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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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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于传统教育模式和新兴的互联网教育模式袁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将伴随 5G

网络和终端产业发展成为下一代学习服务新模式遥 其中袁如何实现学生尧教师以及家长之间随时随地的学习服务和精准

服务的闭环环境成为研究的关键所在遥 研究以教育主体和教育环境为核心袁结合移动互联网的构成要素创建基于移动

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模型 渊Mass Learning Service Ecological Model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袁 简称 3M模

型冤袁从学习空间尧学习媒体尧学习资源尧学习支持和学习平台支持五个方面特征对其下一代学习服务生态环境进行了阐

述袁并分析了基于 3M模型的五个典型智能学习场景院无人智能化学习环境尧物联协同学习环境尧智能终端学习环境尧多

维度空间学习环境尧智能教学机器人袁并构建基于学习场景划分的智能学习中心服务算法 ILCSA袁最后以基于移动互联

网的中小学大规模学习移动终端应用案例作为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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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从装备到内容再到服务是伴随着智慧城市发展

的智慧学习支持发展的明确路线图袁而知识体系化又

为学习服务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遥基于大规模学习

服务系统及其特定的应用袁学习服务将成为教育信息

化的深入发展对象袁也将成为大规模学习服务支持系

统尧智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的一部分[1]遥我国

以移动互联网与移动设备为代表的移动学习环境的

不断完善袁也为未来学校和智慧学习环境建设提供着

更大的发展空间[2]遥

移动互联网环境是以移动互联网作为接入网络

的互联网及服务袁包括三个要素院移动终端尧移动网络

和应用服务[3]遥移动互联网的前提是移动终端袁基础是

接入网络袁核心是应用服务袁其主要由移动网络渊5G+

WIFI+GPRS等冤和移动终端渊手机尧PAD及所有带屏

的移动设备冤组成[4]遥基于以上背景可以提出参考性的

移动互联网定义院一种通过移动智能终端袁采用移动

网络来访问平台的服务遥该服务包括三个要素院终端尧

网络尧平台遥具体来说袁移动终端设备融合了强大的计

算以及通信功能袁 实现了记录学习者周围的天气尧地

点尧人物尧知识甚至思维等[5]遥

不同于传统教育模式和新兴的互联网教育模式袁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将伴随

5G 网络和终端产业发展成为下一代学习服务新模

式遥其中袁如何实现学生尧教师以及家长之间随时随地

的学习服务和精准服务的闭环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遥 因此袁本研究构建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

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模型 渊Mass Learning Service

Ecological Model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袁 简称 3M

模型冤袁这不仅突破了学习空间尧学习资源尧学习方式

等学习限制袁能够实现学习者随时随地地进行自主学

习尧路线制定袁并且可以融合多方面的支持和综合服

务[1袁6]袁是未来大规模学习服务的发展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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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服务

生态环境模型

渊一冤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

境模型构建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袁学习是学习者的原有知识经

验生成意义和建构理解的过程袁它强调了教育主体原

有知识体系与学习环境的互动过程曰泛在学习理论强

调袁随着大规模技术的普遍应用袁学习者学习易获得

性增强袁环境需要提供知识系统化和学习过程化的支

持服务曰成人学习理论指出袁学习者自我导向在情境

学习环境中具有重要驱动作用遥 可以看出袁在大规模

学习服务生态环境中主要是由教育主体与教育环境

两部分构成[7-8]袁学习者原有的知识体系在情境中的建

构过程和环境的系统化以及过程化支持是相互协作

的遥 结合移动互联网的终端尧网络和平台三个主要构

成要素袁运用大规模学习服务分类袁针对不同的教育

主体特征和闭环服务环境袁可以提出基于移动互联网

的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模型袁如图 1所示遥

在 3M模型中袁描述了教育主体在教育环境下进

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系统过程袁包括移动

互联网尧教育主体尧教育环境尧全学习过程以及精准大

数据五个主要部分袁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服务生态

环境模型袁使得教育主体之间能进行更有效尧便利的

交互袁从而提升整个生态模型的教学效果遥

教育主体和教育环境是该模型中最基本的构成

要素袁其中教育主体包括学生尧教师尧家长和管理者[9]曰

主要的教育环境有物理环境尧 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遥

物理环境是指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支持下袁 对教室尧

文化馆尧博物馆尧科技馆等物理空间进行智能化改造遥

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人际交往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10]曰

网络环境主要涉及网络云平台尧网络学习社区尧开放

课程平台等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平台遥移动互联网

是 3M模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袁构成了整个系统教育

活动的基础遥 教育主体通过终端连接网络来访问平

台袁从而获取海量学习资源遥 3M模型中所产生的精准

大数据袁通过云计算技术可以即时储存在云端上遥 通

过精准大数据分析袁可以向学习者提供全学习过程的

服务袁提供个性化精准的教育资源袁从而提高教育教

学的效率袁提升教育教学的效果遥

渊二冤传统学习与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差异分

析

依据 3M模型袁可以依据学习生态环境的基本构

成要素袁从学习空间尧学习媒体尧学习资源尧学习支持

和学习平台支持五个方面对传统学习和基于移动互

联网的学习进行差异分析[11]袁见表 1遥

表 1 传统学习与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比较

其中各要素的比较主要分为五个方面院

1. 学习空间遥 传统学习主要是在固定的物理空

间袁如在教室展开的学习方式遥 传统学习的社会空间

单一袁学习者尧教师尧家长以及管理者之间的联系不够

密切遥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支持智能化的学习空

间袁不再单单局限于教室这样的物理空间袁更多是拓

展到了网络空间遥 此外袁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拥有

丰富的社会空间袁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人际

传统学习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

学习空间
固定物理空间尧单一社

会空间

智能化学习空间尧 丰富

社会空间

学习媒体 单一纸质媒体尧黑板粉笔 跨终端尧富媒体尧移动设备

学习资源 纸质教材尧教师面授
多种数字化资源尧 网络

资源

学习支持 面对面交流答疑
面对面与非面对面结合

的交流答疑

学习平台支持 教室物理平台 移动教育平台

图 1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模型渊3M模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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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环境下袁学习者尧教师尧家长以及管理者能够及时

高效地紧密联系起来袁对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关注度更

高遥

2. 学习媒体遥传统学习的教学媒体主要是单一的

纸质媒体和黑板粉笔遥 而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

中袁移动设备的使用实现了跨终端和富媒体的结合遥

3. 学习资源遥传统学习资源主要依赖于纸质材料

和教师面授遥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为学习者提供

了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和网络资源袁促进了优质教育教

学资源的广泛共享和应用遥

4. 学习支持遥传统学习只满足面对面交流答疑的

学习支持遥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则打破了面对面

交流答疑的局限性袁 实现了非面对面交流答疑的形

式遥

5. 学习平台支持遥 在传统学习中袁学习平台支持

是基于教室的物理平台遥而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

中袁学习者可以借助网络虚拟环境渊移动教育平台冤力

求实现随时随地的学习和探究遥

因此袁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能够实现传统学习

相对薄弱的服务功能袁为学生带来更强的学习资源精

准服务和学习过程体验袁更能扩展学生的学习视野遥

三尧基于 3M模型的学习生态环境的

智能学习场景分析

渊一冤基于 3M模型的学习生态环境的智能学习

场景要素分析

图 2 基于 3M模型的学习生态环境的智能学习场景要素分析

基于 3M 模型的智能学习场景主要由三个层次

的服务共同组成袁如图 2所示遥 其中袁内层为云层袁云

层的核心为智能学习中心袁中心连接各个云平台渊移

动终端的 APP冤[12]曰中层是学习场景袁基于 3M模型的

智能学习场景主要有 S1无人智能化学习环境尧S2物

联协同学习环境尧S3智能终端学习环境尧S4多维度空

间学习环境尧S5智能教学机器人五个学习场景曰外层

是边缘层袁进行终端边缘计算遥依据数据传输路径袁存

在智能云计算将精准大数据从边缘层传输到云层袁然

后从云层传输给智能学习中心袁再从智能学习中心应

用到相应智能学习场景的精准大数据传输路径遥

渊二冤基于 3M 模型的学习生态环境的智能学习

场景描述

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的智能化是保证学习

服务质量的关键袁这种智能化根据环境技术应用程度

和数据交互水平是分级分层的遥它按照智能化程度划

分袁主要来源五个方面袁空间维度的拓展尧人工智能功

能的应用尧数据的多源采集尧学习过程的无缝化和个

人终端的使用遥根据学习生态环境智能化来源和学习

者的数据交互关系程度袁结合 3M模型的学习生态环

境的要素关系袁可以将该生态环境划分为五个典型智

能学习场景袁见表 2遥

表 2 基于 3M模型主要存在五个智能学习场景描述

渊三冤基于智能学习场景的智能学习中心服务算

法

基于 3M模型的智能学习场景框架袁结合移动终

端袁可以构建基于智能学习中心核心服务算法 ILCSA

渊Intelligent Learning Center Service Algorithm袁

ILCSA)遥 当学生的全学习过程通过移动设备接入时袁

学习环境生态将智能地进行如下算法院

Step1院多终端数据采集汇聚到边缘端曰

Step2院 边缘端进行判断是否完成了智能学习服

务袁根据结果转入到 Step2或者 Step6曰

学习场景 描 述

S1无人智

能化学习

环境

如无人图书馆袁 突破了传统图书馆地域和时间的

限制袁实现了资源共享袁达到了数字化尧智能化尧个

性化的学习模式

S2物联协

同学习环

境

存在多种终端设备袁共同协同来提升学习环境袁并

通过物联网实现学校尧家庭尧社区以及教育机构等

的有机整合袁达到全学习活动的无缝连接

S3智能终

端学习环

境

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时间和学习方式袁 实现学习

扁平化袁通过直连应用渊APP冤来更加灵活地获取学

习资源

S4多维度

空间学习

环境

如 VR智慧教室袁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环境拓

展多维度袁包括物理尧社会尧网络以及虚拟等多种

学习空间

S5智能教

学机器人

帮助学生规划学习过程袁记录学习轨迹袁智能推荐

学习内容袁提供伴随化和定制化的学习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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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院云端智能学习中心进行数据分类袁并深度

学习形成多类别分类模型曰

Step4院 云端智能学习中心应用分类模型进行场

景匹配及其相应的服务推荐和接入曰

Step5院 智能服务接入并根据服务结果完善学生

知识地图曰

Step6院 对学生进行学习检测后进行路径智能推

荐袁转入 Step2或者退出遥

四尧基于 3M模型的移动互联网大规模

学习环境分析

以移动互联网学习系统为基础[2]袁结合移动互联

网的特征服务和大规模学习的内容袁 可以构建基于

3M模型的移动互联网大规模学习环境袁如图 3所示遥

图 3 基于 3M模型的移动互联网大规模学习环境

可以看出袁基于 3M模型的移动互联网大规模学

习环境主要分为两个层次袁即移动互联网和大规模学

习遥目前袁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发展过程中袁移动互

联网学习是由技术驱动袁即首先由终端的支持到网络

的支持再到平台的支持遥 针对大规模学习袁包含四个

层次院最内层是移动教育平台袁提供具体细粒度的服

务元单元曰第二层是移动终端袁成为大规模学习服务

的统一入口袁这是与互联网教育服务最主要的区别之

一曰第三层是教育参与主体袁是多主体多终端的泛在

化学习服务生态环境曰最外层是移动互联网络袁为大

规模学习环境提供智能链接遥 这样袁在移动互联网络

渊5G++WIFI+GPRS 等冤的环境下袁教育参与主体渊教

师尧学生尧家长以及管理者冤使用移动终端渊平板电脑

等冤袁通过移动教育平台渊微信尧QQ等冤来开展和实施

大规模学习服务遥

五尧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小学大规模

学习生态环境应用案例分析

以某中学生为例袁 他的家与学校相距 6公里袁每

天需要花费 20分钟从家坐公车到学校袁 可以采用基

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方式袁利用其碎片化时间开展学

习活动遥采取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方式的适

宜环境要求是袁学习者应该处在一个较为宽松尧温度

适宜的物理环境袁融洽的社会环境且具有合适的网络

学习平台的网络环境遥首先袁针对这三个方面袁对该学

生所处环境进行分析袁见表 3遥 可以看出实际的环境

比较嘈杂袁网络环境相对稳定袁同时袁周围人对该学生

的学习态度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6]遥

表 3 应用案例的学习环境分析

结合该学生的实际情况袁可以针对移动互联网进

行环境分析袁见表 4遥 可以看出袁该学生拥有可以支持

流量和无线的移动终端袁并且数据充足且流畅尧无线

稳定且流畅袁同时袁平台支持视频尧电子教案尧在线测

试以及讨论等学习活动遥考虑到大规模学习生态环境

中存在的家长以及教师对学生使用移动终端学习的

管控问题袁图 4尧图 5分别是家长和教师端对该学生

手机移动终端的时间管控和应用管控的情况袁实现家

长和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时间段和平台使用的管理袁保

障了手机学习服务生态环境的完整性遥

表 4 应用案例的移动互联网的分析

图 4 应用案例的 图 5 应用案例的

手机时间管控图 手机应用管控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方式

对环境要求比较严格袁 学习活动设计为高内聚低耦合

移动

互联网

终端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移动终端尧支

持 4G渊5G冤及无线

网络 数据充足且流畅尧无线稳定且流畅

平台 视频尧电子教案尧在线测试尧讨论

环

境

物理环境
周围声音 嘈杂

空间气候 较为宽松尧温度适宜

社会环境
周围人对该学生的态度 漠不关心

人际关系 融洽

网络环境
网络学习平台 合适的网络学习平台

网络 较稳定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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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粒度学习单元袁 该学生学习服务智能推荐了基础

性尧碎片化的知识进行学习遥 如图 6尧图 7所示袁分别是

该学生在这 20分钟的在线测试和讨论的学习活动遥

图 6 应用案例的手机 图 7 应用案例的手机

讨论学习活动 在线测试学习活动

六尧结 语

本研究从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出发袁以移动

互联网的典型特点为基础袁设计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大规模学习服务生态环境模型并设计了智能学习场

景袁分析了基于 3M模型的移动互联网大规模学习环

境遥根据应用案例可以总结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小学

大规模学习生态环境存在以下明显特征院

一是移动终端的便捷性遥首先袁从外观上来看袁移

动终端屏幕较小便于携带遥其次袁从工作时间来看袁移

动终端的耗电量更少袁工作时间更长袁便于长时间学

习使用遥最后袁从学习功能上看袁移动终端不仅可以实

现学习者在搜索资源平台上进行任意学习资源的浏

览和学习袁还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学习的功能遥 面对任

何问题时袁移动终端能够充分发挥其便捷性来帮助学

习者搜索所需资源袁来进行答疑解惑遥

二是移动终端的参与性遥移动终端的参与性是指

家长的参与袁强调家长要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教学活动

中袁与教师共同监督和引导学生的学习遥 移动终端打

破了学校这种物理环境的局限性袁实现了学生尧教师尧

家长以及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遥

三是移动终端的即时通讯遥 移动终端的即时通讯

功能允许用户之间互相添加好友袁这主要实现了学生尧

教师以及家长三者之间的即时联系遥对于教师而言袁可

以添加自己的学生尧同事和学生家长为好友遥这样可以

方便课下督促和指导学生学习曰 可以方便与同事交流

教学心得或向名师请教教学经验曰 可以方便与学生家

长进行沟通袁 即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遥 对于家长而

言袁可以添加教师和自己的孩子为好友袁可以从教师那

里快速便捷地了解到自己孩子的在校表现情况遥

四是移动终端的云服务遥 移动终端的云服务功能

实现了学习者与终端的紧密捆绑袁 通过云计算处理技

术袁将学习者的基础信息尧学习路径尧学习评测等内容袁

以教育大数据的形式储存在云端上遥 使用终端边缘计

算对学习者学习内容大数据的处理尧分析袁为从事教育

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便利袁对某个教育现象或趋

势进行判定袁力求引领教育领域向更先进的方向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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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the information screening and situation representa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identification and response of the complex educational situation,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auxiliary

education governance simulated by neural network can be realized. However, because of the inappropriat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mechanism袁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s faced with such practical dilemmas as the

absence of the fun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lack of the initiative of vertical and one -wa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retardation of governance thinking and action mode, the regul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lack of ethical and moral standardiz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distinguishing the authority of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optimiz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governanc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behaviors,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ethics,

etc., 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realizing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lgorithm; Big Data;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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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and emerging Internet education mode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5G network and terminal industry, the mobile internet -based large -scale learning

servi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become a new mode of learning service for next generation. Among

them, how to realize the closed loop environment of learning service and accurate service among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at any time and anywhere becomes the primary concern. Taking education subject

and education environment as the core,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mponents of mobile Internet, this study

creates a mass learning service ecological model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 (3M Model for short), which

expounds the learning servi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next generation from learning space, learning

media, learning resources, learning support and learning platform, and five typical intelligent learning

scenarios based on the 3M model are analyzed: unmanned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IO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elligent terminal learning environment, multi -dimensional spacial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elligent teaching robot. The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telligent learning center

service algorithm ILCSA based on learning scenario division. Finally, a case of mobile terminal application

of large-scale learn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used for verification.

[Keywords] Mobile Internet Education; Mobile Terminal; Educational Big Data; Learning Servi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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