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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然和实然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两个范畴，意
指人们考察事物的两种不同角度， 分别指向事物的
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 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着差距，
通过实践改变实然，使其向着应然发展，这便构成了
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轨迹。 应然的泛在学习技术是
学习技术发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也是人类追求学
习自由的必然产物， 本文尝试从应然的角度来分析
泛在学习技术， 以期对当前实然泛在学习技术的发
展带来启示。

一、泛在学习技术的缘起

泛在 学 习 技 术 的 出 现 缘 于 学 习 型 社 会 对 学 习
者的要求，缘于普适计算思想的提出和普适技术的
逐渐实现，审视人类的学习发展史，可以 看 出 泛 在
学习技术出现的最深刻缘 由 是 人 类 对 学 习 自 由 的
不懈追求。

1. 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学习型社会”（Learning Society）[1]是美国学者罗
伯特·哈钦斯 1968 年在他的著作《学习型社会》中提
出的概念。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题为《学
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书，提出终
身学习的思想，并把“学习型社会”作为未来社会形
态的构想和追求目标。 从此，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
学习型社会的创建活动。

学习型社会的提出是人类学习史上的一场哥白
尼式的革命， 因为学习不再只是少数人获得知识的

专利，不再止于人生的成长期，不再囿于课堂、学校；
学习和教育成为所有社会人的权利和义务， 贯穿一
个人的人生全程，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民
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成为学习型社会的典型特征。

实现学习型社会全员全程、随时随地、按需学习
的理想方式， 必须依赖于 “泛在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简称 UC）技术所构建的学习环境，必须
以超微计算机和无线通讯网络为技术基础， 实现生
态学视野下人机生态系统中一人多机的 “一·多”对
应关系。 祝智庭教授在谈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
影响时就曾预言：“到了 UC 时代， 任何人可以在任
何地方、任何时刻获取所需的任何信息，真正的信息
化社会得以实现， 那时真正的学习型社会也将随之
到来。 ”[2]由此看出，泛在计算技术是学习型社会实现
的必然要求，学习型社会呼唤泛在学习技术的出现。

2. 普适计算的出现
普适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又称泛在计算，

这 一 思 想 最 早 是 1991 年 Mark Weiser 在 Scientific
American 的 “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中
提出的，意指把计算机嵌入到环境或日常工具中去，
将技术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致与生活难以区
分，让计算机本身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让人们注意
力的中心可以回归到要完成的任务本身 [3] 。 从本质
上看，普适计算是以无所不在的、随时随地进行的计
算方式，通过信息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融合 [4]，实现人
性化享受信息服务的理想， 即随时随地按照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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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以自然的方式访问所需的信息。
从研究实践来看， 普适计算旨在摆脱桌面式这

种私有模式的人机交互方式， 从自然界面（Natural
Interfaces）、上 下 文 感 知 应 用（Context-aware）、自 然
捕捉及访问（Automated Capture and Access）三个技
术方向努力，在普适设备、普适网络、系统软件、人机
交互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 实现与真实世界之间
的数据交流和信息服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2000 年的 Pervasive Computing 国际会议、2002
年 IEEE Pervasive Computing 期刊的创刊为普适计算
的研究吹响了号角，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和工业界相
继出现了各种普适计算的研究项目, 国外的如 MIT
的 Oxygen、CMU 的 Aura、IBM 的 DreamSpace、Mi-
crosoft 的 EasyLiving、 欧盟资助的 Disappearing Com-
puter、韩国科技部的 UT 项目，国内如中国科学院计
算所普适计算研究中心（RCPC）、清华大学普适计算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 863 重点项目“普适计算基
础软硬件关键技术及系统”等。 这些关于普适计算的
理论研究和技术实践不仅为泛在学习技术的出现奠
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其实现准备着技术条件。

3. 对学习自由的追求
学习型社会是泛在学习技术出现的社会要求，

普适计算是泛在学习技术出现的技术基础， 从表象
上看泛在学习技术是信息时代的知识爆炸和科技进
步所引起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
本要求，但从泛在学习技术的本质来看，它蕴含着人
类对自由、对学习自由的理想追求。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自由表现在学习领域
就是学习自由，学习自由也是学习者的永恒追求。 哲
学视野下学习自由是学习时所通达的真善美境界，
政治学视野下学习自由是拥有学习的权利， 社会学
视野下学习自由是人际的互动和促进， 心理学视野
下学习自由是学习者潜能的充分发挥。 无论选择何
种视野， 学习自由最终都将以最自由的形式表现出
来，那就是学习者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意
的方式进行学习。 学习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和技
术环境的支持， 泛在学习技术是人类追求学习自由
的必然选择。

二、泛在学习技术的内涵和特性

1. 泛在学习技术的内涵
从学理上分析， 泛在学习技术是支持学习者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利用任何终端对感兴趣的任何
内容以自然交互方式进行学习的技术。 它具体包括
了四个方面的技术：泛在学习设备、泛在学习网络、
学习系统软件、自然人机交互。

（1）泛在学习设备
泛在设备是指能够显示、 存储、 感知的智能终

端，包括信息访问终端、感知设备和用于感知物理对
象和环境状态的设备、智能物体等，当这些智能终端
运用于学习情境时它们就成为泛在学习设备。 信息
访 问 终 端 如 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智 能 手
机 （Smart Phone）、 数码学习机、 网络计算机、MP4
等； 感知设备一方面包括了用于标识对象身份的设
备，如射频标签 RFID，另一方面还包括了用于感知
物理对象和环境状态的设备， 如传感器、 智能控制
器、照相机、摄像机等；智能物体是指通过将计算和
通信能力嵌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体中，如家具、
家电、咖啡杯等，将其变为智能物体，从而实现计算
机对这类设备的感知和控制， 建立物理世界与虚拟
世界联系的桥梁。

（2） 泛在学习网络
泛在网络支持异构环 境 和 多 种 设 备 的 自 动 互

连，对环境的动态变化具有自适应性，提供无处不在
的通信服务。 泛在网络将所有智能终端联接在一起，
泛在网络环境中包括了各种无线网络、互联网、电话
网、电视网等，还包括 RFID 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GPS (Global Posi-
tioning System)网络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网络。 泛在网
络被用作学习活动的平台时就成为泛在学习网络。

（3） 学习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是实现泛在学习的应用系统的软件支

撑系统， 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对普适计算中大量的联
网的设备、物体、计算实体进行管理，为它们之间的
数据交换、消息交互、服务发现、任务协调、任务迁移
等等提供系统级的支持。 支持泛在学习的系统软件
主要通过物理绑定、自发的互操作来实现。

（4） 自然人机交互
与桌面式通过屏幕、鼠标、键盘、表单、滚动轮结

合的显性交互方式不同， 泛在学习技术多采用隐式
和多模式的自然人机交互方式。 多模式是指泛在学
习技术所追求的通过语音、手写、姿势甚至情感等实
现与泛在设备之间的多感官通道的直接信息交流，
而不再需要依赖机器语言； 隐式是指泛在学习技术
追求将技术融入人类学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使用
平视智能显示（Heads-Up Display）实现对于学习信
息的触手可及， 同时将我们身体定位成泛在计算空
间中的一个“节点”，用身体本然的运动与声音这种
最理想、最自然的方式来实现人机交互。

现在， 自然人机交互不再是科幻电影中才有的
情节，它已开始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例如微软即将推
出的 Natal 项目，透过一个集成了各种感应组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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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摄像头、深度传感器、多点阵列麦克风以及一个可
处理专用软件的处理器）的装置，用户可以用头、手、
足、躯干来控制游戏中的角色，从而更酣畅地以自然
的方式投身于虚拟世界。 再如，AirStrip 公司开发的
一款电子产品， 可以在 iPhone 上实现医学测试功
能，这种产品可附着于人体，将其血压、心跳、脉搏、
体温等健康信息和病人在医院的活动发送到医生或
护士的智能手机上，以实现对病人的远程监控。

2. 泛在学习技术的特性
泛在学习技术体现了人类对学习自由、 技术人

性化的追求，从其概念的属性分析，至少可以以“技
术性”“学习性”“泛在性” 这三个关键词来阐释泛在
学习技术的特性， 促进我们对泛在学习技术的深入
理解。

（1） 技术性
技术性是技术的本质属性，是“非自然性”或“人

为性”，是技术作用的印迹。 泛在学习技术首先是一
种技术，必然具有技术的一般属性，这意味着它是技
术产品、技术方法、技术实践的综合体，具有一般技
术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自然属性来看，
泛在学习技术蕴含着技术设计的理念， 遵守着技术
实现的规范，遵循着技术发展的规律，发挥着技术作
为人与世界联系的中介作用；从社会属性来看，人设
计了技术，技术反作用于人，一方面，技术的设计和
应用服务于人类的目的， 必然会受到人类自身诸多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技术本身的应用又会
对社会、对人类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信息技术环境下， 学习方式的发展遵循着数字
化学习→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的轨迹前进。 然而泛
在学习离不开泛在学习技术的支持， 正是普适计算
技术的出现、 通信技术的支撑为正式学习和非正式
学习的泛在化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推动了泛在
学习的发展。 泛在学习技术的技术性体现为学习者
与周围物体之间泛在学习网络的建构， 体现为学习
者对泛在学习资源的利用， 体现为学习者与学习内
容之间的自然交互， 体现为学习者随时随地的按需
学习方式，更体现为对人类学习自由的追求，对人类
利用身体自然能力进行学习的人性回归。

（2） 学习性
与其他技术不同， 泛在学习技术还具有学习性

和泛在性的特征。因为技术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应
用于学习领域、 学习者的按需学习是泛在学习技术
的显性特征。服务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这既是泛在
学习技术服务的目标，也是泛在学习技术的灵魂。

泛在学习技术应用于学习领域， 对学习活动产
生着革命性的变革。从学习活动涉及的学习者、学习

内容、学习工具、学习方式等几个要素来看，首先，泛
在学习技术应能促进学习者的思维， 改善和促进学
习者知能的建构；其次，泛在学习技术应能为学习者
提供便捷丰富的、触手可得的、以自然方式呈现的学
习资源；再次，泛在学习技术应成为联系学习者和学
习内容的工具， 促进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获取、加
工、表达；泛在学习技术应能促进学习者与他人（包
括教者、专家、学伴、家人、学习资源提供者等）的人
际交流与沟通；最后，泛在学习技术革新了学习必须
有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固定内容的传统学习方式，
以随时随地任意按需的方式进行， 极大改变了人们
的学习观念和学习习惯。

（3） 泛在性
泛在学习技术的泛在性特征包括了两个方面：

学习的泛在性和技术的泛在性，前者是人文的，后者
是技术的，两者结合，互动影响。具体来说，学习的泛
在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5]：泛在的学习行为、泛在的学
习接口、泛在学习支持服务。泛在的学习行为是指学
习活动的发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泛在的学习接口
是指学习者可以通过多种通道、 多种方式与生活空
间中的人、 物体和设备进行交互， 获取泛在学习资
源； 泛在学习支持服务是指学习者可通过感知技术
和分析推理方法获得全方位的学习支持。

技术的泛在性体现在泛在的学习设备、 泛在学
习网络、泛在学习环境等方面。理想的泛在学习技术
能使所有的人和物都成为学习设备， 并将所有的人
和物都连通起来，从而营造出一种泛在的学习环境。
泛在学习环境中计算机广泛存在但却是不可见的 [6]，
学习者可以通过自己感官的感受、大脑的思维、身体
动作的表达来实现学习的目标，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而没有“人工创造物”的痕迹，一切仿佛是透明的、无
形的，但又是真实存在的。

日本的泛在网络社会 U-Japan 中则赋予泛在性
更深刻的内涵[7]：Ubiquitous（泛在） ———联结所有的
人和物；Universal （普适）———人和人之间的心灵接
触；User-oriented （面向用户）———融 合 用 户 观 点；
Unique（独创）———激发个性和活力。 这些阐释理所
当然也应成为泛在学习技术今后努力的方向。

三、泛在学习技术的研究路径

将泛在、学习、技术作为三个独立的概念来看待，
将三者的关系建构起来如下页图所示，由图可以看出，
对泛在学习技术进行研究其实有三个切入路径。

1. 泛在+学习圮技术
路径之一是从泛在学习出发， 支持泛在学习的

技术就是泛在学习技术。如图中①所标注，泛在与学

14



2010．11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 286 期 理 论 与 争 鸣

习相互作用形成“泛在学习”，泛在学习的主要诉求
是“无所不在”，强调在适时、适地，提供适合的学习
资源 [8]。 泛在学习的主要特征包括：永久性、易获取
性、即时性、交互性、教学活动的真实性、适应性、协
作性[9]。 因此，从本质上看，泛在学习是以人为中心，
以学习任务为焦点的学习 [10]。 泛在学习需要技术工
具的支持，特别是泛在计算、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为
泛在学习技术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2. 学习+技术圮泛在
路径之二是从学习技术出发， 在学习技术中具

有泛在性的那些技术则成为泛在学习技术。 如上图
中②标注，学习与技术相互作用形成“学习技术”，学
习技术是联系学习者与学习内容的中介， 从人类学
习发展的历史来看， 学习技术有着极为丰富的表现
形式。 从人类早期的肢体动作、语言、文字、书籍，到
近现代的幻灯、录音、影视、录像，再到当代的计算
机、网络，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会引起学习技术的
进步与发展。 然而，考察学习技术的发展轨迹，你会
发现人类早期肢体动作、 语言等学习技术却是附有
着泛在特征的雏形，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这种泛在
特征反而被“祛魅”了，然而人类对学习自由的追求
是一如既往的， 所以对学习泛在性的需求成为当今
学习方式变革的主要趋势之一。 学习的泛在性对学
习技术也提出了泛在要求， 这便是泛在学习技术出
现的必要性。

3. 泛在+技术圮学习
路径之三是从泛在技术出发， 泛在技术与学习

相互影响则构成了泛在学习技术。 如图 1 中③标注，
泛在与技术相互作用形成“泛在技术”，泛在技术在
物与物、物与人、物人和场所之间建立起无所不在的
通信网络，也有人称之为“物联网”，它可以广泛应用
于游戏、制造业、交通运输、金融、医疗等诸多行业。
鉴于泛在技术的广泛影响， 其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将
是不可避免的。泛在技术与学习相互作用，在泛在技
术被学习者用来改善和促进学习同时， 它也会受到
学习者、学习方式、原有学习技术的影响，从而具有
了学习的特性，泛在学习技术便应运而生了，这也是
泛在学习技术出现的现实性。

四、泛在学习技术的价值

1. 有利于建立教育信息生态
从技术的本质来看， 不同的技术其实质是建构

了人、技术与世界之间不同的信息生态。教育信息生
态指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下，由信息人、教育实践和技
术化的环境构成的一个自组织、自我进化的系统，信
息人与技术化环境之间以教育实践活动为纽带，以
信息技术为手段促进信息资源的传输、交流、反馈和
循环， 以最优化地实现系统价值而形成的一种均衡
化的运动系统， 处于均衡状态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
拥有最优的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和最大 的 系 统 价
值———也就是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11]。 泛在
学习技术建构的泛在学习环境将使学习活动不再局
限于技术的运用与操作，人、信息、学习实践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重视， 人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和谐生态关
系也将渐进地得以实现。

2. 有利于克服人和技术的异化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在 学 习 领 域 的 应 用 愈 加 广

泛， 学习者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和热衷程度也愈发加
强，在技术的华丽工具和强大魔力的吸引下，他们开
始无视思想、艺术、情感等人性化的内容，并且离开
了电子设备就难以工作、 学习和生活， 成为纯粹的

“技术人”和“操作狂”，这既是人的异化，也是技术价
值的异化。 泛在学习技术的出现使得学习者可以随
时随地都有机会学习和使用技术， 技术不再成为学
习者体现价值的资本， 对于技术本身的关注不再是
学习者的主要目标， 如何运用技术开展学习和学习
内容本身才是学习者关注的焦点。 学习者关注的中
心回归到学习活动、 学习内容本身有利于克服人和
技术的异化。

3. 有利于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
在目前的网络教育中，学习者通常需要先掌握网

络学习工具和相关的技术知识，这无形中增加了学习
者的认知负担，将原本不是学习任务的技术知识作为
学习者获得知识的基础，而且对于技术的操作能力还
成为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泛在学习技术降
低了学习的技术门槛， 只要你拥有正常的感觉器官，
正常的运动机能，正常的情感表达，你就可以运用泛
在学习技术来进行学习。 支持知识的泛在学习技术从
学习者的视线中走到了幕后，以隐性的、透明的、人性
的方式为学习活动提供支持，获取知识的方式对学习
者来说已无足轻重，学习者所要关注的就是知识本身
价值和自身能力的提升，并以简单易用、方便快捷、合
理有序的方式获得学习资源，进行知能建构，这充分
体现了以学习者、学习活动为中心。

15



总第 286 期 中国电化教育 2010．11理 论 与 争 鸣

4. 有利于实现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
泛在学习技术为学习者提供了随时随地随意的

学习环境， 学习者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学
习需求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规划， 制定合适的学习进
度、确定合适的学习内容、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以
自己喜欢的学习方式，取得自己想要的学习结果，这
是一种理想的自主学习。 泛在学习技术为学习者提
供展现活力和个性的舞台， 成为实现学习自由的技
术平台，更体现了信息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

五、结束语

泛在学习技术的研究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
应然的泛在学习技术为人们的学习设计了一个理想
的人本环境， 这已成为众多理论研究者和技术实践
者不懈追求的目标。随着泛在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借
助泛在技术的发展，人类泛在学习的追求、学习自由
的理想必将从应然变成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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