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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架构：深度学习灵活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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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深度学习的灵活性诉求袁研究尝试构建一种灵活的框架形式要要要学习架构遥 为此袁研究从野架构冶的词义

以及其在建筑学领域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含义入手袁经过两次探究分析并类比教学结构的定义提出了表征灵活性的学习

架构界定遥 之后研究论述了三种现有学习架构模型袁并从深度学习特征的角度进行解析袁得出它们最多只能关注深度学习

某方面特征的结论遥 基于这些认识袁研究构建了一种能够表征学习任务尧学习活动尧学习进程尧教学决策四方面灵活性的深

度学习架构模型袁并论述了其理念机制遥 希望研究能够加深学者对学习架构的认知袁为深度学习的研究提供新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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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受核心素养教育理念与框架的影响以及 AlphaGo

战胜李世石事件的刺激袁教育中的深度学习受到前所

未有的关注和推崇[1]遥 前期袁本研究团队探析了深度学

习四十余年渊1987要2019年冤的研究及发展袁发现国内

外的深度学习研究各有特色渊国内侧重结果尧国外注

重过程冤袁但二者均没有关注它的灵活性问题曰还发现

灵活性是深度学习的诉求袁这一诉求已触及教与学的

顶层框架结构的变化袁虽然具有挑战性袁但学习架构

渊Learning Architecture冤 能够作为一种可能的有效途

径遥 对于学习架构袁目前国内外极少有学者研究袁成果

也屈指可数袁并且已有的学习架构界定含糊不清遥 对

此袁本研究先从野架构冶的词义以及其在建筑学领域与

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含义入手袁经过两次探究分析并类

比教学结构的定义得到学习架构的界定遥 之后在直观

感知与分析现有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袁构建了一种深度

学习架构模型袁并论述了其理念机制与智慧课堂的赋

能支持遥 希望本研究能够加深学者对学习架构的认

知袁为深度学习的研究提供新方向遥

二尧学习架构界定

渊一冤初探院顶层设计的框架结构

在汉语词典中袁野架冶指野用作支撑的东西冶袁野构冶

指野组合尧造冶袁因此袁架构渊Architecture冤指将起支撑作

用的东西组合起来及其形成的框架结构遥这和建筑学

的定义一致袁即架构是规划尧设计和建造建筑物或任

何其他结构的过程和产物[2]遥 类比于此袁有学者提出袁

学习架构即是指学习设计的过程和产品[3]遥 这个界定

涵盖的范围太过宽泛且过于模糊袁无法为学者与教师

呈现学习架构的样貌遥 但除此之外袁本研究团队没有

发现更明确清晰的界定遥 因此袁有必要对学习架构进

行重新界定遥

鉴于类比建筑学得到的学习架构界定不足以促

使学者与教师对其有清晰的认识袁本研究尝试从计算

机科学领域入手探究其含义遥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袁架

构特指软件架构袁作为一种隐喻袁它同样类比于建筑

学领域中的架构袁但比上述学习架构的界定更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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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遥 具体来讲袁软件架构是一种顶层设计结构[4]袁涉及

对软件系统的构成要素尧要素间交互尧要素编组模式

及模式约束条件的描述[5]遥 作为软件系统及其开发的

蓝图袁它为设计团队需要执行的任务做出了规划遥

学习的系统观已得到教育界的认可袁 基于此袁学

习架构也可以类比于软件架构袁将其定位于学习系统

的顶层设计结构遥 与软件架构类似袁学习架构同样只

是一种框架结构袁为教学设计提供设计蓝图渊如学习

材料与学习任务的设计冤袁 它并不对填充到框架中的

野砖瓦冶做特定限制袁如不限定学习材料的呈现形式尧

书桌的形状与摆放等遥

渊二冤再探院灵活的框架形式

类比于软件架构袁学习架构同样关注学习要素遥教

学结构通常以教师尧学生尧内容渊或教材冤尧媒体四个构

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表征教学进程结构的稳定性[6]遥考

虑到学习架构是对教与学灵活性的表征袁 本研究从学

习任务尧活动尧进程尧决策等影响要素的相互作用来界

定与构建学习架构遥这样做的好处是袁教学结构与学习

架构作为教与学的某类二元性特征袁 可以像立体声中

的左右声道一样袁 相互协调发挥作用袁 而不是非此即

彼遥这在课堂教学中具有现实意义袁稳定性有利于教师

组织教学袁 提高教学效率曰 灵活性有助于学生认知投

入袁提高学习深度遥

野学习架构是对教与学灵活性的表征冶袁这是文献

内容分析得出的结论遥 研究发现袁在为数不多的文献

中袁学习架构以野灵活性冶为最突出的特征袁基于此衍

生出的灵活学习模式即是良好的佐证[7]遥 这种学习模

式的灵活性恰好同样以教与学的影响因素为基础渊而

不是构成要素冤袁见表 1第一列遥每个要素都是一个连

续统渊Continuum冤袁连续统左端尧中间尧右端的三个特

征值袁见表 1遥 野灵活性冶即是通过各要素在各自连续

统中的取值得以体现遥受此启发袁本研究认为袁学习架

构的灵活性也可以由各教与学影响要素的不同取值

来体现遥 不同的取值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框架结构袁这

一点图 4给出了直观的表征渊中间圆圈的旋转袁导致

四个要素围成的框架结构发生了变化冤遥

从深度学习的角度来看表 1袁很容易发现袁连续

统的左端符合浅表学习特征袁 右端符合深度学习特

征袁这样袁影响要素各自取值后袁便直观地表征出了当

前的学习距离深度学习有多远遥这即是学习架构以影

响要素为基础的另一个好处院 帮助理解学习的深度遥

当然袁还有一个更为显而易见的好处院对学习过程及

结果的影响敏感袁即影响要素的变化很容易引起学习

过程与结果的相应变化遥

表 1 灵活学习各要素的特征值

渊三冤界定院学习架构定义

综上分析袁 便可得出对学习架构的清晰认识院学

习架构是一种灵活的顶层学习设计框架结构袁其灵活

性通过影响教与学的多个要素的取值来体现遥何克抗

教授指出袁教学结构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尧教学理

论尧学习理论指导下袁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袁由教师尧

学生尧教材和教学媒体这四个要素的相互联系尧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6]遥 对照

这一定义袁本研究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袁提出了学习

架构的定义院学习架构是指在教与学理念渊教育思想尧

教学理论尧学习理论等冤的指导下袁在某种环境中展开

的袁由任务尧活动尧进程尧决策等影响要素相互联系尧相

互作用而形成的教与学模式的灵活的框架形式遥

在这一定义中袁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出它与教学结

构的联系与区别遥联系院渊1冤都基于某种学习环境曰渊2冤

都属于宏观顶层设计层面袁位居教学模式上位曰渊3冤都

关注教与学的核心要素及其联系与作用遥区别院渊1冤学

习架构关注影响要素袁而教学结构关注构成要素曰渊2冤

学习架构关注教与学的灵活性袁而教学结构关注稳定

性渊但二者并非相左袁更不互斥冤遥

三尧学习架构现有模型解析

鉴于学习架构未被人们熟知袁且上述定义只是抽

象界定袁接下来袁笔者进一步解析三种有代表性的学

习架构模型袁直观呈现其样貌袁这将有助于学者与大

众更好地认知学习架构遥

渊一冤面向参与的学习架构模型

哈佛大学教授温格渊Wenger冤认为袁学习是一种社

会参与的过程[8]袁基于此观点袁他构建了一种学习架构

模型来指导此类学习的设计遥该学习架构模型包含四

对二元 性元 素 院 参 与 渊Participation冤 与 物 化

渊Reification冤尧设计渊Designed冤与涌现渊Emergent冤尧认

同渊Identification冤与商讨渊Negotiability冤尧全局渊Global冤

影响因素 浅表特征 深度特征

结果层级 知识获取 理解 问题解决

指导程度 高 中 低

内容侧重点 信息 应用 评估

内容应用水平 程序 解释 创造

学习者自由度 低 中 高

学习形式 重复性 选择性 设计性

学习者倾向度 教师为中心 同侪协作 学习者为中心

参与形式
阅读尧浏览尧观

看尧描述尧回顾

比较尧计划尧质

疑尧查找尧组织

调查尧探寻尧分

析尧评价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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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局部渊Local冤[3]遥 之所以采用此四对二元性元素袁是

因为温格认为它们可以捕获到学习设计的四类基本

问题院意义尧时间尧空间尧权力[8]遥 学习事件的意义通过

参与和物化的相互作用得以展现曰 时间可以设计袁但

学习事件是涌现的曰 学生参与活动的空间是局部的袁

但受全局的影响曰权力渊如话语权冤通过个人认同和对

这种认同的商讨得以体现遥 由此角度看袁这些元素定

义了解决设计问题的可能的方法空间院通过解决此四

对二元性元素关注的问题袁即可完成学习设计遥另外袁

温格指出袁每对二元性元素的两个维度渊如参与和物

化冤均不是互斥的袁它们可以相互均衡和协调来共同

影响学习质量[8]遥 斯坎兰渊Scanlan冤对温格的学习架构

进行了修正和图式化[3]袁如图 1所示遥图中的双向箭头

表示二元性元素的两个维度的不同与关联袁虚线表示

二元性元素间的关联袁也就是说袁学习设计时袁不仅要

关注各元素的内部问题袁也要考虑彼此之间的关联遥

图 1 面向参与的学习架构模型

温格的学习架构比较符合本研究对学习架构的界

定院用于指导学习设计的灵活的框架形式袁其中袁灵活

性体现在对每对二元性元素的两个维度的均衡和协调

中遥 遗憾的是袁它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9]遥

渊二冤面向学习空间的学习架构模型

IMS 全 球 学 习 联 盟 总 裁 艾 贝 尔 渊Abel冤尧

EDUCAUSE学习创新协会主任布朗渊Brown冤等人基于

学习系统的构成要素构建了一种新式学习架构[10]遥 由

于这种架构面向联通学习的学习空间构建袁所以它主

要考量学习环境尧学习工具与内容尧企业级后台系统尧

其他传统的相关应用程序等构成要素袁 如图 2所示遥

该架构中的这四类要素均侧重于软件袁这是由于联通

学习需要将人尧资源尧内容连接在一起渊倡导者认为这

可以增大学习机会和有意义的学习体验[11]冤袁而软件

能够在提供专业学习服务的同时袁为这种联通提供接

口遥 艾贝尔等人认为袁无论软件是无缝集成还是松耦

合的数据交换袁 均需基于一套开放的标准与服务袁它

将学习系统的各构成要素关联在一起袁因此袁该架构

以此类标准与服务为中心遥

由于这个架构以开放的标准与服务为核心与基

础袁因此袁也被称之为野开放式架构冶袁它不仅可以实现

各类软件野即插即用冶式的集成袁还可以实现不同学习

空间之间的应用程序或数据的共享遥 具体来讲袁它有

敏捷性尧个性化尧灵活性三大特征遥与温格的学习架构

类似袁IMS学习架构的灵活性具体体现在各要素中软

件尧工具尧系统或应用程序的个性化集成与变更遥

图 2 面向学习空间的学习架构模型

渊三冤面向学习体验的学习架构模型

面向学习体验的学习架构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

可汗实验学校渊Khan Lab School袁KLS冤的学习架构袁其

关注学习体验的结构化设计问题[12]袁包含促进学习体

验结构化的六个维度袁分别是学生的独立水平尧学生

能动性尧拓展学年/学习日尧混龄/同侪学习尧社群学习尧

学习空间袁如图 3所示遥 学生的独立水平是分组的依

据袁与按照年龄或能力分组相比袁这种分组能为学生

的成长提供更多的自主性支持遥 学习能动性关注如何

促使学生野拥有冶自己的学习袁如设定有意义的目标尧

并对自己的学习与个人发展负责遥拓展学年/学习日将

学生的沉浸式学习延展到了假期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时间和机会利用学校空间来完成目标遥混龄/同侪学习

旨在促使学生相互学习尧相互教导渊主要是年长的学

生教授年少的学生冤袁 并促进协作关系和其他有效关

系的建立遥 社群学习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袁如

演讲尧实地研究尧社区服务尧与其他成员互动交流遥 学

习空间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体验提供支持环境遥

图 3 面向学习体验的学习架构模型

物化

参与

认同全局

商讨

局部

涌现

设计

拓展学年
/学习日

混龄/
同侪学习

能动性
学生

学生的
独立水平

社群学习

学习空间

其他传统
的相关
应用程序

窑MOOCs

窑LMS
窑门户网站

窑工具内容托管平台
窑游戏/仿真环境

窑与学习有关的其他

窑学生信息系统
窑时间/日程安排系统

企业级系统

窑电子书

窑课程内容
窑辅导材料

窑社会学习 app
窑专业课程工具

窑协作工具
窑编辑器

窑自适应导师工具

窑评估系统

窑电子档案袋
窑课堂/课程录制软件

窑数字视频管理软件
窑图书馆资源

学习
环境

学习工具
与内容

企业级
后台系统

开放的标准与服务

内容交换

无缝尧多点深度集成

用户授权 &认证

教育情境信息

结果/使用数据

19



电化教育研究

KLS学习架构下的学习方法是个性的尧体现学生

主动性的遥 学习体验根据学生的学习路径和步调定

制袁并且每位学生的教育都由学生与 KLS团队共同开

发和塑造遥 学生有一半的时间通过项目进行学习袁所

有项目均跨学科并注重对现实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究袁

这样的学习架构可以促进深度学习结果的产生[13]遥 遗

憾的是袁 目前 KLS并没有对它的学习架构进行详细尧

深入的探究遥

渊四冤构建深度学习架构的需求

深度学习不仅注重学习过程的深度袁也注重学习

结果的深度袁它具有四个特征院渊1冤深度参与学习曰渊2冤

采用高级学习方略曰渊3冤 注重高阶知能的发展曰渊4冤基

于理解为迁移而学遥而上面的学习架构最多只关注了

深度学习的某个方面院温格的学习架构有利于促进学

生参与学习 [8]曰IMS的学习架构旨在指导学习空间的

互联互通设计 [14]袁 并没有证据表明它能促进深度学

习曰KLS的学习架构可促使高阶知能的发展[13]遥 为更

好地促进智慧课堂中的深度学习袁构建专属的深度学

习架构是有必要的遥

四尧深度学习架构模型设计

渊一冤模型关注的要素

香港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比格斯认为袁深度学习

是以任务为中心且任务适当的方法[15]遥 根据此观点袁

本研究从野学习任务冶及其相关要素野学习活动冶野学习

进程冶野教学决策冶 出发来设计深度学习架构模型袁如

图 4所示遥 这四个教与学影响要素的相互关系如下院

学习活动是学生为了较好地完成学习任务所进行的

操作或行为曰学习进程是由学习活动编列表征的学习

过程与发展变化曰 教学决策是对学习进程模式的判

定袁 主要判定当前的学习是否有问题或潜在问题[16]袁

如果有问题袁应该如何修正学习任务遥

根据斯金纳野有机体永远正确冶的论断袁学生的响

应总是合法的遥 所以袁如果学习进程显示学习存在问

题袁那么出问题的地方不会是学生的学习活动袁而应

该是学习任务遥 按照这一逻辑袁教学决策只需判定如

何修正学习任务即可袁 不需要在学习活动方面下功

夫遥 学习任务与评估任务不同袁它含有教学策略与教

学活动的理念袁 主要功能是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架袁这

对于深度学习来说是必要的院深度学习追求的迁移对

于初学者来说非常困难袁他们缺少专家用于解决新问

题的图式袁容易因不知所措而导致学习失败遥 学习活

动是学生参与的表现袁高参与度的学生更有可能利用

高阶思维技能以产生深度学习结果[17]遥 在课业重尧时

间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袁知能深度和广度如何权衡是实

现深度学习的关键遥 由此角度看袁学习进程以这两个

维度进行组织要比按照先后顺序组织更有价值遥

当然袁另外两个教与学影响要素要要要目标尧评估

也很重要袁它们为深度学习提供导向袁本研究将二者

放在深度学习架构模型中间袁并分别用表盘刻度与指

针来比喻二者的地位和作用袁如图 4所示遥

图 4 面向智慧课堂的深度学习架构模型

渊二冤各要素的二元属性

受温格深度学习架构的启发袁面向智慧课堂的深

度学习架构的灵活性也通过各要素的均衡和协调来

体现遥

1. 任务的有效性与趣味性

学习任务是深度学习主要的学习内容袁学生能够

按照需求自主决定学习内容是灵活性的一个重要维

度[18]遥 在深度学习中袁学习任务的有效性和趣味性是

教师提供可选择的内容时需重点关注的两个属性遥前

者保证课堂的效率袁后者助力于学生的深度参与遥

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深度学习需要十分注重的一

面袁 否则难以有时间来培育高阶能力及其迁移应用遥

在深度学习中袁课堂效率可以通过学习任务的有效性

来体现袁它一般以促进学生向目标发展的胜任力来衡

量遥 有调研表明袁与现实的关联可以促进学习任务有

效性的提升[19]遥 它让学生有机会解决现实渊或模拟现

实冤中的真实问题袁促进其感知课程的效用价值遥研究

表明袁将教学与现实事件关联能在学科知识尧复杂问

题解决能力与审辨思维能力的培育方面获得显著的

效果[20]袁当中小学生在课堂上从事现实中的任务时袁

学习成绩会显著提高[21]遥

研究表明袁当学生认为课程有趣尧令人愉快的时

候袁课程的内在价值即被感知 [22]袁这种感知有助于促

进学生参与尧引发深度学习[17]遥 挑战性是提升任务趣

味性的有效策略袁它不但能够引起学生参与学习的兴

趣[23]袁也能够维持这种兴趣[19]袁当这种挑战与学生的能

即时反馈
学情

任务
适配推送
服务 自然互动

支持

全数据

把脉

活动决策

学生

进程

评

估

据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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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匹配袁让学生通过努力即可完成任务时袁它还能

够促使学生产生忘我的野心流冶体验[24]遥 虽然袁挑战与

能力匹配在传统课堂中难以做到袁但在技术赋能的智

慧课堂环境中袁这已成为智能设备能够自动处理的例

行事务袁在此基础上袁智能设备还能提供个性化的推

荐服务遥

2. 活动的自主性与指引性

学习活动是学生参与学习的表现袁而灵活的参与

是灵活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25]遥 在深度学习中袁学习

活动的自主性和指引性是为学生提供灵活参与的机

会时需要考虑的两个属性袁前者有利于促使学生采用

深度/高阶学习方略[26]袁后者有利于教师护航学生成功

地实现深度学习遥

研究表明袁自主性渊体现个人能动性尧主动性袁但

不排斥他人的帮助冤会让学生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内在

发起的袁这会更加激励学生去学习[27]遥 自主支持也会

让学生更加偏好于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袁更愿意为理

解付出更多的努力[28]袁实现深度学习结果遥 智慧课堂

的全数据把脉与学情即时反馈可促使教师更为放心

地将更多主动权交给学生袁让学生进行或简单或复杂

的学习活动袁可以简单到止而思尧复杂到论坛式剧演袁

如图 5所示遥

图 5 主动学习活动连续统

虽然研究表明袁相比教师控制的学习活动袁学生

更愿意参与他们自己控制的活动 [29]袁 但在深度学习

中袁学生容易因不知所措而导致学习失败袁并且受自

我意识和学习经验水平的限制袁中小学生自主活动的

有效性均可能处于低水平遥 因此袁对学习活动进行适

度的指引或提示是必要的遥提示或指引不是答案或答

案的注解袁而是促进学生学习的点拨尧专家咨询渠道

等遥 考虑到不同学生会需要不同的指引袁智慧平台中

的指引内容可以先隐藏袁只有学生点击相应区域才显

示袁而纸质的指引可以像刮奖卡那样袁用特殊油墨遮

住袁如果学生需要袁可以刮开野奖品冶遥 这样做的好处

是袁学生可以自己掌控是否需要教师指引遥

3. 进程的无序性与有序性

由于学生个体特征与需求的差异袁上述两方面的

灵活性极有可能导致学生的学习进程不一样袁这种无

序状态极大地增加了教学难度遥 因此袁深度学习架构

还应关注学习进程的有序性与无序性这两个属性间

的协调袁 前者有利于满足教师统一化教学的需求袁后

者有利于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诉求遥

虽然布鲁姆目标分类学是按照认知复杂度排列

的袁 但布鲁姆及其团队承认知能不是线性发展的[30]遥

研究表明袁初学者在学习高阶知能的同时发展基础知

能袁更有利于基础知能的发展[31]曰以创造为靶向的发

展模式渊一种非线性模式冤可以使学生的成绩从 20多

分提升至 70多分[32]曰直接从创造入手袁在实现设计或

达成创造的过程中实现布鲁姆较低阶知能渊即野下冲

式冶的线性模式冤具有良好成效[33]遥 由此可知袁无论何

种发展模式袁均能够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遥所以袁学生

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或喜好选择任何顺序完成学习

任务袁实现深度学习遥这种个性化的路径袁在班级视角

下会呈现出学习进程无序性的状态遥

在我国大班制课堂中袁进程的无序性会给教师极

大的教学压力与挑战袁对深度学习更是如此遥 虽然大

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教师处理一些个别化问题袁但这没

有让学习进程变得有序遥 进程的有序性可以借助野冗

余冶的学习任务来实现袁即多次重复欲传达的核心知

识与概念袁而非任务本身袁如本身的图文描述与形式遥

冗余任务散落在学习任务集或编列中袁这样袁每当学

生完成某个冗余任务袁便又学了一次之前学过的核心

知识或概念遥由此袁无论学生按照何种顺序学习袁只要

开始执行冗余任务袁就进行了一次迭代学习遥 这种迭

代式的学习进程是有效的学习途径[19]袁一般常见的迭

代有野整体要部分要整体冶野学习要做要反思冶等反复

式迭代遥

4. 决策的数据驱动与数据启发

面对庞大的教育数据袁教师无法直接分析袁而智

慧课堂提供的个性化决策服务还无法顾及教与学的

方方面面遥 为向学生提供更为精准的适切服务袁深度

学习架构的灵活性还需关注教学决策的数据驱动和

数据启发两个属性遥

数据驱动的决策以收集到的教与学全过程数据

为引导袁其过程一般是自动化的袁少有人员参与遥相比

基于教师经验的决策袁它更有解释力袁并且充分利用

机器的智慧计算优势袁迅速而精准地对学生的学习情

况作出明智的判定遥数据驱动的决策可以实时给予师

生学习反馈袁这是促进学生深度参与尧实现深度学习

复杂

简单

全班讨论

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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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评估

用实践性技术训练

渊游戏或模拟冤

自我评估

止而思

渊现场观察冤

1分钟书面

互动式演讲

回答

论坛式剧演

主动式复习课

独思共讨后分享

体验式学习

拼图式研讨

临时组协作
同伴评估

探究学习

三组协作

21



电化教育研究

[参考文献]

[1] 祝智庭袁彭红超.深度学习院智慧教育的核心支柱[J].中国教育学刊袁2017渊5冤院36-45.

[2] Wikipedia.Architecture[EB/OL].渊2019-02-23冤[2019-02-23].https院//en.wikipedia.org/wiki/Architecture#cite_note-3.

[3] SCANLAN M. A learning architecture院how school leaders can design for learning social justice[J].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袁

2013袁49渊2冤院348-391.

[4] CLEMENTS P袁 BACHMANN F袁 BASS L袁 et al. Documenting software architectures院views and beyond [M].2nd ed.Boston院Addison-

Wesley袁2003.

[5] SHAW M袁 GARLAN D. Software architecture院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M]. Englewood院Prentice Hall袁1996.

[6] 何克抗.E-learning与高校教学的深化改革渊下冤[J].中国电化教育袁2002渊3冤院11-14.

[7] Flexible Learning Advisory Group.2008-2011 Australian flexible learning framework strategy [R/OL].渊2007-08-10冤[2019-02-13].https院//

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34]遥 这种反馈先提醒学生当前存

在的学习问题/潜在问题袁 然后推荐一个更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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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袁观察尧与学生交流尧家庭随访也是必要的遥

五尧灵活性的体现

上述深度学习架构各要素中的二元属性虽然有

对立的一面袁但并非互斥遥 它们可以像立体声中的左

右声道一样相互协调与平衡袁 共同促进学生深度学

习遥

在课堂教学中袁深度学习架构灵活性的体现需要

两个条件院渊1冤有可选的学习任务曰渊2冤有自主学习的

机会遥

教学设计时袁 教师需设计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袁

特别是选做和选择性必做任务袁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求与偏好主动选择遥 有时有效性和趣味性难以兼

顾袁花边任务也是允许的渊加涅等人将有趣但无关材

料称之为花边[36]冤遥 与评估任务不同袁学习任务含有学

生需要进行的可操作性学习活动尧启发性提示遥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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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生的学习进程越无序遥 针对这种情况袁教师事先

设计的冗余任务能够让进程变得有序 渊仅对教师而

言冤袁通过控制冗余任务的数量袁控制学生迭代学习次

数袁通过规定冗余任务的完成顺序袁限定认知发展路

径遥对于学生学得如何尧有何问题尧该如何给予帮助的

决策袁 教师需要即时判定机器是否有个性化决策尧审

核是否合适遥如果合适袁则采用机器的决策方案曰如果

不合适袁则教师需自行设计决策方案曰如果介于两者

之间袁则需修正不合适的部分袁补充缺失的部分遥这样

决策的灵活性便体现在决策是由教师人工完成尧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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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尧结 语

本研究借助计算机科学领域中软件架构的理念袁

类比于何克抗教授关于教学结构的定义袁将学习架构

界定为在教与学理念渊教育思想尧教学理论尧学习理论

等冤的指导下袁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袁由任务尧活动尧进

程尧决策等影响要素相互联系尧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教

与学模式的灵活的框架形式遥该界定通过关注影响要

素渊教学结构关注构成要素冤来表征教与学的灵活性袁

与教学结构并非互斥遥 之后袁本研究解析了三种有代

表性的学习架构模型袁在此基础上袁构建了一种深度

学习架构模型袁主要包括学习任务尧学习活动尧学习进

程尧教学决策四大要素袁它们均具有二元属性袁每对二

元属性像立体声中的左右声道一样袁通过相互协调来

表征各要素的灵活性遥 实现深度学习灵活性袁离不开

智能技术赋能的课堂环境的支持袁后续袁本研究团队

将继续深入探究袁以期提出更为完备的赋能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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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rchitecture: An Expression of Deep Learning Flexibility

PENG Hongchao1, ZHU Zhiting2

(1.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School of Ope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for flexibility of deep learning, this study aims to build a

flexible framework院learning architecture. In this regard, starting with the meaning of "architecture" in the

fields of architecture and computer science,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definition of learning architecture

representing flexibility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and analogy with the definition of pedagogical structure.

Then, this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ree existing learning architecture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and finds that they can only meet some features of deep learning. Based on those understanding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eep learning architecture model that can reflect the flexibility of learning tasks,

learning activities, learn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decisions, and discusses its conceptual mechanism.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deepen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architecture and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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