关联关系编辑方式，允许用户利用鼠
标拖动的方式对关系进行编辑，具体包括关系增
加、关系删除与关系修改。

2.可视化的关系结果呈现。语义关联关系构建
平台提供的可视化的关系结果呈现，应能够通过可
视化的方式呈现学习资源间的语义关联结果。

(二)系统的体系架构与功能设计
1. 系统的体系架构设计
学习元平台[20]是以学习元理念为基础设计与开

发的网络学习平台，集成了内容管理系统(CMS)和
学习管理系统(LMS)的功能，支持正式学习和非正
式学习，具体包括学习元、知识群、学习社区、
学习工具、个人空间等五大功能模块。可视化的
语义关联关系构建系统是作为学习元平台的一个子

系统，采用分层架构设计，由上到下分为三层：用
户界面层、可视化关系引擎层和语义关联关系存储
层，平台架构如图2所示。

(1)用户界面层
用户界面层主要面向不同角色的用户提供用户

接口服务：可视化关系编辑窗口和可视化关系展示
窗口。本系统面向的用户角色主要分为两种：教师
和学生。对于教师来说，利用可视化关系编辑窗口
编辑关系，从而建立学习资源间的语义关联；对于
学生来说，利用可视化关系展示窗口可以浏览学习
资源间的多维度的语义关联关系，更好地、更清晰
地认识和学习资源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更有利于知
识的建构和生成。

(2)可视化关系引擎层
可视化关系引擎层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可视化的

关系处理：学习资源节点添加与删除，学习资源间
关系添加、修改与删除，学习资源网络图的动态性
交互与显示，以及语义关联关系数据存储和读取。

(3)语义关联关系存储层
语义关联关系存储层的主要作用是存储学习资

源间的各种关系数据，并为可视化关系引擎层提供
数据存储服务。

2. 系统的功能模块设计
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包括以下两个部分：可视

化关系编辑模块和可视化关系展示模块。
(1)可视化关系编辑模块
可视化关系编辑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可视化

教师 学生

用户界面

可视化关系编辑窗口 可视化关系展示窗口

可视化关系引擎

知识节点添加

知识节点删除

关系添加与修改

关系删除

视图放大缩小

上下左右移动

语义关联关系存储

图2  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平台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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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关联关系编辑，具体包括：知识节点的添加与
删除，节点间关系的添加、修改与删除。在关系定义
上，系统为用户提供预定义的30种语义关联关系，另
外还提供了开放关系的建立，如果系统预定义的关系
不能满足用户关系编辑需求，用户可以输入新的关
系。在关系编辑的资源节点选择上，为用户提供增加
节点功能，并提供学习资源的搜索功能。

(2)可视化关系展示模块
可视化关系展示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可视

化的语义关联关系展示和交互操作。展示方面提供
不同的视图展示形式：树形可视化图和网络可视化
图，并支持节点和关系的隐藏和显示；交互操作主
要具体包括：对可视化图的拖动、放大、缩小、上
移、下移、左移、右移和图的展示窗口的自适应复
原(全景展示)。

(三)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系统实现
考虑到平台的适应性与通用性，既要能满

足电脑端使用需求，又能在移动端、客户端中使
用，因此用户界面层利用HTML5 Canvas技术作为
前端的展示技术。对于用户界面层、可视化关系
引擎层和语义关联关系存储层之间的数据交换采
用标准的JSON格式数据，利用JQuery将用户界面
层数据传递给可视化关系引擎层，同时可视化关
系引擎层利用JQuery将该层数据传递给语义关联
关系存储层进行后台数据存储，这样可以提高系
统开发实现过程中的数据格式转换效率。可视化
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系统是基于学习元平台实现
的，具体实现技术包括：服务器端利用Tomcat作
为Web服务器，Mysql数据库作为语义关联关系存
储层的数据存储，J2EE技术实现后台服务控制处
理，可视化关系引擎层基于开源可视化Vis.js二次
开发实现。

1.关系编辑模块的可视化实现
教师首先在实现的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

系统初始原型界面中点击“开始可视化语义关系编
辑”按钮，然后点击“语义关系添加”按钮，可以
通过鼠标拖动的方式对学习资源间关系进行编辑。
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通过选择合适的关系构建学习
资源间语义关联关系，语义关系分为2组展示：结
构语义型关系和教学语义型关系，如图3所示，学
习资源间语义关联关系动态构建与显示，同时可以
对学习资源间关系进行删除操作。

不同的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使用需求进
行关系选择，例如用户只需要利用结构语义型关系
如相似、相关、等价等组织简单的主题型资源。另
外，如果用户的角色是教师，可以利用教学语义型

关系组织教学内容，例如学习资源“独立样本T检
验实例”是学习资源“独立样本T检验”的实例，
所构建的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原型界面图的可
视化效果如图4所示。从图4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学习
资源间不同的语义关联关系，为学习者提供更加直
观、更加清晰的资源关联关系，可以有效降低学习
者的认知负荷，从而加速知识建构的进程，提升其
学习体验。

另外系统提供了学习资源的查找模块，利用查
找模块便于教师快速查找学习资源，构建学习资源
间关系。

2.关系浏览结果的可视化实现
为了使学生对可视化的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

系有更加直观、清晰地了解，本系统实现了面向学
生角色的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构建结果的可视化
展示。例如，构建的学习资源“教育测量方法”相
关的学习资源间语义关联关系示例图如下页图5所
示，可以很清晰地展示“教育测量方法”相关的学
习资源间丰富的语义关联关系，学生可以从下页图
5中发现资源间的逻辑语义关系。

五、结束语

随着网络学习资源数量飞速增长，如何有效地
进行资源组织以便更好地满足学习者多样化、个性

图3  语义关系添加

图4  构建的学习资源语义关联关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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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学习资源需求已成为网络学习平台中亟需解决
的问题。学习资源自身间动态的、横向多维度的语
义关系构建是资源有效组织和利用的基础和条件，
而可视化语义关联关系构建对于提升用户友好性、
降低其认知负荷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构建的资源
间语义关联关系可为后续学习资源的快速进化和智
能化、个性化资源推荐服务提供语义基础。

利用构建的语义关联关系可以实现资源多维关
系的可视化导航，为学习者全方位展示学习资源间
的多维度的语义联系，使学习者更加清晰地了解资
源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彼此之间形成的知识体系；
在构建的语义关联关系基础上进行机器的智能推理
计算，实现更加精准化、个性化的智能资源推荐服
务；同时，借助已有的语义关联关系对学习资源进
行多维度聚合，使得海量、分散、无序的学习资源
聚合成能满足个性化学习的资源包，从而大大减少
学习者在学习资源检索过程中所花费的搜索时间，
实现提升学习的质量和效果的目的。如何评价Web
可视化的语义关联关系构建平台在学习资源大数据
环境下的有效性，如何利用构建的语义关联关系提
升学习资源的智能化、个性化资源推荐服务效率和
水平等将是后续研究和开发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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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ch seman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learning resources can enhanc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resource reuse, and also help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models such as 
SCORM model,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y and relational model based on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that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objects from only a single dimension and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ual needs of users under the open network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arning resourc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arning resources, 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the structural semantic oriented model and the 
semantic oriented teaching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web visual platform of construction of the semantic relations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learning cell platform. The visual semantic relationships are semantic basis for the rapid evolution and 
intelligent personalized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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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通知：2016年21世纪的混合式学习国际会议

2016年“21世纪的混合式学习国际会议”将于2016
年4月22日-26日在希腊卡瓦拉（Kavala, Greece）举行，
本届会议是“混合式学习国际协会”首次在希腊举办，
秘书处成员分别来自加拿大、沙特阿拉伯、希腊、美
国、塞内加尔、中国和马来西亚。

本次会议是在技术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下，
在混合式学习领域的研究、经验与实践做法等领域，吸
引全球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教师和技术人员投稿，分
享个人或机构在该领域的最新发现与创新。当社会发展
的脚步进入21世纪后，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学习者在日常
生活中随处使用技术，而与此同时，数字化资源随时随
地可以获取。教育和培训工作者在设计混合式学习时需
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本届大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关注设计
混合式学习的最佳范例和指南。实施混合式学习要依赖
于技术，而新技术的出现，也帮助教育培训工作者更好
的实施混合式学习。采用何种技术来实施高质量的混合
式学习？在使用混合式学习方面开展了哪些研究？本届
大会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回答如何在混合式学习中使用技
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探讨混
合式学习未来要扮演何种角色。对于学习者来说，混合
式学习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影响混合
式学习的未来趋势是什么？大学计划如何嵌入混合式学
习？关于混合式学习当前的研究如何能够影响其未来的
实践？这些都将在本次大会中得以深入全面地阐释。

长期以来，企业培训都采用面授的方式，但是随着
数字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各种学习平台的使用及学习内容
的发布方式多样化，混合式学习将在企业培训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

本次大会侧重于深入了解教学法，这是教学实践、
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和教学心理及信条的指南。实践做法
也是大会要讨论的主题，任何关于学习和培训工具以及实
践做法的成功经验均可以成文分享。

大会诚邀各位作者将有关上述主题的、未经发表的
原创作品提交大会论坛，以飨与会者和未来读者。要求
如下：

长篇论文不超过8页、短片论文不超过4页、辅导手
册不超过2页、海报1页、企业展板2页。

会议的重要日期如下：
(1)参会提前注册的最后截止日期：2016年1月10日
(2)长短论文的投稿截止日期：2016年1月10日
(3)辅导手册和企业展板投稿截止日期：2016年1月

10日
(4)录用通知日期：2016年2月1日
(5)照相制版提交日期：2016年2月30日
(6)演讲稿和材料提交日期：2016年3月30日
(7)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4月22日
联系方式：论文提交地址Agnieszka Palalas
 <agaizabella@rogers.com>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