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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泛在学习能够给予学习者随时发生的学习提供支持，更有利于培养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促使学习者自主研

究学习。从“区别传统学习系统”一点出发，考虑学习者学习风格，结合泛在环境下灵活自由的学习形式，提出了一个自适应

学习系统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体现高等教育学习者自主探究学习，根据环境感知和学习者的学习偏好和认知结构、情感倾向，

提供不同资源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后对泛在学习中自适应学习系统进行思考，为以后研究提供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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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无线网络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学习、

工作与生活的方式，为人类各个方面提供了更为方便和便利

的手段。泛在学习已成为实现终身学习的重要手段，受到越

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而让学习者享受无处不在的学习服务和

学习资源，需要一个自适应学习系统，一方面记录学习者的

学习风格和学习过程，另一方面，根据学习者风格，分析学

习者的学习需求和偏好，推介适合的个性化学习内容，学习

者 终通过简化易用的交互界面获取学习内容。为了真正实

现泛在学习的“无时、无处不在”，减少学习者寻找适合自

己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服务的时间，自适应学习系统的建设迫

在眉睫。本文主要从泛在学习内涵解析自适应学习系统涵义

和泛在环境下自适应学习系统模型研究等方面来进行初探。 

一 泛在学习概述 

1 泛在学习内涵 

泛在学习由“泛在计算”一词演化而来，是美国学者马

克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计算机可以做成各种大小件嵌入到每

件事物中，然后让计算机通过无线通信悄无声息地为人们服

务，而在此基础上的学习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理所当然地

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即泛在学习概念初形成。 

关于泛在学习概念众说纷纭，国内外学者对此没有一个

既定的说法，大致归纳为几点看法：（1）将泛在学习作为泛

在技术和泛在环境条件下的智能学习环境；（2）将泛在学习

作为现代远程教育、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延伸和拓展；

（3）从社会文化和建构主义的角度分析，将其作为一种全新

的技术与学习方式。综上所述，泛在学习是一种无处不在，

随时随地都能发生的学习，学习者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当的工

具和无线网络技术及时获得想要的信息资源和学习支持。 

2 泛在学习意义 

在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大家都已深深感到，现在已处于

一个终身学习型社会，它要求每个人在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

自我发展的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即

“活到老学到老”，这一过程中为跟上时代的步伐，学习者

的学习需求不断增加，学习时间和地点能够自行调配，学习

活动能随时随地根据自己需求来展开。而泛在学习形式能很

好地符合学习者的这一要求，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持续不断地、弹性地获取学习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它解放了

环境条件对人类学习自由的束缚，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人都

可根据自我需求选择自己喜欢的学习工具和学习方式。 

3 泛在学习特点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泛在学习的基本

特点：①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任务为焦点；②需有泛在

技术做支撑的学习环境；③是一种自然自发的行为，学习者

积极主动地参与；④外界学习工具或环境条件不应是学习者

需要适应或注意的对象，学习者更多是关注学习任务和目标

本身。 

二 自适应学习系统概述 

1 自适应学习系统及其意义 

自适应是指处理和分析过程中，根据处理数据的数据特

征自动调整处理方法、处理顺序、处理参数、边界条件或约

束条件，使其与所处理数据的统计分布特征、结构特征相适

应，以取得 佳的处理效果。而自适应学习是在一定物质条

件下一种主动学习，学习者能自主掌控自己的学习过程，根

据自己的现实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策略。

泛在学习环境下，通过该自适应学习系统，对学习者所处周

围环境信息，包括学习者本身特点和行为倾向进行分析，采

用相应的教学策略，给学习者推荐适合的学习路径和学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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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帮助学习者获取需要的、合适的学习支持，完成知识构

建，从而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系统的自适应性越好，对

学习者分析的越透彻，系统给学习者提供的学习服务和资源

就越能接近学习者需求，学习效率就越高。 

2 自适应学习系统现状分析 

目前，基于学习系统的学习都是比较单一的，它以系统

自身为中心，学生登录到平台后，根据系统现有的资源开始

学习，没有充分考虑用户需求和学习偏好，对学习者的个性

化学习限制较大，学习者不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自定义学

习，也即学习系统不具有环境感知能力，能感知学习者周边

环境和及时自动调整学习内容和服务支持，因此，造成了学

习效果不如预期那样明显等诸多问题。在泛在学习环境下自

适应学习系统的应用可以说是处于空白状态，没有相应的自

适应系统模型支持这种教育应用。 

三 泛在学习中自适应学习系统模型研究 

泛在学习的自适应学习系统不是单纯的资源库或学习平

台，而是具有情景感知能力的、针对不同个体差异提供不同

学习支持的智能学习环境，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可随时进

入进行正式或非正式学习，它是语义协同关联、上下文感知

技术等相关综合。因此，自适应学习系统设计考虑以下四

点：一是基于学习者个性特点，如学习风格、认知水平等，

提供自适应相匹配的学习资源；二是能支持自主和协作学

习，团队合作、相互支持；三是教师能看到学习者的学习过

程，对照调整教学活动和做出学习成果评估；四是支持开发

人员进行课程开发。  

综上所述，本研究参考 AHAM（Adaptive Hypermedia 

Application Model）模型，设计了一个新的自适应学习系统架

构，主要从媒体空间、域模型、教学模型、学习者模型、自

适应模型、环境感知模型和用户界面这几个方面考虑，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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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泛在学习中自适应学习系统模型架构示意 

1 媒体空间 

媒体空间主要是指以什么形式储存和描述各种教学资

源，方便学习者在任何时间地点能进行有效的学习，分别对

应有资源库和教学资源描述模型两个模块。资源库储存的信

息有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类型，根据学习者的

特征和学习风格，及所处情境不同，选择合适的呈现方式；

教学资源描述模型是按 SCROM（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标准描述和组织信息资源，便于在不同平

台都能分享和重用。 

2 域模型  

域模型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如一门课程，采用学习

目标等级和领域知识本体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和储存该学科

内容的知识库。这种基于学习目标等级和学习资源描述模

型，保证知识点描述的一致性，还从语义层面对学习内容的

相关知识点属性及其关系进行说明，即知识点描述有原理、

概念、规则、过程和实例等，知识点间的关系种类有包含、

组成、属于、交叉等。域模型为各知识点间自动建立语义关

联奠定了基础，使学习者能够快速方便地获得各种相关学习

内容。 

3 学习者模型 

学习者模型是自适应系统中 重要的部分，是学习者信

念的抽象表示，它被用作诊断学习过程和自适应学习支持的

依据。学习者模型用来记录学习者信息，例如已存在的知识

碎片、学习风格、学习路径、学习时间、系统给予帮助的次

数、知识掌握程度等。学习者在应用自适应学习系统学习之

前，首先通过调查问卷挖掘自身的个性和共性特征，建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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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模型，一旦建立之后它能揭示学习者在系统上的学习偏

好，并且学习过程中不断动态更新学习者信息。 

不同自适应系统有不同的学习者模型，本文设计的学习

者模型是基于学习者文件、学习历史、学习风格和认知结构

四个方面。学习者文件记录基本个人信息，如学习者的姓

名、性别、年龄、专业等，方便系统识别。学习历史记录学

习过程，如学习目标、学习者访问过的教学资源、练习次

数、学习时间跨度、请求帮助次数、及参与的讨论等，有利

于教师了解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促进学习者反思。 

学习风格和认知结构是学习者模型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是实现自适应学习系统中自适应的关键点。学习风格模型参

考 Felder- Silverman 量表前测推断用户学习风格，该量表分

别从信息加工、感知、输入、理解四个方面将学习风格分为

4组维度8种类型，即活跃型和沉思型、感悟型和直觉型、视

觉型和言语型、序列型和综合型。认知结构模型采用学科领

域知识、即将要学习的内容、已访问过的内容、已学习过的

内容、已考核内容、考试成绩等多层叠加表示，便于系统详

细了解学习者认知结构。 

4 教学模型 

教学模型用来模拟教师所用教学策略，储存具体的教学

规律，主要功能是基于不同教学活动主题，选择合适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媒体，然后系统给予学习者相匹配的学习内容。

教学模型运行过程大概分三步：首先，根据教学目标，教学

模型通过域模型和学习者模型记录的学习者认知结构，选择

相应教学内容；然后，从媒体空间中根据学习者模型记录的

学习者学习风格，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呈现教学内容；

后，教学模型将学习内容传递给自适应模型。 

5 自适应模型 

自适应模型主要储存系统自适应规则，包括内容自适应

规则和导航支持自适应规则。内容自适应规则解决内容呈现

的自适应性问题，即学习系统给不同用户传递不同的、合适

的学习资源信息，相关技术包括条件文本（conditional text）、

拓展文本（stretch text）、浏览页变量（page variable）等。条

件文本技术是指根据当前学习者模型，得到学习者学习资源

本体，在媒体空间中寻找与学习资源本体相似或相同的学习

元，与学习者给出的条件进行相似度计算，搜索得到高质量

的学习资源推荐给学习者。拓展文本技术是指根据学习者模

型和当前条件文本进行相似计算，构成候选学习元集，综合

学习者在使用学习元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息，得到 佳的学

习资源给学习者。导航支持自适应规则解决链接水平的自适

应性问题，引导学习者链接到相关感兴趣的信息，相关技术

包括直接导航、自适应链接隐藏、自适应链接分类、自适应

链接注释、自适应链接代、地图自适应等。有了这些规则，

自适应模型可以将学习内容传递并显示在用户界面上。 

 

6 环境感知模型 

环境感知模型是自适应学习系统中 独特的部分，通过

具有感知、计算和通信能力的功能性物体，例如传感器，就

能感知学习者的行为倾向和周围环境信息变化，将获取的境

脉感知数据传送到相应智能部件进行语义转换，根据应用不

同融合不同感知元素， 终形成具有一定语义的境脉信息。

系统通过综合分析境脉信息和学习者模型，获知学习者之前

的知识水平、学习进度、学习风格、认知水平、情感动机和

所处环境等信息，再根据学习者的需求情况，结合自适应模

型规则，合理安排学习者的学习活动和呈现恰当的学习内

容，生成 优化的学习路径，指导学习者进行 佳学习。 

经过应用的境脉感知信息储存在数据库中，当系统感知

到新的信息时，与学习者模型中的历史信息对比，实时更新

数据库，将调整好的信息通过自适应模型及时传递给用户界

面，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与适应性的学习服务。 

7 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用于学习者与学习系统之间进行互动，每个学

习者都拥有自己的个性化界面，也可以自定义学习界面。学

习者登录系统进行学习同时，系统会收到一个反馈信息，然

后系统跟踪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记录下学习者的学习信息，

据此更新学习者模型。用户界面设计以简单易用为主，考虑

上下文感知和自适应推荐功能，方便学习者获取想要的学习

资源，总之，用户界面不要成为阻碍学习者学习的因素。 

四 对泛在学习中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思考 

泛在条件下，学习者可利用自适应学习系统，随时随地

得到学习支持和资源，进行不间断的学习，这种集物理、社

会、技术等因素为一体的多维度、灵活自由、无缝的学习空

间，对人类的终身学习起着推动作用，相信不久将会是一种

新兴的学习模式，但是这种自适应学习系统有些问题值得我

们去思考，为将来普及此应用扬长避短。 

1 学习者的创新思维发展受到限制 

这种具有环境感知能力和考虑学习者的自适应学习系

统，给学习者提供所需的所有学习支持服务，让学习者不费

吹灰之力获取资源，甚至在遇到问题时推荐相应解决方案，

使得学习思考过程被其智能环境替代，而这个思考过程恰恰

是学习能力锻炼和提高的过程，时间一久会使人产生对“自

适应学习系统”的依赖性，束缚了人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发

展，降低了学习者的主动进取性。 

2 自适应学习系统不能替代传统学习 

虽然利用自适应学习系统进行学习有诸多优点，对终身

学习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并不能替代传统的课堂学习，它

只是对于传统学习方式之外的学习提供一种工具、补充和支

撑。泛在环境下学习理论，即建构主义观也告诉我们，学习

的发生发展主要由人主导，如若不是，则违背了人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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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3 阻碍自适应学习系统实现的因素 

在目前现有的条件下，技术难度会是妨碍自适应学习系

统实现的现实因素。学习系统能否自适应的与不同环境下多

种智能终端设备自动连接，能否实现环境感知特性定位学习

者所处位置及环境信息、正在进行的学习行为、与周围环境

及他人的交互情况，能否根据学习者需求自适应提供并呈现

各种学习资源，等等这些方面涉及的泛在技术是现在无法做

到的，是未来技术发展的目标。 

另外，对接入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泛在学习设备，具有较

高的硬件要求，导致实际消费较大，能否应用普及还是未知

之数。对使用自适应学习系统能否得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学

习者能否拥有或适应这种新型的学习方式等方面的质疑，都

是阻碍自适应学习系统实现的因素。 

五 总结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们的要求日益增高，终身学习是不

可避免的趋势，而泛在学习的出现能为终身学习成为可能提

供一种解决方式，时间和距离、权限都不会是制约和阻碍学

习的因素。为了满足学习者不同的学习需求，设计出不同学

习资源并组合呈现方式，实现个性化的学习，本文基于泛在

学习的各个理论视角探究，初步构建了泛在学习中自适应学

习系统模型，为学习者学习提供一种参考方法，当然这只是

作者做的理论设想，未进行技术实现，因此后续研究工作还

会继续努力，相信系统的实现会给泛在学习的研究产生很大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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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Model of Adaptive Learning System for U-learning 

CAO Shuang-shuang    WANG Yi-zhi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U-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and a breakthrough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is recognized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learners to learn using a variety of digital resources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at anytime. In order to b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learning system, I put forward a model of adaptive learning system for U-learning in conjunction with learning style. The model mainly 

reflects higher education to learn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to Context-Aware and learner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preferences, the 

system can provide different resources to meet the needs of learners. Lastly, we should posture cold reflection on the U-learning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significant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 U-learning; adaptive learning system; learning style;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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