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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手机的移动学习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手机报、手机阅读等业务的涌现及发展成熟，并从

较为经济的角度考虑，提出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的研究，进而为成人学习者存在的“工学矛盾”的

解决提供参考。本文在综合考虑诸如在职学习者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进行移动教学的

模型;通过行动研究，总结出授课信息短信、同步教学微博短信以及移动课堂播报信息的设计思路，并通过问卷调

查法验证了教学效果。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进行的移动教学，可以让异地学习者及时准确

的掌握授课信息;帮助学习者梳理授课内容的知识脉络; 方便了学习者对所学知识及时归纳总结。更深层次讲，基

于手机短信互动平台的移动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成人学习者的“工学矛盾”，同时还可以作为在校学生的一

种辅助学习手段，并拓展了异地师生互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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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动教学即将成为未来学习的重要方式

伴随着 3G手机的推出，以及三网合一步伐的加快，手机
的应用领域和使用范围越来越宽泛。在教育领域，从师生之
间、生生之间的语音通话、短信互动，到图书馆信息管理，“家
校通”服务等，利用手机辅助教学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前沿
研究。随着手机播报、手机阅读服务的正式开通，3G 视频通
话业务的广泛开展，手机辅助教学逐步从研究走向实践，从
理论走向应用，其应用前景是毋庸置疑的。

成人在职学习者的比例越来越高，势必存在“工学矛
盾”。随着终身学习理论的深入影响，以及知识重要性在当
今社会的凸显，成人学习者的比例在不断的增加。而成人学
习者学习性质、工作条件和生活地域均不相同，存在工作与
学习在时间、地点上不可调和的工、学的不一致性。随着时
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成人学习者既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到学
校参与老师面对面的班级授课，也不能在旅途中利用网络视
频会议系统进行异地同步学习。因此，研究如何利用随身携
带的手机终端通讯工具，开展泛在学习方面的研究，对缓解
成人学习者的“工学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手机功能和手机业务服务越来越有利于教育教学。在
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手机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其功能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手机在教学方面的应用也有了
实质性的进展。手机不仅具有通话和收发短信的基本功能，
还具有接收彩信、拍照、录像、MP3、记事本等功能，这些功能
已经为手机应用于教学创造了听、说、读、写的基本环境。伴
随手机上网功能的扩展及 3G 通讯技术的正式开通，通信运
营商联合软件开发商推出手机报、手机视频、手机电视以及
手机阅读等业务，这些新业务如果应用在教育、教学中，将使
学习者的学习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学习资源的获取更加便利
快捷。本研究利用已经开通的手机播报等新功能，将教学内
容制作成集文字、图形、图片、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彩信，以
手机播报的形式发送给异地学习者，让异地学习者随时随地
利用手机终端实现异地同步互动教学，是信息时代微播教学
的一次尝试。

手机终端用户的普及及利用手机学习逐渐成为共识。
网络教育日益壮大，并非技术本身具备完全吻合教学特性，
而是技术比较普遍地被大众拥有。［1］据工信部发布数据显
示，2010 年 1 － 5 月份，移动电话用户累计增长 4853． 1 万户，
达到 7． 96 亿户，每 100 人拥有移动电话约 57 部。这些数据
表明，手机终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由于手机应用技
术门槛较低，因此基于手机的移动教学这种方式更容易推广
应用。另有调查显示，网络在线阅读和手机阅读是两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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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阅读方式，截止 2009 年底，分别有 16． 7%的国民通过
网络在线阅读，14． 9%的国民接触过手机阅读。在有手机阅
读行为的人群中，有近六成( 58． 7% ) 的人阅读过手机报。这
说明越来越多的手机用户已经将手机看成是学习的工具之
一。因此，开展通过手机播报的形式实现移动教学方面的实
验研究，具备应用前景。

二、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模型
构建

( 一) 研究目的意义
针对研究生( 在职研究生，如教育硕士) 课堂教学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授课教师因临时学术会议、学术交流等因素，需
要及时有效的向学生发布上课变更通知;少数在校全日制研
究生因各自导师的科研项目、临时病事假等因素而不能按时
上课;在职研究生因工作原因导致他们既不能随堂听课也不
能参加网络视频同步学习; 教师授课信息量大，学习者不能
很好的把握重难点; 因多种原因导致学习者课后不能及时对
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总结等。综合考虑到手机用户的普及性、
手机短信的经济性和利用手机终端学习的泛在性，提出“利
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的实验研究。研究的目
的在于挖掘手机短信互动平台的教学功能，探讨最优的手机
短信教学设计，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进而在诸如在职教育、
企业培训、农村青少年流动人员等非正式教育中推广利用手
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的应用价值，并基于当前技术
的快速发展形势，预测手机教学的应用前景。

( 二) 移动教学模型构建
为了方便教师与异地学习者课前随时就授课内容进行

沟通，以及教师及时发布上课变更通知，提出利用手机短信
互动平台发布授课信息短信的解决方案; 为了使不能参加面
对面班级授课也不能参加异地同步视频互动教学的学习者
同步了解授课内容及教学进程，提出在上课过程中利用手机
短信互动平台同步发布教学内容微播的解决方案; 为了帮助
所有学习者课后及时复习，抓住教学的重难点，提出课后利
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向学习者发送移动课堂播报解决方案。
其整个教学模型如图 1。

图 1 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方案模型
( 三) 对模型的解释
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进行移动教学是教师借助手机

短信互动平台，学习者借助手机终端就教学信息展开互动交

流的认知活动。基于手机的便携性及交互的灵活性，教师与
学习者之间可以进行随时随地的互动交流。在教师终端，教
师通过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向学习者发送教学信息，同时教师
通过浏览手机短信互动平台了解学习者就教学信息的反馈，
并根据反馈信息情况，作出个别或群体性回复。在学习者终
端，学习者通过手机终端接收教学信息及教师的答疑回复，
同时将要反馈的信息以短信或彩信的形式发送到手机短信
互动平台。模型中的教师可以是授课教师本人，也可以由授
课教师和教学助理共同组成。模型中的学习者，可以是参与
面对面班级授课的学习者，也可以是利用网络同步视频互动
教学的学习者，也包括既不能到教室参加面对面授课也不能
参与网络同步视频互动教学的移动学习者。教学信息由三
部分组成: 课前由教师向全部学习者发送的授课信息; 上课
过程中由教师或教学助理向移动学习者发送的同步教学微
播; 课后向全部学习者发布的移动课堂播报。相应的，学习
者反馈信息也就包括课前的请假及信息咨询、同步教学质疑
和课后内容质疑及评价三部分组成。

三、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实验

基于“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的模型构
想，我们借助移动公司的手机短信互动平台，针对《教育技术
理论发展研究》研究生课程，进行了教学实践。手机短信互
动平台的主要功能为短信、彩信的编辑及收发，同时还具有
信息发送及反馈记录功能。

( 一) 手机短信互动教学信息设计
1．授课信息短信设计
发送授课信息短信的目的主要是让学习者课前了解讲

授的内容、上课时间、地点及相关资源下载位置，同时提醒不
能上课的学习者进行短信请假。综上考虑，我们设计了授课
信息短信模板，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实例如图 2。考虑到一条
短信字数限制在 70 字以内，而上课组织形式不尽相同，模板
中的各要素没有必要一一呈现。由于每次授课主题不同、学
习者课前预习意识需要增强，方便教师课前要做出正确的教
学安排，因此主题、资源下载以及请假提醒语三要素在授课
信息中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诸如体现人文关怀的手机符号
语言也应灵活应用，它可以缓和因字数限制造成的语言表述
生硬问题。其他要素则要根据具体的上课组织形式及是否
存在信息冗余来判断其有无，例如，若上课时间、地点、主讲
人是固定的，则它们在授课信息中是冗余的。

图 2 授课信息短信模板设计及实例
2．同步教学微播信息设计
同步教学微播短信是课堂授课信息的浓缩，是伴随课堂

进程将正在讲授的主要内容传递给异地学习者。它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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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互动平台的短信功能发送的，字数限制在 70 字以
内，大多数课程都可以通过只言片语将每节课( 45 分钟) 的
授课内容概括为 4 － 7 条短信，所以适合采用同步教学微播
进行移动教学的课程类型是非常广泛的。通过 18 节课共 90
条同步教学微播短信编辑的行动研究，总结出同步教学微播
编辑思路，下面依据表 1 实例具体说明: 第 1 条短信要从整
体上概括授课内容，其作用为告知学习者开始上课，并使他

们对授课内容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依据同步教师的授课进
度，将较为系统性的知识块编辑成一条短信，实例中包括三
个较为系统知识块，即编辑了编号为 2、3、4 的短信;另外，教
师依据教学经验，针对学习者较为不熟悉的术语、概念也制
作成同步教学微播短信，在实例中，因学习者对移动学习的
概念较为熟悉，所以未对移动学习的定义进行同步教学微
播。

表 1 “移动教学模式初探”专题同步教学微播设计及实例
编号 教学设计 第一条教学微播实例

1 本讲就移动学习的定义与范畴、理论基础及技术支撑进行探讨，从三个维度分析移动学习的教学模
式，最后给出案例分析和展望。

2 介绍移动学习的定义，并指出其理论基础: 非正式学习、情境认知、泛在学习，对 WAP、蓝牙、GPRS 及
UMTS等技术简要介绍。

3 从知识传递 －情境认知、个人学习 －协作学习、正式学习 －非正式学习三个不同的维度来阐述移动学
习的多种应用模式。

4 分析参与模拟的体验式学习 Savannah案例，并就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简要探讨。

3．移动课堂播报信息设计
相当成熟的手机报业务为移动课堂播报提供了一套完

整的编辑模式，但是基于移动课堂播报的教学性特点，其编
辑一定要以教学理论为指导。在《教育技术理论发展研究》
教学实践中，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最终确定移动课堂播报各
模块及主要内容如表 2。其中“教师点评”、“每周课堂”为移
动课堂播报的两个特色模块。“教师点评”使移动课堂播报
融入了课堂气氛，拉近了教师与学习者的距离，学习者通过
了解教师对各小组汇报主题的评价，可以借鉴汇报中的优
点，避免犯类似的错误。该模块不是固定的，要根据具体的
上课组织形式作相应的调整，例如，由教师讲授的专题，无需

“教师点评”，可以把此模块替换为学生的“热点讨论”。内
容可以灵活选择的“每周课堂”不仅可以对学习者进行情感
上教育，还可以向学习者介绍本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进而
培养学习者对前沿研究的敏感度。在教学性的基础上，为了
使移动课堂播报表现形式的生动性和多样性，建议在每期移
动课堂播报中插入与主题相关的 1—2 幅图片。编辑时应注
意的事项: 一是由于手机屏幕较小，每帧字数太多会造成学
习者阅读障碍，建议每帧的字数不超过 400 字为宜; 二是移
动课堂播报每一模块的内容应该显示为单独一帧或两帧，这
样便于学习者对播报内容进行选择性的学习。

表 2 移动课堂播报组成模块设计及实例

模块名称 主要内容 “导读”模块实例
导读 对授课主题进行简要概括或导入授课主题中“点睛”知识
目录 授课主题的知识结构，或者说授课主题的组成框架

内容学习 授课内容的详细介绍，“目录”中的每一条目编辑成一帧
拓展阅读 与主题相关的参考资源，主要是一些参考文献的名字或相关网址
教师点评 教师对各组汇报主题的评价
每周课堂 内容选择较灵活，可以是哲理性的观点，或是专业领域较前沿的动态新闻等

( 二) 手机短信互动教学信息发布与反馈
基于手机短信时效性的考虑，在教学实践中，主要对手

机教学信息的发布时间、发布次数及学习者反馈时间进行了
界定( 见表 3) 。在设置为提前 3 天、2 天、1 天及半天的发送
授课信息短信的对照试验中，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反馈记录显
示，在提前 1—2 天发送的情况下，请假人数和不能到教室上
课也不能参加同步视频教学的人数基本上是一致的。通过
访谈得知，学习者一般提前两天确定自己行程计划，能够准
确的确定是否有时间到教室上课或参与同步视频学习，或调
整工作与学习的冲突; 学习者还表示提前两天发送授课信息
短信为他们留出更充裕的预习时间，所以我们认为提前 2 天
发送授课信息短信为最佳时间。另外，在课前 3 小时左右再
次发送授课信息短信也是非常必要的。其原因是，一方面提
醒需要请假的或计划发生变化的学习者及时回复短信，以便
于教师为他们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案; 另一方面，给予忘记上

课或相关上课信息的学习者以支持辅助。对于授课信息短
信的反馈内容主要是需要请假的学习者回复的请假原因，另
外，学习者可以在上课之前的任何时间按进行授课信息的咨
询。

从理论上来讲，每条同步教学微播短信的发送时间应该
严格配合教师的讲授进度。也就是说，教师开始讲授某知识
点时，相应的同步教学微博也要发送出去。由于一些诸如编
辑需花费时间的原因，在实验过程中同步教学微博短信发出
的时间出现偏差，另外在没有教学助理的情况下，教师利用
手机短信平台的预发送功能预设的同步教学微播发送时间
与教师的授课是有偏差的。针对发送时间存在偏差对教学
效果的影响的访谈中，大多数学习者表示，他们最为关注的
是同步教学微播短信的内容，至于同步教学微播发送的时间
给他们的是一种课堂上的气氛，只要发送时间的偏差不是太
大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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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学信息发布时间及次数

教师 学习者
教学信息 发送时间 发送次数 /每条 反馈信息 反馈时间
授课信息 提前 2 天及 3 小时 2 请假、咨询等 课前

同步教学微播 同步授课进度，允许稍有偏差 1 同步教学质疑 同步 /课后
移动课堂播报 上课结束后当天 1 教学质疑及评价 接收后的任何时间

移动课堂播报的作用是帮助学习者课后及时对授课重
难点进行归纳，及督促学习者进行及时的复习，所以移动课
堂播报应该在上课结束当天发出。另外，通过访谈，了解到
大多数学习者晚上休息时有关机的习惯，为避免因关机造成
移动课堂播报发送失败，发送的最佳时间应该在当天 21: 00
之前。学习者对移动课堂播报的反馈形式有两种:短信或彩
信。由于彩信花费较高，并且没有包月业务，学习者可以以
短信的形式就教学内容质疑; 若学习者的问题较多，短信费
用超过彩信时，建议以彩信的形式将问题集中反馈。

在教学实践中，还尝试了将学习者提出的相对集中的、
有价值的问题以及教师的答疑进行汇总，并以彩信的形式发
送给学习者，为了学习者对授课内容进行深入学习、有充裕
的时间参与质疑以及下次上课前进行旧知识的复习，问题汇
总的发送时间应该为下次上课的前一天。

( 三) 手机短信互动教学效果及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
教学的效果。问卷设置了 4 个问题，每个问题设置完全同意
( 5 分) 、同意( 4 分) 、基本同意( 3 分) 、不同意( 2 分) 、完全不
同意( 1 分) ，调查对象为手机号码为中国移动，且选修《教育
技术理论发展研究》课程的 2009 级研究生( 本手机短信互动
平台为移动公司通用短信平台，目前只能针对移动用户使
用。选修本门课程研究生为 79 人，实际拥有中国移动号码
者为 53 人) 。在实验研究的情况下，手机教学的部分对象是
有组织安排的，而不是真正的移动学习者，他们还不能真正
体验到异地手机教学的作用和价值。尽管如此，4 个问题的
统计结果均超过 3 分( 见表 4) ，这说明学习者对利用手机短
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预计在推
广应用中，学习者对 4 个问题的评价，要远远高于目前的统
计结果。

表 4 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效果调查结果

评价内容 得分
通过授课信息短信，可以及时准确的掌握授课信息( 如授课内容、地点、时间变更等) 4． 12
移动学习者通过同步教学微播，可以及时了解授课大致内容及教学进程 3． 62
移动课堂播报帮助学习者梳理了本次授课内容的知识脉络，增强了学习者的学习自信心 3． 54
移动课堂播报帮助学习者整理了本次授课所讲知识的重点、难点、方便了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归纳总结 3． 75

另外，本次实验结束后，通过访谈了解到，利用手机短信
互动教学平台实现移动教学还具有其它潜在的教学效果，
如: 发布的授课信息短信不仅可以传递授课信息，它还具有
督促学习者课前做好工作与学习的计划以及课前预习，授课
信息的反馈则有助于教师准确合理的为学习者安排合适的
学习方式;同步教学微播在传递授课内容及进程信息的同
时，还可以激发学习者联系以前学习的相关知识，以及激发
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心，进而激发了他们课后继续学习的意
向;移动课堂播报不仅为移动学习者提供了一条学习知识的
新途径，它还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自信心，这里的自信心主要
是指移动学习者通过对移动课堂播报内容的学习不会感到
与其他学习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另外，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的另一个评价维
度是师生之间的互动性。手机短信互动平台的反馈记录显
示，授课信息反馈者主要是请假者，结合课堂考勤记录，二者
的人数基本上是吻合的，这说明教师与学习者之间已经实现
了很好的课前互动。同步教学微播的反馈率不高，其反馈者
主要是是不能到教室上课也不能参加同步视频教学的学习
者，这说明准实验环境对反馈率有一定的影响，即被安排实
验的学习者缺少互动的意识。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学习者还
不习惯该种教学方式下的学习，同时，要对短小精悍的微播
提出质疑，对于没有任何相关主题知识的学习者来说存在一

定难度。移动课堂播报的反馈率也不高，除了具有上述类似
的原因外，因课后的互动交流不受时间限制，学习者可以通
过 QQ、网络资源的留言板进行互动。

( 四) 手机短信互动教学信息成本核算
由表 5 可知，教师每节课( 45 分钟) 向每位移动学习者

发送教学信息的成本费用为 1． 1 元，由于不向固定学习者发
送同步教学微播，所以每节课向每位固定学习者发送教学信
息的成本费用为 0． 7 元。在研究生课程教学实践中，其实验
对象共 53 名，一节课平均有 4—6 名移动学习者，其余均为
固定学习者，所以成本费用为 0． 7 元的居多; 学习者反馈一
条短信只需花费 0． 1 元，另外只要花 3 元的 GPRS 的包月流
量费，就可以接收移动课堂播报，每个月学习者用在手机教
学上的花费大约为 3 － 5 元。通过访谈了解到，大多数学习
者已具备手机短信包月及流量包月业务，而不必专门为手机
短信教学开通上述业务，同时他们还表示能够接受用在手机
短信学习上的花费。从移动学习者角度考虑，相对于花费在
旅途、餐饮、住宿及上网的费用，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进行
教学的费用是可以承受的。

表 5 向移动学习者发送教学信息的成本(元 /人 /每节课)

发布条数 发布次数 单价( 元 /每条) 总计( 元)
授课信息 1 2 0．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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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教学微播 4 1 0． 1 0． 4
移动课堂播报 1 1 0． 5 0． 5
总成本( 元) 1． 1

四、研究结论及前景展望

通过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实现移动教学的实验研究，
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一是完全可以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进行移动教学。
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进行移动教学实现了教学中课前师
生之间的沟通及学习者课前预习、课中教学内容的传递及学
习信息的反馈，以及课后的教学辅导答疑三个完整的教学过
程。它不仅仅解决了研究生课堂中存在的教学问题，成为校
园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它还将为企业培训拓宽渠道和内
容。例如，针对农村流动人员的培训，不再仅仅是职业技能
的培训，而且还可以通过该方式对农村流动人员的职业道
德、日常生活和求职方法进行培训。

二是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进行的移动教学充分体现
了手机微播强大的信息发布功能。课前发布的授课信息短
息对学习者起到了提醒作用，尤其对地域及工作行业分散的
学习者的作用更为明显。上课过程中发布的同步教学微播
不仅帮助学习者了解了授课的大致内容，而且还为学习者创
造了一种课堂气氛，同时它还解决了一直存在的学习者因故
不能同步上课的难题。课后移动课堂播报不仅使异地学习
者进一步详细的学习授课内容，推送式的播报还促使学习者
对知识进行及时的归纳总结。相对于 QQ、MSN、E － mail 等
通讯软件，手机短信更为不受环境的限制，可以直接及时有
效地传递教学信息。同时，推送式的信息发布使学习者增强
了学习的自觉性及获取信息的便捷性。

三是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进行的移动教学增加了异

地师生互动的途径及特色。首先，手机短信不再仅仅聊天通
信的媒介，它是教学信息及反馈信息的载体; 其次，相对于
QQ、MSN等通讯软件，基于手机短信互动平台的师生之间交
流沟通更为不受环境的限制，进而更为直接及时。另外，相
对于传统教学，课前师生之间的互动在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
台的教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综上所述，利用手机短信互动平台进行的移动教学正在
引起教学方式的变革。同时，伴随 3G 技术的日益成熟及三
网合一步伐的加快，手机视频、手机电视成为人们生活与学
习信息获取的重要途径之一，云计算技术的兴起，将使手机
终端的的处理负担大大降低，甚至使手机终端简化成一个单
纯的输入输出设备，并能按需享受“云”的强大的计算处理能
力。同时结合手机自身便于携带及随时随地交互的特点，手
机将成为泛在学习环境或平台与学习者之间最为有效的沟
通工具之一，手机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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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Using SMS Interactive Platform into Mobile Teaching

LIU Li － jun，XIONG Cai － ping，LIN Li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China)

Abstract: Mobile phone － based learning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 concern． With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 reported and mobile phone reader，thinking from the view of economical to put forward using SMS mobile teaching interactive re-
search platform，and then for the existence of adult learners，" Engineering contradiction " to provide reference solutions ． Using SMS
mobile interactive platform for teaching could make remote learners grasp information accurate and timely; help learners to sort out the
contents of the knowledge of teaching context; and facilitate the learners summariz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a timely manner．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n aid to students in learning tools，and develop ways of teacher － student interac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Key words:Widely learning; Mobile education; Remote teach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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