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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不同国家人们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日趋紧密。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成为

从事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者的首选交流语言。但对于

非英语国家的人们来讲，大多数人掌握这门外语由于

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和情景，学习效率往往较低且难

以学以致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具备强大

的呈现力和表现力，成为了学习者普遍接受和欢迎的

媒体；网络技术也从有线时代，跨入了 3G 和 4G 时

代，学习者可以利用掌上设备，快速接入 Internet，获

取网络资源。显然，利用这些技术的特性，我们可以设

计和开发出一种好的英语学习平台，辅助学习者学习

英语，提高学习效率。
本文以情景学习理论为指导，利用普适计算技

术，旨在构造一个实用的英语泛在学习平台原型，在

其支持下，英语学习者可以在具体生活情景中，根据

需要随时随地利用便捷终端连接到该学习平台相关

的情景主题，快速进行学习；同时，必要时可在平台上

寻找学习伙伴，与伙伴进行交流等功能。试用评测表

明：该平台具有便捷性，实用性，可扩展性和人性化等

特点，能够较好满足广大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需

要。
二、情景学习理论

情境学习理论是继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

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学习理论，起源于 Lave 的研究

成果。其独到的知识观、学习观和新颖的教学理论，吸

引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专家的关注，并进行相关的应

用开发。北京师范大学的姚梅林教授认为情景学习理

论在学习的实质、内容、方式以及教育应用等诸多方

面都呈现出与认知理论有所不同的新范式，情境理论

对以往的学习理论具有一定的整合作用。［2］华南师范

大学徐福荫指出情境学习理论关注物理的和社会的

场景与个体的交互作用，认为学习不可能脱离具体的

情境而产生，情境是整个学习中的重要而有意义的组

成部分；情境不同，所产生的学习也不同，学习受到具

体的情境特征的影响。［3］在情境学习理论看来，学习

者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下学习的，学习者的自我

构建和参与社会认知网络都需要与学习环境不断交

互，可见，外部学习环境对学习的影响力相当重要。北
京师范大学的余胜泉教授研究表明：移动学习设计重

点明显地从知识传递到认知建构、再到 1：1 数字学

习，学习理论也明显地从行为主义范式转向建构性认

知范式，再到情境认知范式。［4］适宜的情景化认知能

够促进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提高

学习效率，缩短学习过程。对于非英语国家的英语学

习者来讲，在其认知的过程中最缺的就是一定的情

景。在信息化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和技术手

段创设一个便于学习者感受的社会性语境，语境中的

学习目标包括有意义的单词和语块。类似这样逼真的

语境一定是实施英语情景学习不可缺少的条件。基于

情景认知的英语学习平台的建设目标正是以人工的

方式模拟情景，在平台中，学习者以自然情景为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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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激发其学习动机和兴趣，感知情景主题；并随时随

地在需要时利用学习终端连接学习平台，查找相应情

景主题，进行情景认知；需要时，也可与相近学习伙伴

进行即时交流和反馈，一定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三、泛在学习

由于社会结构和技术革新的不断变化，人们需要

不断更新知识、技能和观念，才能符合时代、社会及个

人的需求。学习的需求无处不在，学习的发生也将随

时随地。然而，在资讯异常丰富的今天，无处不在的学

习并不一定能无处不在地得到支持，它需要先进的技

术做保障，需要以某种方式能够将学习需求和学习资

源无缝地衔接在一起。
普适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是信息空间与物

理空间的融合，在这个融合的空间中人们可以随时随

地、透明地获得数字化的服务。［5］普适计算融合了电

子和传感器技术，无线与宽带通信、嵌入式设备等多

种技术于一体，人们可以通过终端设备来无缝地获得

计算能力和信息资源。普适计算在现代教育技术应

用，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为学习者构建一个泛在学习环

境。泛在学习（Ubiquitous Learning）又称为无处不在

的学习，人们可以在工作中学习，也可以在学习中工

作。无论是校内正式学习需要还是在校外的非正式学

习环境，具备学习装备的学习者都可以获取需要的学

习资源，虚拟情境知识可以与现实环境需要完美结合

起来。普适计算具有即时性和易获取性，以及协作性

等特点，使得将其运用在语言教学中具有明显的优

势。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受环境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语

言学习活动往往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学习者在平时的

语言学习中常常需要跟自己的母语相对比，在学习社

区中与他人交流或者就某一主题情景进行强化学习，

这时学习者尤其需要随时得到学习支持。［6］为此，我

们从普适计算与英语学习整合出发，根据情景学习理

论构建一种泛在的虚拟英语学习环境，不但可以运用

于课堂教学，也适用于用户户外即时学习的需要。
四、英语学习平台架构及设计

情景学习理论所提倡的真实学习环境，社会互动

在现实教育中由于受地域、体制、成本等影响是难于

实现的，较为理想的实现情景学习环境的途径就是采

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出虚拟的情景。本文主要是从

技术实现的角度对情景化的英语泛在学习平台构建

提出构想。
平台的架构如图 1 所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应用

服务器和应用终端、通信网。应用终端是学习者连接

英语学习平台的终端设备，可以是移动设备，也可以

是固定的台式电脑等连接应用终端。平台的核心部分

是应用服务器部分，其中包括学习者模型，知识库以

及普适计算需要的中间件技术。应用终端和应用服务

器之间通过通信网连接在一起。
图 1 泛在英语学习平台架构

1.学习平台角色分析
图 2 角色分析图

（1）学习者和助学者

在英语学习平台中，学习者和助学者是系统的中

心，是系统的使用者，当学习者经过系统评定后，就可

升级为助学者角色，他们既是知识的消费者也是知识

的生产者，他们可以通过应用终端开展泛在英语学

习，也可以协助其他学习者互动学习。
（2）编著者

编著者是系统学习资源的管理者和组织者，是领

域知识专家，管理和维护情景主题，负责添加和修订

学习资源，丰富整个知识库，但管理员不参与具体教

学和学习过程。
（3）管理者

管理员主要负责整个系统的配置和维护，包括审

核新用户，维护学习者的信息。
2.平台功能模块设计
基于情景认知的泛在英语学习平台主要包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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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模块，学习者管理模块，资源管理模块，测试模

块，在线讨论模块，答疑模块和其他一些辅助模块。详
细逻辑结构如图 3 所示。

学习者管理模块主要功能是管理和维护学习者

模型，学习者模型是用于记录学习者情况的一种数据

结构，对学习者信息的抽象描述和表示。主要用来描

述学习者个体的学习信息，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通

过学习和测试后，系统对学习者的知识水平、认知能

力、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和学习历史变迁等信息的特

征描述。学习者模型的主要作用是表明学习的特征和

状态，以便系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特点建立适合的个

性化教学［7，8］，在英语学习平台中为了寻找相近的学

习伙伴，必须首先建立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因此学习

者模型是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
资源管理资源模块是泛在英语学习平台的知识

库，主要为学习者提供可在移动终端显示的各种学习

资源。教学资源库能提供高速数据访问和处理，保证

终端设备对多媒体学习资源的及时响应。这些不同类

型的学习资源是以情景主题为中心组织在一起的，情

景主题蕴涵了这些学习材料的语义，使得学习者在饱

含意义的虚拟环境中学习。学习者也可以根据自己所

感兴趣的主题进行情景检索，快速找到学习目标。

图 3 功能模块

答疑作为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者可以就学

习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提问。助学者或其他学习者

如果知道相关的知识，就可以对问题作出解答。
测试模块主要针对学习者学习效果的测试，其测

试的组织方式也是以情景为主题。由于目前手机终端

屏幕小，打字速度慢，为了适应该特点，测试模块的测

试题主要采用客观选择的方式进行测试。当学习者学

习完某个情境主题模块后，为评价自己的学习效果，

可参与测试并提交答案，随后就可以实时查看自测成

绩。
讨论模块主要用于满足学习过程中不同角色之

间沟通交流。这种沟通交流，有助于克服学习者学习

时的疑惑和孤独，也便于交流学习经验。
辅助模块包含一些实现系统的小模块。
3.关键技术实现

（1）学习资源的组织与管理

情境认知理论认为，知识是个人和社会或物理情

境之间联系的属性以及互动的产物，是基于社会情境

的一种活动，是个体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建构的一种交

互状态。［9］由此可见，学习者脱离情景是难于获得有

效学习的，基于情境的学习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特别是对于语言词汇的学习。
在基于情景的英语学习平台中，我们将学习资源

的组织和管理分为两部分：情景空间和资源空间。情

景空间利用生活中的情景主题表达知识点之间内在

联系，组成语义层；资源空间是由学习对象组成的，包

含与情景主题相关的英语短文、词汇，简单对话、简单

练习等学习资料。学习资源类型也比较丰富，可以是

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体，其语义信息是通过把

其映射到情景空间中的概念来表达的。
下面以一个简单的情景主题作为分类来演示学

习资源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情景主题如图 4 所示。在

每一情景主题里，比如，蔬菜与水果主题再以图片和

文字声音的方式列出与主题相关的词汇语义，如图 5
所示。除了英语词汇语义，还可配上与水果蔬菜相关

的短语、短文和对话，这些短语、短文和对话，可以是

文本和音频，甚至是视频等多媒体。英语学习者的学

习过程，就是首先定位学习对象所在的情景主题，然

后通过词汇层次的各种复杂关系，将目标词汇与其它

相关主题的众多词汇之间建立联系。在将目标词汇通

过意义联想而与其他词汇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就建立

了意义联结，学习者也就完成了对该词的准确、有效

的存储。同时，每一情景主题里还可附加一些练习测

试，测试结果可以保存到学习者模型里。
（2）学习者模型构建与相近学习者

学习者模型的建立和维护，主要包括学习者信息

的获取、处理以及模型表示三个部分。
A．获取信息模块。学习者信息包括学习者的基本

信息、学习状况信息和学习偏好信息。学习者的基本

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专业，职业等）可以让学

习者注册来获取。而学习状况信息和学习者的偏好信

息则需要根据学习者在情境认知平台中的学习经历

来分析获得；最后，按照设计的学习者模型进行表示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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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信息处理模块。信息处理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计

算机可理解的形式化描述模型，情境认知中的英语学

习者可以根据学习者的浏览行为，发现其偏好的学习

内容；根据其测试成绩，描述其学习水平。
C．学习者模型的输出。情境认知平台用 XML 描

述学习者模型，因为 XML 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兼

容性，便于不同平台的数据交换和传输。
在学习者兴趣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空间向量的相

似性计算，就可以计算出相近的学习者，具体方法参

考［10，11］。
五、使用与评测

根据本文构建思路，我们开发了一个简单英语学

习平台原型，并进行使用评测。

图 4 情景主题

图 5 水果与蔬菜词汇

1.平台环境
本平台分为用户应用层、中间逻辑处理层和数据

库层三层结构。
服务器端的运行环境为：Windows2003Server+I－

IS，IIS 具有扩展功能，可将其进一步配置使其成为

WAP 服务器，提供便于手机访问的 WAP 服务。
客户端测试环境采用在 WAP 系统和台式机都

较为流行的 Opera8 和 IE 6.0 浏览器。一般通过它们

测试的系统在手机上和台式机都能正常使用。
手机界面语言采用 WAP 默认的 Wml、WmlScript

语言作为界面开发语言，台式机则采用 html、asp.net。
中间层与数据库连接和动态完成前后台连接采用 C#
和 ADO.NET，C# 语言是基于 framework 类库的一种

高效的语言，可以缩短开发过程。后台数据库层采用

Access 数据库，Access 数据库是轻量级的桌面数据

库，资源耗费较小。当然必要时，Access 可以直接导入

到其它大型关系型数据库进行升级。
2.测试与评价
为了检验基于情景认知的英语泛在学习平台的

使用效果，在开发出简单的原型后，分别采用问卷和

访谈的形式对学习者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为必须进修

英语或对英语感兴趣的学习者，并将这些调查对象类

别分为正式学习（学校）和非正式学习（社会人员），调

查样本各为 100 名。
表 1 正式学习问卷调查结果

表 2 非正式学习问卷调查结果

由表 1，表 2 的统计结果可看出，英语学习平台

中基于情景分类的学习资源组织和管理方式还是比

较受到学习者接受和认可的。同时，主题的选取一定

要与学习者的生活背景紧密联系。大多数学习者还是

比较需要和欢迎这样的英语学习平台，特别是一些非

正式学习人员。
六、总结

本研究从学习者语言认知规律出来，为解决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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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国家多数人学习英语难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构建基

于情景认知的泛在英语学习平台的思路，旨在通过情

景主题的方式组织学习资源，帮助学习者建构和强化

对学习对象的语义理解和运用能力，提高其英语口语

水平和学习效率。平台中还能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过

程，并与其它相近的学习者进行在线交流，克服学习

的孤独感，即时获得帮助。当然，受到人力物力和精力

的限制，本研究还处于试验阶段，只是构建了一个简

单的原型，还不能构建更加丰富学习平台，完全展示

平台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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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English Ubiquitous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Situated Cognition

LIN Mu-hui ZHANG Ji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In the guidance of situated cognition study theories, supported by Pervasive Computing technology, a
Ubiquitous English learning platform is proposed. The focus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echnology
for organizing scene-based English learning resources and building learner models and based on which a simple pro－
totype is developed.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use of the English learning platform for study is effective, easy to
visit, and popular among the learners.

Key words：situated cognition; Pervasive Computing; Ubiquit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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