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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虚拟社区作为一类重要的泛在学习环境，以其平台的开放性、资源的丰富性、知识的共享性已成为当前重要的一

种非正式学习环境。虚拟社区中学习的有效性是实现个体知识建构与群体智慧共享的关键。文章分析了基于虚拟社区学习的研

究现状，分别从理论框架、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与有效学习评估等方面就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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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虚拟社区作为互联网的一类重要应用，在众多网络应用

中发展非常迅速，出现了交易虚拟社区、关系虚拟社区、兴

趣虚拟社区，以及学习虚拟社区等应用类型。利用虚拟社区

进行在线学习已经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多数

学者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虚拟社区学习协作与知识构建[1]、虚拟

社区技术特征[2]、虚拟学习社区的社会网络分析[3]、虚拟社区

中的教学行为研究[4]、虚拟社区交往效果因素分析[5]等方面。

这些研究主题突出了虚拟社区学习过程的互动、协作、社会

网络构建与知识创造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虚拟社区

学习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但仔细研读并分析这些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主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隐含预设了虚拟学习社区中的

学习是有效的。虚拟社区有效学习是否真的发生了？采用什

么指标来衡量虚拟社区学习的有效性？如何开展虚拟社区学

习的有效性研究？在现有虚拟社区学习的研究中却很少提

及。虽有学者对虚拟社区学习的有效性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但就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的评价策略，以及影响虚拟社区有效

学习研究的关键问题并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针对

当前虚拟社区学习研究现状，就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研究的关

键问题进行梳理与辨析。 

二 虚拟社区学习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虚拟社区的最早出现虽然不是源于学习变革的需要，但

虚拟社区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教育界学者对其

教育应用的热烈探讨，并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大量虚拟社区学

习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说，学者们的研究热情推动着虚拟

社区教育应用的不断深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虚拟

社区教育应用的现有研究成果对网络教学实践的指导并不理

想，更多研究还停留在经验总结与思辨探讨阶段。笔者对近

些年来虚拟社区教育应用研究相关文献的阅读与分析，认为

虚拟社区学习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 研究内容片段化、孤立化  

目前，基于虚拟社区的学习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环境构

建、学习协作、社会网络建构与知识生成等几方面（如前文

所述）。纵观虚拟社区学习研究可以发现，多数研究割裂了上

述诸多研究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多是从虚拟社区学习这

个完整、系统的过程中抽取出某个或者某几个片段进行研究，

既孤立了诸多研究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又忽略了这些主

题研究的持续性，致使相关研究结论在指导虚拟社区学习实

践过程中缺少针对性与操作性。 

2 研究方法单一化、弱规范化 

教育技术学专业作为交叉应用学科，实证研究理应是其

主要研究方法论，但从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期刊杂志发表的

论文来看，还是以思辨探讨质性研究为主。思辨研究的最大

特点就是抽象性高，操作性低，对教育实践问题的现实指导

显得苍白无力。虽然，有些学者已经采用实证方法开展研究，

但并没有成为研究主流，其中以案例研究居多（如，以某一

课程的网络学习过程与效果为例），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不高，

学科依赖性强。同时，所应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调，缺乏规

范性，虽有一些实证研究，其研究过程的规范性与科学性也

是值得商榷的。实证研究过程本来就具有较为明显的经验痕

迹，如果实证研究的变量设计与控制不科学，研究过程不规

范，就会直接影响研究结果和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与适用性。 

3 学习过程研究简单化、机械化 

基于虚拟社区的学习过程是学习主体一系列心理认知互

动，趋同，否定，反思与再趋同的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绝

不是简单、孤立的心理事件与行为事件。行为主义强化理论

虽然强调通过外在刺激可以达到强化行为的目的，但是在网

络环境中，刺激物的表现形式（文本、音频、视频）、刺激物

的呈现方式以及呈现的时机与刺激强度都会影响到学习主体

的学习效果。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多数研究都将虚拟社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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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学习过程简单化、平面化与机械化，觉得只要有设计

良好的学习环境、功能强大的学习平台以及丰富多样的学习

资源就可以产生预期的学习效果。这是当前虚拟社区学习研

究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过于强调外在刺激物对学习效果的影

响，掩盖了虚拟社区学习过程的复杂性与生成性，这是影响

虚拟社区型学习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4 研究结论空洞化、抽象化 

开展虚拟社区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最终目的在于

指导和解决网络环境下的教学实践问题，进而促进虚拟社区

有效学习目标的实现。现有虚拟社区学习研究结论多数过于

抽象和空洞，远离课堂教学现场，轻视课堂教学过程的复杂

性，导致现有研究成果很难用于有效指导课程教学实践，有

些研究结果谈不上是研究结论，更多的是研究总结，几乎不

具有实践操作性。 

三 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研究关键问题辨析 

无论传统学习过程还是基于网络的虚拟学习方式，有效

学习的发生都是学习主体所期待的结果，也是评价学习目标

达成的一个重要指示器。功能强大的虚拟学习平台与丰富多

样的学习资源并不会自然带来有效的学习过程，这些仅是实

现有效学习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在非面对面的虚

拟学习环境中获得预期的学习效果，不仅要有实体化的环境

与资源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有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

生动鲜活的研究内容、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先进适切的信

息技术的指导与介入。 

1 理念先行：要有与时俱进的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教育技术学者普遍采纳的基本理论框架主要有

建构主义理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混合学习理论与

教学系统化设计理论等，这些理论框架确实在指导教育技术

实践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教育技术学专业作为

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交叉应用学科，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其

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与

信息科学等。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知识时代，多科

研究成果的交叉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只有不断丰富、补充和

创新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框架，才能与时俱进地推动教育技术

实践的发展。笔者认为，除了被普遍采纳的上述教育技术理

论框架之外，下述的几个理论成果也可以借鉴、吸收到教育

技术相关主题的研究中，如，虚拟社区有效学习影响因素实

证研究、虚拟学习社区采纳行为研究，以及虚拟社区社会交

往效果因素分析等研究主题。 

（1）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TPB） 

计划行为理论是 Ajzen[6]提出的较为完善的行为前因模

型，如图 1 所示。该理论框架不仅关注个体内部因素对行为

的影响，即个体态度（A）与主观规范（SN）对行为意图的

影响，同时也考虑了时间和空间等外部约束条件对个体行为

的影响与限制，Ajzen等人将这种外部约束条件抽象为可感知

的行为控制变量（PBC），进而用来测量个体在实施某种行为

时所感知到的外在条件约束。 

该理论框架对虚拟社区学习行为研究的指导意义在于：

1）强调个体内部心理特征对行为意图与行为结果的影响作

用；2）关注外在、个体可感知的一些可控制因素对个体行为

意图和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可以说，该理论模型对我们开

展虚拟社区有效学习行为研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这个理

论框架告诉我们，研究虚拟社区学习个体的学习行为意图与

行为表现应充分考察学习个体内部心理与外在可感知控制因

素对其学习效果的影响，尤其在实证研究中，这样才能有效

指导虚拟社区的教学实践。 

 

图 1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 

（2）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框架的技术接受模型[7]专门研究影响

用户采纳信息系统行为的影响因素，如图 2 所示。该理论的

基本观点是，接受一类信息技术将由该技术的感知可用性和

感知易用性来决定。用户使用系统的态度由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PU）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PEU）来决定。感知有用性是用户使用该系统对提高自

己工作绩效程度的一种感知；感知易用性是用户对使用该系

统容易程度的一种感知。感知有用性由感知易用性和外在变

量共同决定，感知易用性由外在变量决定。外在变量包括系

统设计特征、用户特征、任务特征等。[8] 

 
图 2 技术接受模型 

该理论框架极为简约、精炼地概括出了个体信息技术采

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已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实证检验。

在虚拟社区学习现有研究中，很少有研究从信息技术采纳视

角来开展学习效果研究，都是在一种人为预设的框架中来研

究个体的学习过程，认为学习个体与信息技术环境是完全适

应的，相当于忽略了信息技术环境这个变量对学习行为意图

与学习效果的影响，而这是信息技术环境中研究学习有效性

不能随意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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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s Theory，SCT） 

每类虚拟社区都有自己的价值期望和社区规范，虚拟社

区正是通过坚持群组的价值期望和社区规范来聚集社区成员

的，这些代表群组的价值期望源于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9][10]

社会契约往往是以一种可执行、制度化的规则形式存在的，

它是虚拟社区存在与运营的有效机制，也是维系个体长久参

与社区互动的情感催化剂。在虚拟社区中，基于社区约定或

规则所创建的群组期望能够指示个体或组织该做什么，不该

做什么，当这些社会契约（社区约定）不被支持的时候，社

区中长久的交互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了。 

该理论框架对虚拟社区学习研究的指导意义在于：1）从

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虚拟社区不单是学习空间，还是个

体知识生成与社会网络构建的情感空间。虚拟社区是通过不

断满足群组成员的共同价值期望来建立起社区成员的认同感

与归属感。虽然这种源于社区规范与规则的情感因素不会直

接支配学习行为，但是会影响和调节学习行为的方向与学习

效果。2）从虚拟社区运营视角来看，为实现预期的有效学习

目标，虚拟社区应该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尽量避免因情感缺

失所导致的学习低效。 

（4）群体动力理论（Group Dynamics Theory，GDT） 

该理论最早由美籍德国人 Kurt Lewin提出，现已被广泛

应用在企业的组织行为研究中。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

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需要与环境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群体

中个体行为的方向与强度取决于现有需求的紧张程度与情景

力量场的相互作用关系。该理论模型较好地解释了群体中各

种力量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如，群体的氛围、群体成员

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如，虚拟社区中的意见领袖与追随者之

间的关系等）、群体公约力等因素都影响着个体在群体中的行

为方向与表现强度。 

该理论对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研究的指导意义在于：1）启

发研究者从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群体氛围中去把握

个体行为的表现与变化。2）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研究不单单要

考察个体的知识建构过程，同时也要审视虚拟社区群组力量

对个体学习行为的影响。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的目标实现不单

是认知层面的知识传递与内化，更为重要的是在与社区群体

的深度交互与思想碰撞中实现个体独特视角的专业知识建

构，并获得生成性的专业成长与素质提升。 

2 内容引领：要有持续关联的研究主题 

笔者一直持续关注虚拟社区学习研究主题及其研究内容

的进展情况，通过在 EBSCO 与 CNKI 数据库中以虚拟社区

（Virtual Community）和学习（Learning）为关键词进行联合

查询发现，近些年来有关虚拟社区学习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

研究主题丰富多样。但遗憾的是，正如本文第二部分研究中

谈到的，研究内容片段化、隔离化现象较为严重，并没有形

成一个前后关联、持续、发展性的研究主题链条。笔者认为，

基于虚拟社区的学习研究除了上述主要研究主题之外，还应

重点关注如下几方面主题。 

（1）虚拟社区学习者模型构建与个性化学习服务研究 

构建学习者模型就是对学习主体学习偏好进行结构化和

形式化表达，学习者模型是实施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研究与个

性化学习服务的基础与核心。虚拟社区中的一切个性化学习

服务设计与实现都要以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和个性差异为依

据，因此学习者模型表达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着虚拟

社区学习的效果和效率。如果不能有效表达并及时更新学习

主体的学习偏好，那么学习环境的创设、学习资源的组织与

开发以及学习模式的设计等研究就是片面和缺乏针对性的。 

（2）虚拟社区学习资源模型构建与资源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虚拟社区的学习往往都是基于资源的学习，虚拟社区中

的学习资源，如文档、网页、课件、音频和视频等，都是非

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因此，构建虚拟社区学习资源模型的

关键就是要对多种异构格式资源形式进行结构化处理，抽取

出能够清晰描述资源特征的元数据元素，并以结构化的形式

进行表达。这个过程是实现虚拟社区学习资源有效配置的关

键，因为散落在 Web网络中的学习资源并不会自然的带给学

习者期待的学习效果，只有对非结构化的、非线性的学习资

源进行序化与聚类，并基于学习者资源偏好模型来构建学习

资源模型，才能辅助学习个体获取期待的学习效果。 

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学习主体的资源选择与使用影响因

素进行实证研究，这是指导学习资源设计与开发的直接线索，

也是影响有效学习发生与否的关键问题之一。包括学习资源

的质量（有用性、相关性、针对性、系统性等）、学习资源的

组织形式、学习资源的呈现方式等方面是如何影响学习主体

资源的选择等，目前这些主题的研究工作还是比较欠缺的。 

（3）虚拟社区学习互动模型构建与互动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虚拟社区的学习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与学习平台、

学习资源、学习伙伴以及学习主体自身知识结构体系进行互

动的过程。要想获得预期的学习效果与目标，从交互视角来

看，需要对基于虚拟社区的学习交互过程进行建模研究，其

本质就是要对虚拟社区学习的互动层次、互动模式、互动内

容及其内在关联性进行形式化与结构化的表达。与此同时，

还需要对学习互动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包括学习

主体的互动倾向、互动主题相关性、互动的深度与生成性，

以及互动形式等方面对互动效果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也是

影响虚拟社区有效学习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 

3 方法融合：要有多科思维的研究方法 

一个学科领域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适切性、规范性与创

新性在一定程度上标识着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创新能力。当

前，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一个软肋体现在研究方法

论层面上，纵观发表在教育技术核心刊物上虚拟社区学习的

相关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研究都以抽象思辨分析为主，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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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虚拟社区学习的真实过程，忽视了虚拟社区学习的鲜活性

与不确定性，致使相关研究结论苍白无力。 

（1）推进多科融合，创新研究方法 

信息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多学科研究成果高度融

合已经势不可挡，尤其体现在研究方法论上。教育技术学本

身又是一个多科交叉的应用学科，更应走在多科研究成果高

度融合的前沿。目前，仅以虚拟学习社区主题为例，已有学

者开始将社会心理学、管理学、信息科学与行为科学等学科

的研究方法引介到虚拟社区学习的研究中，如社会网络分析

法、结构方程模型、实验研究方法等。 

（2）立足学习实践，开展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内容并用于促进研究目标的达成。

基于虚拟学习社区现有研究方法的缺陷及其在解决现实学习

问题中的不足，积极开展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的实证研究变得

尤为必要。实证研究过程是一个直面现实问题、深入学习实

践、发现实践问题、构建研究模型、设计研究方案、提出解

决策略的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可以说，开展虚拟社区有效学

习实证研究是实践虚拟社区教育价值的有效途径，也是真正

实现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的关键。目前，虚拟社区有效学习实

证研究还并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虚拟社区有效学习

研究的进程。 

4 过程导向：要有明确可行的评估指标 

在传统基于课堂的学习模式中，学习发生的有效性往往

都是通过量化的学习任务量和学业成绩进行评价。虚拟社区

学习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学习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弱结构

化、弱规范化、开放性与自由性。这些特点决定了评价虚拟

社区学习有效性的难度与复杂性，但我们依然可以透过学习

主体的外显行为表现，以及学习主体的内部心理、认知、情

感因素交互作用所支配的隐性行为进行衡量。 

（1）显性量化指标 

1）学习主题的相关性与系统性。基于虚拟社区的学习实

际上就是在一个巨大、非线性的 Web学习资源网络中构建一

个隐性学习路径的过程。这个学习路径决定着或者说影响着

学习主体目标与效果的达成，因为这个学习路径是由一系列

学习主题节点构成的有向图，但并不是有学习主题节点的存

在就会发生有效的学习过程，关键还要看这个学习路径上主

题节点之间是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与系统性。如果有效学习

发生了，那么这个学习路径上的主题节点之间就建立了较强

的相关性与系统性，否则，学习主体就会陷入到杂乱无序的

学习资源的泥潭中。因此，评估学习主题的相关性与系统性

可以用来作为评价虚拟社区有效学习发生的指标之一。 

2）学习互动的积极性与生成性。基于虚拟社区的学习方

式相对于传统学习方式来说，最大的差异在于互动深度、互

动层次与生成性上。笔者认为，如果把学习看作是一种互动

（与其他学习主体、学习内容、学习平台的互动）的话，那

么，学习是否有效发生，可以通过互动的深度、层次与生成

性几个维度进行评价。如果学习主体能够在虚拟社区中持续

地进行深层次与生成性的学习互动，那么，可以说，学习主

体的学习过程是有效的。学习互动的积极性与深度是可以通

过学习主体在虚拟社区中的信息行为表现进行评价的，如学

习主体在虚拟社区中交互时间长短、讨论学习主题的持续性、

学习问题解决的创新性或生成性，以及社区中其他学习主体

的信息反馈评价情况等等。 

（2）隐性质化指标 

1）社区认同感。认同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归属需要，它影

响和调节着个体行为的方向与强度。社会认同理论[11]很好地

诠释了人类的这种心理情感需求。社会认同理论有三个核心

观点：分类、认同和比较。分类是指人们根据一些共同的行

为或特征将自己划分在某个群组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直接

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方向，调节着个体的行为结果。认同是对

自己与群组一致性的一种感知，这种感知反过来将会影响着

群组成员的行为和态度。在虚拟社区中，学习个体的群组一

致性感知越强，社区认同感就会越强。比较是指个体为了评

价其信念和态度的精确性而寻找其他群组成员的一种倾向，

这种倾向性调节着个体认同感知建立的强度。社会认同理论

认为建立普遍的认同感知将会导致普遍的行为表现，而且还

会增强群组内也许本来并不相互熟悉成员之间的黏性。[12][13]

如果学习主体确实能够在虚拟社区中学有所用，并能感知到

通过虚拟社区的学习方式确实改进学习绩效，那么将不断强

化对社区的认同感知，进而提高学习过程的有效性。 

2）社区依赖感。可以说，社区认同是有效学习发生后，

学习主体对社区认知和情感体验的初级阶段，随着良好学习

体验的不断累积，通过社区认同行为的多次强化，这些反复

的认同行为就会不知不觉转化为一种对社区的依赖感。一旦

学习主体建立起对社区的依赖感，那么，虚拟社区学习过程

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这是有效学习发生的有利条件。 

3）社区贡献意识。社区贡献意识的产生是学习主体认同

社区的高级阶段，是在不断强化的社区依赖感中自发的意识。

学习主体能够将在虚拟社区中的良好学习体验转化为自己的

社区自发行为，具体表现在愿意分享自己的学习体会、共享

相关学习主题资源、愿意在虚拟社区中进行深度交流、愿意

将虚拟社区进行推广与宣传等等。这些看似与学习效果不相

关的行为表现其实就是学习主体有效学习发生后的一种认同

行为表现。 

四 结论 

信息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学习地发生不再是校园

的专利，虚拟社区的出现已经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影

响着人们的学习观念、学习方式，乃至对信息时代学习含义

的重新解读。开展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研究的目的在于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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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服务人类的学习需要和学习过程，不断提升网络环境

下学习主体的学习质量与学习效果。本文仅仅是较为宏观的

辨析了虚拟社区有效学习研究的一些关键问题和笔者的一些

一孔之见，希望能够引起同行们的共同关注，不断深入、切

实的研究虚拟社区的教育应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学习的

变革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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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virtual community, as a kind of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has been an important informal learning environment due 

to its open platform, abundant resources, sharing knowledge. Effective learning in a virtual community is a key to achieve personal 

knowledge building and groups’ intelligence shar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virtual communities learning, states 

and analyzes the key problems about effective learning of virtual community respectively fro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search topic, 

research method and evaluation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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