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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化：学习服务设计的新思路

武法提袁 黄石华袁 殷宝媛

渊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教育技术学院袁 北京 100875冤

[摘 要] 野互联网+教育冶时代袁学习者的学习场景是动态多变的袁其精准化学习服务的提供都需要在合适的学习场

景中进行袁由此逐渐形成围绕野场景冶进行个性化学习服务设计的新业态遥 而目前传统的学习服务模式缺乏对场景特性

的考虑袁基于此袁研究拟提出一个场景化的学习服务支撑架构袁意图从实践层面上探讨个性化学习服务模式的设计袁以满

足新时代高精准的个性化学习服务要求遥 该架构从量化野场景冶的视角袁对场景的内涵尧要素以及场景化服务运行机制进行

剖析袁在此基础上袁融合大数据挖掘方法袁将个性化学习服务支撑架构划分为场景化的数据模型层尧学习者场景模型层和场

景化的推送模型层 3层架构袁以此来构建一个以野场景冶为核心的 3层个性化学习服务支撑架构袁并从技术实践层面上

分析了各层架构的实现路径袁进而为新时代构建一个精准的个性化学习服务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设计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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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人类进入野互联网+冶时代袁以野互联网冶为代表的

先进技术已经成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袁 其新理

论尧新技术与各社会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袁引发了链

式突破袁推动着各社会领域从数字化尧网络化向智能

化的跨越[1]遥为抢抓互联网领域的战略高地袁国务院在

2015年 7月出台了叶关于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冶行动的

指导意见曳[2]等相关的规划和政策袁更是引发了各社会

领域新一轮的变革浪潮遥 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袁伴随着

国家野互联网+冶行动计划的稳步推进袁互联网与教育

的深度融合正逐渐颠覆传统的教育生态袁不断重塑一

个开放共享的新型教育生态袁开启了野互联网+教育冶

时代的新征程遥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袁教师和学生的

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袁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也

逐渐淡化袁 学习的发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学校范畴袁

还可以发生在不断变换的碎片化时空场景之中渊如咖

啡厅尧休闲吧等冤袁这就促使学习者越来越寻求一种即

时性强尧匹配度高尧体验感好的个性化学习服务模式袁

而原有的学习服务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型学习者的

即时性强尧精准度高的个性化学习需求遥因此袁如何对

原有的学习服务模式进行重新架构与设计袁 以应对

野互联网+教育冶 时代新型学习服务模式的即时性强尧

精准度高的个性化学习服务要求袁实现学习服务模式

从同质化服务模式向精准的个性化服务模式转型袁则

是当前教育技术领域亟须解决的难题之一遥

纵观以往的学习服务模式研究袁一方面由于以往

科技水平的局限性袁学习者的行为表征数据难以实现

数字化袁并且各个学习系统的数据也没有实现共享互

连袁导致难以获取学习者较为全面的学习行为轨迹数

据袁分析的结果也就难以让人信服曰另一方面袁以往传

统的学习服务模式的研究袁大部分是基于学习者自身

的行为属性的分析结果来构建个性化学习服务模型袁

很少关注学习者行为的时空特性以及数据维度之间

的语境关联分析袁导致数据的描述难以还原出学习者

真实的学习生活场景袁导致无法深层次发掘学习者高

层次的语义知识 渊如潜在学习行为模式尧 学习意图

等冤袁 分析的结果就难以反映出学习者真实的学习需

求袁进而影响了学习服务的精准度遥 而随着人类进入

野互联网+冶时代袁人与设备的高度融合袁以往多元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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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尧碎片化的隐性场景特征逐渐被互联网设备所感知

和理解袁人类场景化特征也愈发凸显袁极大地重构了

人们以往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态袁表征着一种新生活

场景的崛起袁引发了研究者试图用野场景理论冶框架去

重新诠释野互联网+冶时代下人类的生活形态遥基于此袁

本文通过引入野场景冶的理念袁来探讨场景化的学习服

务支撑架构及其实现路径袁试图为野互联网+教育冶时

代下新型学习服务模式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行性视角遥

二尧场景的内涵尧要素以及场景化服务的

运行机制分析

渊一冤场景的定义与内涵

野场景冶一词袁最早出现在戏剧或影视剧中袁指的是

戏剧或影视剧中的场面尧情景袁它是在特定的时间尧空

间内发生的有一定的任务行动或因人物关系所构成的

具体生活画面袁相对而言袁是人物的行动和生活事件表

现剧情内容的具体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横向展示[3]遥

在戏剧和影视剧中袁场景作为基本元素袁它是由人物尧

时空尧事件渊行为冤尧环境渊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冤

等要素组合成的景况袁强调的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尧以

塑造人物为主题的动态描写的生活画面遥但由于场景包

含了人的因素袁是在已有环境渊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等冤的基础上契合了文化尧制度尧习俗尧行为尧心理等要

素所构成的生活画面袁融入了对人们生活的理解袁对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理解[4]遥 正是因为场景这层

内涵袁被其他领域所广泛引用袁使得其含义也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遥 如社会学领域中袁社会学家埃尔温窑戈夫

曼渊Erving Goffman冤认为袁野场景冶是根据所处的环境尧

特定角色尧特定的行为等因素构成的生活场面袁注重

的是人类的社会和行为[5]遥传播学领域中袁著名传播学

者约书亚窑梅罗维茨渊Joshua Meyrowwitz冤基于埃尔温窑

戈夫曼(Erving Goffman冤和马歇尔窑麦克卢汉渊Mashall

McLuhan冤理论基础上袁提出的野场景冶是超越地域的

信息系统的野场景冶袁他认为野场景冶是超越物质上定义

的社会场合袁并且有着自己的规则和角色预期袁是由

我们扮演的和观看的社会角色综合决定的[5]遥 在城市

社会学领域中袁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特里窑克拉克

渊Terry Clark冤[6]认为袁野场景冶的构成是野生活娱乐设施冶

的组合袁这些组合不仅蕴含了功能袁也传递着文化和

价值观[7]遥在计算机领域中袁有学者认为野场景冶是智能

空间在某一状态下所包含的情境信息及其所需执行

动作的集合袁体现用户意图的高级情境[8]渊高级情境是

指不能由感知设备直接获取袁而由基本情境通过情境

融合推理得到的情境数据冤遥而随着野互联网+冶时代的

到来袁野场景冶的内涵也逐渐渗透到互联网领域袁这个

时代的野场景冶已经超越了原来社会尧文化尧心理等不

同行为所构成复杂多元生活画面的物化概念袁在更加

强调对人及其行为关注的同时袁也非常注重行为的时

空特性的重要性袁并透过具有时空特性的人类行为关

系的表象袁关注新时代下的野场景冶实质要要要理解人类

真实的场景需求袁以获得对野场景冶的真实认识和评

价袁注重的是以野人冶为主体尧以野人冶为中心的精准化

服务理念遥因此袁互联网时代下的野场景冶可以理解为院

它是基于特定的时空领域范围袁围绕以野人冶为中心袁

以需求为导向袁以感知设备为载体袁以事件为表现形

式的行为序列总和遥该定义下的野场景冶是人物尧时间尧

空间尧事件尧背景等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袁它更加关注人

类行为的时空立体感和行为事件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渊即行为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冤袁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生

活方式尧行为模式尧思维范式等规律遥

渊二冤场景的要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发掘隐含在场景数据下的人类社会

现象和行为规律袁 还需要对场景的构成要素进行分

析袁进而才能对复杂的人类行为进行量化处理遥 [9]基于

前面对野场景冶定义与内涵的分析袁本文从量化的角

度袁将野场景冶的要素分为主体渊人冤要素尧时间要素尧空

间要素尧设备渊技术冤要素和事件渊行为冤要素 5 个要

素袁这 5个要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袁而是相互制约尧共

同作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渊如图 1所示冤袁并能很好地

量化出人类日常生活的行为轨迹袁即野什么人尧什么时

间尧什么地点尧做了什么事冶袁便于理解人们的真实诉

求袁匹配与他们需求相适应的服务信息袁实现精准场

景化服务遥

图 1 场景的要素关系

主体要素院场景中的主体要素是人袁人是场景中

最核心的要素袁它既是场景化服务的起点袁也是终点袁

体现以野人冶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遥关注主体要素就是关

空间要素

事件要素

主体要素

设备要素

时间要素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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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场景中人的价值和作用袁 人激活了冰冷的场景袁赋

予场景以人文价值袁同时袁场景又反作用制约着人的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袁它们相互制约袁共同塑造着场景

的多样化遥

时间要素院时间是场景最基础的要素袁它是理解

场景结构和历时变迁的关键所在袁也是理解场景中主

体及其行为的重要工具遥 时间具有共时性和历史性袁

共时性侧重考察场景内各部分的相关关系袁把握场景

的结构袁历史性侧重考察场景的发展变迁袁把握场景

的发展形态遥

空间要素院空间是场景的最基本的要素袁它是场

景发生尧发展所依存的生存环境袁同时袁也是理解场景

中主体及其行为的重要工具遥这里的野空间冶超越了概

念化的物理空间袁不仅仅指地理范围的空间渊由背景

和物体构成冤袁还包括地理空间的环境特征渊如声音尧

光线尧温度尧湿度尧气味等冤遥

设备要素院设备是场景不可或缺的要素袁它是感知

场景的技术支撑袁可以视为场景中人与物沟通的桥梁遥

在类人格化的感知设备支持下袁通过感知用户时空尧动

作尧情感等情境变化信息袁再透过感知设备无所不在的

运算环境袁量化计算用户真实的场景需求袁主动地为用

户提供适时尧适宜的信息服务袁使得场景从无生命的冰

冷场变得具有感知能力袁变得富有智慧性遥

事件要素院事件是场景必不可少的要素袁它的重

要性就相当于鱼离不开水一样遥这里的事件是指人与

人尧人与物互动关系产生的行为序列袁这些行为序列

形成了海量的用户数据袁成为驱动场景化服务的底层

引擎和枢纽要素袁通过量化计算海量事件数据袁可以

精准匹配用户的场景需求遥数据交互越频繁袁人与人尧

人与物的相关关系就越清晰袁场景结构的解析也就越

明晰遥

渊三冤场景化服务的运行机制

在野互联网+冶时代袁场景化服务的核心是以用户

场景作为出发点袁通过分析用户场景数据袁挖掘用户

真实的需求袁 进而提供基于场景的精准化信息服务遥

从某种程度上袁场景化服务的最终目的就是向用户提

供特定场景下的适配信息服务[10-13]遥 而提供适配的信

息服务离不开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袁只有在大数据的支

持下袁 感知设备才能更具象地追踪用户的行为轨迹袁

进而深层次挖掘用户的真实需求袁为用户提供精准化

的信息或服务遥 [14]从某种意义上说袁野互联网+冶时代下

场景化服务的本质就是数据驱动的精准化服务的分

析处理的过程遥 [15-17]基于此袁结合大数据分析的处理流

程袁由此得到野数据驱动冶的场景化服务运行机制袁如

图 2所示遥 其运行机制主要经过数据的场景化计算尧

用户场景需求的理解尧场景需求信息的匹配和推送等

3个关键步骤的运算流程袁 这 3 个运算流程相互影

响袁共同作用构成了场景化服务的运行机制遥

图 2 场景化服务运行机制

三尧场景化的学习服务支撑架构的设计

通过上述对野场景冶的内涵尧要素以及场景化服务

运行机制的梳理和分析袁实现精准场景化服务袁则需要

经过数据的场景化计算尧用户场景需求的理解尧场景需

求内容的匹配与推送等 3个关键步骤的计算遥 基于该

架构的 3个关键步骤袁 本文将场景化学习服务支撑架

构划分为场景化的数据模型层尧 学习者场景模型层和

场景化的推送模型层 3层核心内容袁 这 3层的内容既

相对独立袁又相互影响尧相互制约袁共同作用形成了一

个闭环尧自适应的学习服务支撑架构渊如图 3所示冤遥

从图 3的架构图可以看出袁该架构是基于大数据

思维逻辑进行架构设计袁从而保证了学习场景数据的

完整性与连续性袁有利于深层次发掘学习者的行为规

律遥其中袁第 1层是场景化的数据模型层袁它是学习服

务支撑架构的数据基础层袁 目的是构建一个可共享尧

可重用的场景数据模型袁打破各异构数据源的数据壁

垒袁实现各学习系统的数据共享互连遥 其实现路径的

设计主要包括异构数据的场景化规范尧场景数据的形

式化描述等关键步骤的设计曰第 2层是学习者场景模

型层袁它是学习服务支撑架构的数据分析层袁目的是

为每位学习者构建一个多粒度的学习者场景模型袁挖

掘出学习者在不同学习场景下真实的学习需求遥其实

现路径的设计主要包括多粒度学习者场景发现算法

的设计袁周期性学习者场景发现算法的设计袁多层次尧

多粒度的学习者场景序列集的生成等核心算法的设

计遥 第 3层是场景化的推送模型层袁它是学习服务支

撑架构的数据应用层袁目的是构建一个场景化的学习

服务推送模型袁实现精准化的学习服务推送袁即匹配

出学习者当前的学习场景需求袁主动推送给学习者适

配的学习资源遥其实现路径的设计主要包括学习场景

的适配机制渊学习场景的识别和需求匹配冤尧场景化的

数据的场景化计算

用户场景需求的理解

场景需求信息的匹配和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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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

场景化

模型

学习者

场景模型

场景化

学习

服务架构

的推送

场景化

模型

xAPI场景化中间件 场景要素语义分类库

实例院谁在什么时间尧什么地点尧使用什么设备尧做了什么事

时间 空间 设备 事件 学习场景

Times Locate Devic L_ContextEvent

可共享尧可重用的场景数据模型

= 伊 伊 伊 ={(t,l,d,e)丨 t沂T,l沂L,d沂D,e沂E}

多粒度学习场景发现

频繁场景序列

热点场景序列

周期性学习场景发现

单场景周期性模式

多场景关联周期性模式

多粒度的学习者场景模型

场景化的学习服务推送模型

学习场景的识配机制 场景化的推送引擎

协同过滤

推送算法

场景算法库 匹配规则库 学习资源库 推送策略库

图 3 场景化的学习服务支撑架构

图 4 场景化数据模型的实现路径

监测行为轨迹数据归类分析

实时位置

用户信息

学习任务

活动轨迹

噎噎

场景数据感知

感知的方式 感知的场景维度

本体感知

协同感知 感知设备

感知空间

感知时间

感知行为

监测

生成

生成

静态情境数据

数据归类分析

动态情境数据

数据的场景化规范

时间 位置 设备 事件

规范化 规范化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场景化数据模型生成 场景数据的形式化描述

时间维度

作业场景

空间维度课堂场景

事件维度

实例院上午 10院00袁小明在教室使用平板电脑做有理数作业袁35分钟做完袁得分 95分

"Actor"}:[{"小明":[{"grade":"初一"}]}],

"Times":[{"10:00":[{"time":"课堂学习"}]}],

"Context":[{"Local Context":[{"北二附":[{"Local Context":[{"学校"}]}],

"Device Context":[{"iPad":[{"Device Context":"平板电脑"}]}],

"Verb":[{"做":[{"GBK":"created"}]}],

"Object":[{"作业":[{"grade":"初一","course":"数学","knowledge point":"不等式"}]}],

"Result":[{"95分":[{"level":"优秀"}]}],

"TSpan":[{"30分钟":[{"task duration":"高效"}]}],

}

学习场景

={渊t,l,d,e冤丨 t沂T,l沂L,d沂D,e沂E}

推送引擎尧适应性内容呈现等核心部件的设计遥

四尧场景化学习服务架构的实现路径

为了更好地将场景化学习服务架构付诸实践应

用袁本文从技术实践层面分别对该架构的场景化数据

模型尧学习者场景模型和场景化推送模型等 3层模型

的实现路径进行设计遥

渊一冤可共享尧可重用的场景化数据模型的实现路径

可共享尧 可重用的场景化数据模型的实现路径袁

就是如何将多元异构的数据转化为场景化规范的数

据袁构建场景化的数据模型的过程遥为了更直观尧更详

细地描述该模型的实现路径袁本文将模型的实现路径

渊如图 4所示冤 划分为学习者情境监测尧 场景数据感

知尧数据场景化规范尧场景数据的形式化描述尧场景化

数据模型生成等 5个阶段遥第 1阶段是学习者的行为

轨迹数据归类分析阶段袁主要是对各异构学习系统产

生的行为轨迹数据进行归类分析袁提取各异构数据源

之间的数据共享特性袁 整合生成统一的数据接口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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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的

场景数据集

学习场景的

语义信息库

场景数

据维度

的多粒

度描述

基于时空聚类的学习场景发现

多粒度的场景数据集 学习场景的挖掘

时空相似度计算
场景中事件序列生成

时空聚类合并计算
学习场景序列生成

多粒度尧多层次

学习者场景模型

周期性学习场景发现 基于增量式场景聚类的热点场景挖掘

单学习场景周期模式发现

多学习场景关联周期模式发现

基于时间分层聚类的热点场景分类计算

场景的增量合并计算 场景的频繁事件挖掘

热点场景序列生成 频繁事件序列的生成

图 5 多粒度学习者场景模型的实现路径

于采集各异构数据源的学习行为轨迹数据遥第 2阶段

是场景数据感知阶段袁 主要借助互联网的感知设备袁

采用本地感知尧协同感知等方式袁捕捉并采集学习者

学习场景的变化信息袁生成学习场景元数据袁并对这

些元数据的属性进行语义化标注袁便于生成规范化的

场景数据遥 第 3阶段是数据的场景化规范阶段袁主要

是将采集到的场景数据转换为直接被机器读取和识

别的结构化数据袁生成标准通用的场景化数据规范格

式遥 该规范格式是在基于国际轻量级的学习技术规

范要要要xAPI渊Experience API冤规范基础上生成的袁其

生成的规范化格式可以表示为院 Learning_Context渊学

习场景冤= Time 渊时间维度冤伊Locate_Context 渊空间维

度冤伊Device_Context渊设备维度冤伊Event渊事件维度冤袁其

数学公式表示为 LC = T 伊 L 伊 D 伊 E = {(t袁l袁d袁e)|t沂

T袁l沂L袁d沂D袁e沂E}袁 其中袁t为时间集合 T 的元素袁l

为位置集合 L的元素袁d为设备集合 D的元素袁e为事

件集合 E的元素袁由此生成的场景化数据格式可以描

述为院 野谁在什么时间尧什么地点尧使用什么设备尧做

了什么的事情冶袁 更能完整地勾勒出学习者学习活动

的全貌袁 有利于深层次挖掘学习者真实的学习需求遥

第 4阶段是场景数据的形式化描述阶段袁主要是将规

范化后的场景数据进行形式化描述袁通过将场景化数

据的时间尧空间尧设备尧事件 4个维度进行序偶对组合

之后袁 融合动态多维数据组合的数据形式化描述方

法袁生成不同维度组合的场景化数据描述语句袁存储

到 xAPI的 LRS渊学习记录库冤中袁便于生成不同维度

的共享场景数据模型遥第 5阶段是场景化数据模型生

成阶段袁 该阶段主要是基于前面 4个阶段的运算结

果袁根据场景数据维度的划分方式袁构建不同维度的

数据立方体袁生成可共享尧可重用的场景化数据模型袁

以满足异构数据源之间的按需传输的数据传输要求遥

渊二冤多粒度学习者场景模型的实现路径

基于前面场景化的学习服务支撑架构的分析袁学

习者场景模型的实现就是通过对海量的学习场景数据

进行分析袁 挖掘不同学习场景下学习者真实的个性化

学习需求袁 进而为每位学习者构建个性化的学习场景

需求模型遥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对场景数据维度渊时间维

度尧空间维度尧设备维度和事件维度冤信息进行分层次尧

多粒度描述袁采用基于时空聚类的学习场景发现算法袁

生成多层次尧多粒度的学习场景序列袁并基于该学习场

景序列袁 融合增量式场景聚类算法和时间分层聚类算

法渊以野天冶为单位的时间粒度冤袁将学习场景进行合并

计算袁挖掘学习者的热点学习场景袁在此基础上袁结合

频繁序列挖掘算法袁 对热点学习场景中的事件序列进

行频繁序列计算袁分析提取该学习场景下的学习需求曰

而为了更深层次地挖掘学习者的潜在学习需求袁 本文

基于生成的多层次尧多粒度的学习场景序列袁结合频繁

序列挖掘算法挖掘学习场景的周期性模式袁 发掘学习

者单个学习场景的周期性模式和多学习场景关联的周

期性模式袁最终构建出多层次尧多粒度的学习者场景模

型遥 由此形成的模型实现路径如图 5所示遥

渊三冤场景化学习服务推送模型实现路径

场景化的学习服务推送模型的实现袁 就是甄别学

习者当前的学习场景需求袁 主动推送适配的学习信息

服务或内容给学习者的过程遥 其模型的实现路径是基

于前面构建的多粒度学习者场景模型袁 结合场景的识

别算法袁感知当前的学习者场景袁理解当前学习场景的

学习需求袁匹配当前学习场景的学习者特征状态渊如认

知水平尧学习风格尧社会网络尧兴趣偏好尧情感状态等特

征冤袁从而提高学习服务推送的精准度袁保证场景之间

语境的完整性和全面性遥 本文通过多场景关联的周期

式模式袁发掘与当前学习场景相关联的学习场景需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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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学习服务场景 学习资源的匹配机制

识别

服务

场景

学习 学习学习

场景 场景

需求 需求

分析 生成

场景识别的

算法规则库

学习者场景

信息库

学习工具

学习方式

学习方法

学习评价 学习伙伴

学习进度

学习内容

学习活动

场景

需求

连接

连接

连接

连接

连接

连接

连接

连接

资源关联
分析模型

匹配规则库

适应性内容的呈现策略 场景化的推送引擎

基于 Multi-Agent

协同过滤推送算法

推送策略库

触发推送的时机

触发关联

规则库触发推送的方式

触发推送的场景

触发推送的内容

图 6 场景化的学习服务推送模型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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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结 语

随着教育进入野互联网+冶时代袁互联网与教育的

深度融合不断重构着新型的学习服务形态袁 精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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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内容及其实现路径袁试图为野互联网+教育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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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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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based Service: New Thinking of the Design of Learning Service

WU Fati, HUANG Shihua, YIN Baoyu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education", the learning scene is dynamic and changeable, and the

provision of precise learning services needs to be realized in appropriate learning scenarios, thereby the

learning scen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service design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Since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service model lacks consideration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enario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cenario-based learning service support framework, aiming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rvice mode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 quality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rvice

in the new era.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ion, elements an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cenario from a quantitative "scenario" perspective. Then, according to the big data mining method, this

learning service support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scenario-based data model layer, learner scenario model

layer and scenario-based push model layer to build a three-layer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rvice support

framework with "the scenario" as the core. Lastly,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different layers are analyzed

from the technical practice level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design thinking for building a precise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rvice model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nternet +"; Learning Service; Scenario; Supporting 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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