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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我国移动学习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时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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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学习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正成为一个多学科参与、多领域交叉、多主题综合的研究区域，也逐

渐成为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的核心研究课题。目前我国移动学习研究正处于反思发展阶段，以理论研究为主，整体

趋于以研究领域内某一分支进行深入剖析和扩展的“树形拓展”研究模式。相较于国际范围内以实践研究为主、趋

于“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的“环状循环”研究模式，我国移动学习应加强多领域合作，将研究重心从“技

术”回归到“学习”上，通过应用研究、实践研究，落实移动学习效果。未来二十年，我国移动学习发展将经历基

础环境建设、知识体系化建设和学习服务建设三个迭代循环的阶段，应发挥移动学习在不同领域内的优势，开发有

效促进移动学习的工具应用，拓宽理论视域，开展移动学习活动、策略及评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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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新 媒 体 联 盟 （New Media Consortium，
NMC）发布的《2012 年地平线报告》指出，未来
一年甚至更短时间内，移动应用程序和平板电脑在
教育中的应用将成为主流，未来五年关注的主题在
于：如何使上下文感知、射频识别、增强现实等新
技术更好服务于移动学习，从而为学习者无缝地创
建一个全功能的学习体验环境；如何为移动学习者
提供相应的学习策略和工具，帮助他们适应上述复
杂的学习环境，使移动学习真正发生。可以看出，
移动学习（M-Learning）正成为一个多学科参与、
多领域交叉、多主题综合的研究区域，也逐渐成为
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的核心研究课题。然而移动学
习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国内外在研究方法、研究路
径和研究主题上呈现多样化、纷杂化的趋势，有必
要通过比较分析，探索中西方对比下的国内移动学
习研究现状，准确描绘国内移动学习轨迹，更好呈
现未来移动学习的研究趋势，以把握未来若干年我
国移动学习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

一、移动学习概述

从文献上看，我国移动学习研究始于 2000年
著名国际远程教育专家德斯蒙德·基更（Desmond
Keegan）博士在上海电视大学 40年校庆上所做的
报告，在其发表的相关论文《从远程学习到电子学

习再到移动学习》一文中， （Desmond Keegan，

2000）基更博士从远程教育的视角，根据学习形式
与手段的不同，把远程学习分为三个阶段：远程学
习、电子学习以及移动学习，并乐观地认为这三种
学习形式正形成今天的远程教学大学、网络大学以
及未来的移动大学。近年来，随着移动技术和应用
服务的发展，以及信息社会学习需要的变化，教育
技术、成人教育、计算机、信息技术等领域开始关
注和研究移动学习，各大企业（移动设备生产商、
通信公司）和学校纷纷开始探索移动学习的实践形
式。时至今日，移动学习研究已渐渐成为学术热
点，俨然成为相关学科关注的核心领域。

然而，移动学习的概念目前还未形成较为统一
的共识。国内多位学者对移动学习概念进行了界
定。黄荣怀教授在其 2008年出版的专著《移动学
习——理论·现状·趋势》中，将此前文献中移动学
习的全部相关定义划分为四类：以技术为中心的移
动学习定义、基于与E-Learning关系的移动学习定
义、从增强正规教育角度出发的移动学习定义、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移动学习定义。黄荣怀教授等人
（2008）认为，“移动学习是指学习者在非固定和非
预先设定的位置下发生的学习，或有效利用移动技
术所发生的学习。”笔者认为，目前学者们对移动
学习的理解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取向，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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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往往导致研究重心大相径庭。
第一，将移动学习理解为一种远程教育或数字

化学习的扩展。这种理解方式以基更为代表，在我
国也最明显。学者傅骞等人（2007）依据文献文本所
构建的移动学习概念图很好地展示了这一倾向。大
概正是由于基更从远程教育的视角将移动学习的概
念引入我国的缘故，我国的移动学习研究多以网络
教育为平台，借助传输技术实现原有数字化学习资
源的优化、整合、自适应等，试图将其直接移植到
移动设备上来。例如以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移动学习系统为平台所开展的各项研究及实践。

第二，将移动学习视为一个可独立存在的学习
过程，从认知与学习的角度来开展研究。研究者通
过结构化的活动设计确保完整的移动学习过程，并
充分发挥移动学习所特有的移动性、情境性、实时
交互协作性等特点，以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增
强学习效果。该类研究多针对中小学教育领域，将
现有的语言、科学等学科课程通过解构与重构设计
转换为移动学习课程。（张宝辉等，2011）

第三，移动学习工具论。这种理解方式仅将移
动学习视为可以增强或辅助学习的一种技术或工
具，其自身不完全独立。这种研究视角下，研究者
往往利用适当的移动技术服务于当前生活、工作、
学习，如利用带有传感器的 PDA进行环境探索过
程的数据收集，或作为电子移动博物馆向导等。

二、移动学习研究的元分析回顾

自1994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无线基础设
施建设 Wireless Andrew 项目起，各种形式的移动
学习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全面铺开。从农村地区的
移动阅读项目到美国K-12教育实践，研究者将移
动技术以各种形式运用到各个领域。之后，随着
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视角
对应用项目进行总结和评价，逐步完善移动学习
研究图景。

我国台湾学者黄国祯等通过分析2001-2010年
间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六大技术促进学习类期
刊上所发表的 154 篇应用型研究文献，从文献数
量、研究样本差异、研究学科领域、做出贡献国家
四个方面，揭示出移动泛在学习的研究趋势。
（Hwang et al.，2011）从其量化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
看出，目前移动学习研究主要实践于中小学基础教
育及高校教育，并开始日趋关注教师教育及成人职
业教育；研究学科领域集中于科学、语言及工程教
育，这些学科对情境性、即时反馈等方面的要求，

无一例外地统一于移动学习的特性之中。更令人欣
喜的是，从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台湾地区在该
领域研究的影响力日趋扩大，2006-2010年其在世
界核心期刊的发文数量激增至 51篇，远远超过美
英等国，位居首位。

Forhberg 等人（2009）严格筛选出 2007 年前的
102个移动学习项目，运用Sharples和Taylor提出的
移动学习者任务模型，对每个项目均基于情境、工
具、控制、交流、主体、客体（目标）6个维度进行
分析，并介绍每一维度中的典型项目。研究创造性地
提出：移动学习能更好地为相应情境中的学习提供支
持，但这要求学习者能在情境中运用知识而不是得到
知识。由于新手学习者在知识运用上往往比较困难，
因此移动学习的参与者应首先定位于高级学习者，这
样才能发挥移动学习作为激发深层反思、交流和合作
工具的最大潜能。该观点正是笔者所提及的对移动学
习的第三种认识取向。

Keskin 和 Metcalf（2011）以移动学习理论的视
角，对包括企业、高校、军队在内的各领域移动学
习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列举了与移动学习相关的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联结主义、情境
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位置的学习、上下文
感知学习、协作学习、会话学习、终身学习、非正
式学习以及社会文化理论、活动理论、航海理论
等，并结合实践项目，整理出每种学习理论所关注
的移动学习实施要点及其主要依赖的移动技术。

三、中西方移动学习研究差异分析

1.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以中西方移动学习研究
领域的核心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关注趋势、发展阶
段、研究模式、理论研究及实践研究5个维度进行
对比分析，试图全面揭示中西方移动学习研究的差
异，并最终立足国内研究，探讨国内移动学习研究
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趋势。

国内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CNKI），并限定“期刊”为教育技术专业七大核
心期刊；国外文献则通过 EBSCO 数据库进行检
索。检索字段均为“title = 移动学习 or title =移动
教 育 or title=M-Learning or title=M-Education or
title= Mobile Learning or title=Mobile Education”；检
索时间限定为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研究初检到 155 篇国内文献、809 篇国外文
献，经过去重并删除有关会议通知、广告等资料，
最终分别得到有效文献国内137篇、国外62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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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分析

（1） 移动学习研究现状比较
根据论文刊发年代对国内外移动学习研究进行

分析，可以清晰了解其研究历史，揭示其发展趋
势。国际上普遍认为移动学习研究的起点始于
1994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无线基础设施建设
Wireless Andrew 项目，但从 EBSCO 检索情况来
看，虽然首篇关于移动学习的文献的确开始于
1994 年，但该文献与 Wireless Andrew 项目并无关
系，而是关于英国农村地区非正式学习移动项目的
介绍。根据有限资料显示，该项目涉及当地民众间
的协商及政府机构服务传递等内容。我国内地学术
刊物发表的首篇移动学习文献则是学者丁兴富对基
更《从远程学习到电子学习再到移动学习》的全文
翻译。图 1展示了 1994-2011年底国内外移动学习
研究领域的论文发表情况。

图1 1994-2011年国内外移动学习研究论文

发表情况（篇）

由图 1可见，国际范围内：1994-1999年为移
动学习研究初期探索阶段，文献共 12篇，占总数
的1.9%；2000-2005年为移动学习研究反思发展阶
段，先行国家开始反思并总结前期实践，并有国家
陆续加入研究行列展开新的实践探索；2006 年
起，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各种新技术、新媒介的
不断产生，移动学习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论文
发表呈现井喷之势。

我国内地范围：2000-2005年为移动学习研究
初期探索阶段，论文共 19篇，占总数的 14%，除
期刊论文外也有国家相关项目成果，显示出国内学
者对移动学习领域的极大兴趣；2006年起国内移
动学习研究进入反思发展阶段。同国际同阶段发展
相比，国内研究在该阶段同样经历了小幅度振荡回
落，但总体趋势依旧呈上升态势，预示国内研究将
在反思中逐渐步入蓬勃发展阶段。

（2） 移动学习研究发展阶段比较
前文在对移动学习研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同

时，可以明显看出国内外移动学习研究的三个发展

阶段：初期探索阶段、反思发展阶段和蓬勃发展阶
段。以下将通过对各阶段文献内容的剖析，解释阶
段划分的依据。

a.初期探索阶段
国际范围内该阶段的文献资料大多是介绍移动

技术应用于各学习领域的实践初探，例如科学教
育、专有实验室建设、科普教育及测试、K-12教
育、语言教育等，其实践领域之广、惠及人群之多
不得不令人感慨。我国内地在该阶段的文献资料则
以国外研究理念和实践项目的介绍为主，翻译或述
评了许多E-Learning或技术设备视野下的移动学习
研究文献。其中桂清扬于 2003年连续发表三篇文
章对基更博士新著《学习的未来：从数字学习到移
动学习》进行解读，宏观介绍了移动学习基本理
念、欧洲典型学习项目以及支持移动学习的无线虚
拟环境，为国内研究者开阔了视野。

b.反思发展阶段
该阶段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研究的发文趋势，

均呈现总体上升、局部波动态势，符合反思的本
质特点。

国际研究在该阶段仍旧以移动学习实践为主，
日本及我国台湾等地也加入研究行列，分别围绕大
学英语教育及儿童自然科学教育展开实践研究。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台湾在研究初期就强调“使
用移动设备为学习者提供认知工具”的理念，该理
念贯穿该地区移动学习研究始终，同我国内地远程
教育视野下的移动学习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此外，
英美等先行研究国家开始反思前期实践，并将研究
拓宽至游戏教育、虚拟社区、医学教育等领域，可
谓稳中求进。

相较国际范围内的反思发展，我国内地在该阶
段的研究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发文比例上都表现得更
为丰富且初现蓬勃态势。研究者从支持移动学习的
技术和设备、学习系统平台开发、学习资源设计、
教学及学习活动设计等诸多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并
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此外，国内学者还积极对国
际移动学习领域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进行访谈，试
图揭示差异并探寻发展捷径。总体而言，我国该阶
段研究多限于理论思辨，应用实践较少或不成系统。

c.蓬勃发展阶段
2006年左右，移动学习的国际研究进入蓬勃发

展阶段。这不仅表现在文献发表呈井喷之势，更在于
其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技术融合的多样性，比如
将移动学习更广泛地服务于医学教育甚至高校科研实
验、开展实证研究评价学习效果、采用上下文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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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帮助学习者在情境中高效学习等等。以上这些
对国内下一阶段的应用研究具有丰富的参考价值。

（3）移动学习研究模式比较
纵观我国内地及国际范围的移动学习研究文

献，可看出国内整体研究模式更趋向“树形拓
展”，而国际范围内则多为“环状循环”。

“树形拓展”是指国内研究多选择研究领域中
的某一分支进行深入剖析和扩展（见图 2）。以移
动学习资源研究为例，研究者们或对各种资源设计
工具进行探索、或关注资源使用中的共享及自适应
智能实现、或利用技术扩展现有资源形式、或尝试
构建质量屋模型为资源建设提供标准等等。这些研
究彼此相对独立，且多为理论层面的阐述，缺少广
泛应用的经验，难免形成后续发展的瓶颈。但如果
将这些研究联系起来，就能呈现出一幅完整而细致
的移动学习资源研究图景。因此，如何整合这些分
支中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付诸实践，将是我国“树形
拓展”发展模式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图2 国内移动学习领域“树形拓展”研究模式图

而“环状循环”则指国际范围内的研究多由实
践应用开始，接着通过总结反思对前期实践进行评
价，进而根据评价结果提炼升华理论，最后运用理
论进行再实践（见图 3）。例如在初期探索阶段检
索到的 12篇国外移动学习研究文献，均为移动学
习实践的简介或详述性文章。在反思发展阶段，绝
大多数研究仍旧聚焦于移动学习的应用以及应用后
的评价、实证等；虽然开始出现基于实践的移动学
习反思性文章，但这些理论性文章也仅占到该阶段
全部文章的20%左右，且多为新技术的引入或为移
动学习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在蓬勃发展阶段，研究
者开始构建各种评价模型，对各领域所实施的移动

图3 国外移动学习领域“环状循环”研究模式图

学习应用进行评价反思，并将提炼、升华后的理论
重新指导、扩展实践应用研究。这种研究模式能很
好地服务于教育实践，并且在“实践-反思-再实
践-再反思”的过程中，使研究保持螺旋状的发展
态势。

（4）移动学习理论研究比较
国际移动学习纯粹的理论研究为数不多，多为

新技术、新观点的引入，或立足于某种视野下的实践
总结评价。如黄龙翔等立足“无缝学习”的视角，提
出移动支持下的无缝学习（MSL）特征10维度，对
已开展的移动学习项目进行评价。（Wong et al.，2011；

黄龙翔，2012）

我国移动学习研究领域中理论研究占79%，实
证或调查研究占 14%，仅有 7%的文献明确涉及应
用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内地移动学习研究起
步比国际晚6年，现阶段仍需大量借鉴国外研究成
果，因此国外思想介绍的综述、概述型的论文较
多，占理论研究的40%；另一方面是受技术传播和
经济发展的制约，使得国内实践应用由于人机两缺
而举步维艰。

近几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黄荣怀、方
海光学者为核心的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基于对国
内外移动学习研究与应用的案例研究，从系统服务环
境、系统支持环境、系统装备环境三方面，构建移动
学习的系统环境路线图，试图历史地展示移动学习研
究的宏观图景。其他研究者则从技术批判、设备专属
性等诸多角度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理论研究，（詹青龙

等，2009）提升了国内理论研究水平。
（5）移动学习应用研究比较
笔者借助我国台湾学者黄国祯对国际移动学习

应用研究的分析数据，结合国内文献中提及移动学习
实践研究的资料，对同处于反思发展阶段的应用研究
进行比较分析。以下两表显示国际及我国内地在反思
发展阶段，应用研究中研究样本和学科领域的差异。
表1 反思发展阶段中西方应用研究的研究样本分布

研究样本研究样本

国际范围（2001-2005）
内地范围（2006-2011）

基础基础
教育教育

7
3

高中高中

3
0

高校高校

9
9

教师教师

2
1

职业者职业者

2
0

未提及未提及

9
0

表2 反思发展阶段中西方应用研究的学科领域分布

学科领域学科领域

国际范围
（2001-2005）

内地范围
（2006-2011）

科学科学

5
0

数学数学

2
0

语言语言
艺术艺术

3
5

社会社会
科学科学

2
0

工程工程
技术技术

2
2

其他其他

5
2

未提及未提及

13
3

移动学习研究

学习资源相关…… …… 教学/活动设计通讯/网络技术

资源设计工具 …… ……

…… ……

…… ……

…… ……

自适应及共享 新资源形式

FlashLite

Agent技术

云技术UML
LMA QR Code

指导、扩展

总结、反思 提炼、升华

实践 理论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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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高校的移动学习应用研究无论在
国际或国内均有绝对优势，这与高校的科研平台以
及高校学生移动设备的拥有率有很大关系。需要指
出的是，国内在高校开展的移动学习应用研究，多
传承基更博士“远程教育发展”的视野，以成人教
育、继续教育为主体。如以王敏娟等为核心的上海
交通大学研究团队，以其现代远程教育中心为平
台，自主开发了具有课程点播、课程直播、资源下
载以及自动答疑功能的移动学习系统，并从数据挖
掘的视角出发，使用基于EM算法的聚类分析等技
术，力求实现“知识资源个性化推荐技术”、“资
源需求趋势预测”等资源智能化。由于限于成人教
育和继续教育的主体特色，学科领域也多以语言、
工程技术为主。

移动学习在企业中的应用比在教育中要更为广
泛，实效也更为明显。2011年召开的“中国企业
学习信息化论坛”中，北京移动公司移动学习项
目、诺基亚客户服务移动学习项目、中国移动广东
有限公司“微学习”体系建设项目，在“最佳企业
移动学习方案”中榜上有名。掌握通讯及移动设备
等核心技术环节的企业在移动学习的推广中往往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企业移动学习限于其不可避
免的功利目标，使得学习活动设计中对学习者的关
注更倾向于促进绩效而非人的发展，对学习效果的
评价也往往借助为企业节省的传统培训开支和员工
由于减少休息日集中培训所增加的培训满意度来衡
量。此外，企业实践由于缺乏系统而专业的总结，
往往很难为移动学习研究提供经验借鉴。最后值得
一提的是，尽管企业培训也开始重视交互、协商等
社会建构学习理念，但实践中仍以资源的堆砌和知
识技能的掌握为主要形式和目标，未能充分发挥出
诸如思维工具等移动学习的其他特性，仍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四、国内移动学习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通过对比中西方移动学习研究，可以看出我国
内地在该领域的确取得了很多成果，并在近二十余
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有特色的研究团队开展自主研
发，但是我国内地同国际研究水平还存在一定差
距。因此，梳理国内移动学习研究的问题及挑战，
对于促进国内研究顺利迈入蓬勃发展阶段具有现实
意义。

1.研究模式及方法需多样化

东京大学教育技术首席专家山内祐平教授在谈
及各国移动学习研究的差异时曾指出，以英国为代

表的欧洲及日本更热衷于游戏、教育内容、实践活
动等细节类的应用研究，而美国、中国则比较关注
平台开发，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全面创新型研究比较
多。（张海等，2009）我国内地研究虽然同美国有一
定的相似性，但明显受技术传播、经济发展以及人
才实施方面的制约。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应积极
参考欧洲及日本的研究热点，借鉴“环状循环”研
究模式，通过应用研究、实证研究为教育实践提供
完整的可操作方案。

2.多领域合作，摆脱技术桎梏

移动学习作为“技术支持学习”的实践之一，
其发展必然同技术紧密相连。面对国内技术发展并
不具有优势这一事实，如何加强多领域合作、形成
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成为移动学习研究能
否摆脱技术桎梏的关键所在。国内已有同诺亚舟、
上海好记星等公司的合作先例，但企业的参与必会
因其功利性而对研究产生或多或少的制约，因此研
究团队自身的多学科背景也就显得更为重要。如山
内祐平教授的研究团队中包括了教育学、心理学，
甚至历史学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使得研究能
深入到各个领域，并服务社会。

3.由“技术”重回“学习”的研究重心转变

国内首篇真正从学习角度探讨移动学习的非综
述类文章发表于 2006 年，（胡航等，2006）此后虽
然陆续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活动理论、情境学习等理
论在移动学习中的运用、关注移动学习策略的研究
等等，但是国内文献仍旧以通讯、互联网技术角度
的论述为主，探讨教学教法、学习活动等的论文屈
指可数。因此，国内研究的重心亟须从“技术”回
归到“学习”上来。在移动学习近乎势不可挡的发
展背景之下，与之相关的技术是否真正为了促进教
育教学而应用，而非为了使用这些技术去改变原本
卓有成效的教学方式，（冯超，2009）是研究者在研
究过程中需时时反思的问题。

4.关注移动学习效果，让移动学习真正发生

黄荣怀教授曾撰文探讨中国网上学习是否真正
发生，而该研究也的确引发研究者对“国内移动学
习是否真正发生”这一问题的思考。（黄荣怀等，

2007）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作为E-Learning扩展的
移动学习实践，大多仍聚焦于向学习者提供何种资
料、如何提供的问题，基于Web2.0技术的会话、协
商也并未有效地融入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对移动学
习效果的评价更未脱离传统知识掌握与否的模式。
因此，如何让移动学习真正发生，解决这一问题应
在拓宽对移动学习理解的前提下，将移动学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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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活动重新设计，为学习者提供多种适合移动环
境的学习策略和工具，构建多维度的移动学习评价
体系。我国台湾学者曾用交互概念图法支持移动学
习活动，学习者在活动过程中不断完善的概念图，
不仅可以作为思维工具帮助学习者积极建构概念体
系，同时也可以作为指导者评价学习效果的依据。

五、国内移动学习研究的未来趋势

1.发挥移动学习在不同领域内的优势

国内学者余胜泉教授根据教学模式的特点将移
动学习划分为知识传递、认知建构、情境认知三代；
（余胜泉，2007）国外学者Park根据学习过程中交流的
程度和个体化学习、社会性学习的程度，将移动学习
划分为高交流的社会性学习（High Transactional
Distance and Socialized Mobile Learning Activity，HS）、
高交流的个体化学习（High Transactional Distance and
Individualized Mobile Learning Activity，HI）、低交流的
社会性学习（Low Transactional Distance and Socialized
Mobile Learning Activity，LS）和低交流的个体化学习
（Low Transactional Distance and Individualized Mobile
Learning Activity，LI）四种类型。（Park，2011）笔者认
为，不论何种划分，任何一种移动学习在特定领域都
有其不可取代的优势。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任务就在于
为特定的领域选择适合的移动学习推进方式，帮助知
识经济时代的人们开展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学习。

例如在我国西部偏远地区亟须开展以知识传递
为主的移动学习，尽管类似“农信通”工程的移动
学习项目更多的只作为学习资讯的提供者，并未促
进学习的真正发生，但不得不说这些学习资讯为学
习的发生提供了基本的前提，使资源匮乏地区的学
习成为可能。而对于某些特殊人群的教育和关注，
移动学习也是很好的推进形式。如美国在 1998年
通过建立以网站为主的移动HIV项目，为已感染或
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各种群体提供病症检测、心理
疏导、教育及初期护理等服务。这一移动性质的服
务不仅使得这一群体更易被接触到，也使得这一群
体本身在非面对面情境下更配合病毒的防治工作。
同理，面对我国高发的制造业员工轻生事件等社会
问题，也可以参考此类方式进行教育疏导。此外，
基础教育领域、职业教育领域、甚至是特殊教育领
域等，都值得研究者挖掘其本质的需求以便推进适
合的移动学习方案。

2.开发有效促进移动学习的工具应用

剑桥学者 Stead及其团队认为移动学习不是完
全独立的，而是可以添加到教师工具箱中的新设备

的集合，（王敏娟等，2011）这一观点强调了移动学
习作为工具的重要性。我国台湾学者黄国桢在移动
学习活动的研究中也指出，如果不能为学生提供工
具，帮助他们组织所观察和体会到的内容，那么学
生在移动学习后获得的只有兴奋，学习效果常不尽
如人意。

笔者倾向于Forhberg等人在移动项目评述中对
工具的认识。他们将工具定位于使用工具的方法，
从而将工具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内容传
递工具、促进动机和控制度的交互工具、有指导的
反思工具、反思性数据收集工具和内容建构工具。
（Forhberg et al.，2009）黄国桢在移动学习活动研究中
所使用的交互概念图就是一种反思性数据收集工
具；而基于上下文感知技术的护士实习教育研究
中的上下文感知技术则是一种有指导的反思工
具。国内研究者可以有效利用诸如Android等开源
平台，开发包含诸如即时反馈功能、流程指导功
能、信息采集及分析功能、交互协商功能等的各种
移动学习应用，切实提高移动学习效果。

3.拓宽理论视域，开展移动学习活动、策略及

评价的研究

随着技术不断渗透至人类社会，传统的学习理
论在解释网络时代的学习问题时已显得力不从心，
诸如如何看待人工制品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学习
过程中社会身份形成的重要性等。联通主义学习理
论、“社会-认知”双连通模式等更具关联性和实
践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为研究者开阔了视野，（祝智

庭，2012）能够帮助研究者设计更为完善的移动学
习活动和策略。而移动学习活动也将随着上下文感
知、增强现实、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在专家支持方面更为完备、在情境体验方面更为真
实。与此同时，对移动学习实践进行学习效果的实
证研究，逐步形成完整而可靠的评价体系，也将有
效促进移动学习的发展。

六、结论

我国未来二十年，移动学习的发展将经历三个
阶段：基础环境建设阶段、知识体系化建设阶段和
学习服务建设阶段，每个阶段间的过渡是迭代循环
的过程。移动学习实践发展需要丰富的理论研究作
为支持。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国移动学习研究进展
迅速，已形成自己特有的“树形拓展”研究模式。
研究者通过对移动学习主题下各分支领域的深入探
究，使国内研究整体上既有横向范围的广度又有纵
向剖析的深度。但相比西方“环状循环”的研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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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我国在移动学习实践研究领域仍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研究者应通过对现有移动技术工具的深入理
解，将其无缝的应用于移动学习实践中，使技术真
正促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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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a's Mobile Learning in Recent 20 Years
——A Review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ang Youmei,Wang Juan,Yang Xiaolan,Wu Haiyan

Abstract: With nearly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mobile learning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research field with multi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 cross-field and multi-topic integration, as well as a key issu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t present domestic researches on mobile learning is at the phase of reflective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s tending towards a "tree expansion model", which conducts a thorough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some certain branches of
research. In comparison,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model is mainly practical, and follows the loop pattern of
"practice-reflection-practice-reflection".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China's mobile learning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cross-field
cooperation, shift emphasis back from technology to learning, and enhance learning result through applicable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research on mobile leaning in China will go through three iterative phases: fundament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knowledge systematization and learning service construction, so researchers should exert the advantages of mobile
learning in different areas, produce tools and applications to promote effective mobile learning, broaden the theoretical vision, conduct
researches in activities, strategies and assessments of mobil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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