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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共享教育数据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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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教育时代袁传统的教育数据共享方法无法满足海量教育数据共享的时效性袁进而影响智能教育

系统响应的即时性与智能性袁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共享教育数据模型的建模方法遥 该建模方法首先

对多源数据融合的概念尧融合方法等内容进行分析袁并对多种异构数据源的数据共享特性进行剖析袁提取出野学习者尧

时间尧空间尧设备尧事件冶五维数据共享特性来对多源异构的教育数据进行数据融合分析曰然后再结合国际通用的 xAPI

渊Experience API冤数据规范袁对融合后的数据进行规范化分析袁生成通用的教育数据交换格式曰最后袁基于该数据交换

格式袁探讨了共享教育数据模型的总体架构及实现路径袁并构建一个可重用尧可共享的教育数据模型袁以期为今后开

展基于大数据的数据共享的研究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框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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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教育时代袁 数据收集与共享是智能教

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1]袁数据的共享程度直

接影响着智能教育系统响应的即时性和智能性遥 而

随着云计算尧移动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野新技

术冶的日渐成熟袁这些野新技术冶赋予了智能学习终端

设备全方位感知和采集数据的能力袁 能够捕捉学习

者全范围尧全过程的学习行为数据袁形成海量的教育

大数据袁呈现出多源性尧多模态尧多样性的特点遥这些

野新技术冶 虽然给人们的数据获取带来极大便利袁但

也出现海量教育数据资源与各异构数据源难以获取

所需数据之间的矛盾袁 以及异构数据之间数据共享

的时效性较差等问题袁 而如何打通各异构数据源的

野数据壁垒冶袁 构建一个高度共享互通的教育数据模

型袁在提升海量教育数据共享的时效性的同时袁也为

智能教育系统提供更客观尧全面尧完整的数据支撑袁则

是当前教育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遥 基于此袁

文章提出一种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共享教育数据模

型的建模方法袁通过采用多源数据融合方法对海量异

构教育数据进行特征级数据融合袁再结合国际通用的

xAPI渊Experience API冤学习数据规范袁构建一个可重

用尧可共享的教育数据模型袁以提升海量教育数据共

享的时效性袁实现各异构数据源之间数据的高度共享

与互通遥

二尧多源异构教育数据的数据融合分析

渊一冤多源数据融合的方法分析

数据融合最早应用于军事领域袁 它是一种多层

次尧多方面的数据处理过程, 用于处理多源数据袁对信

息进行自动检测尧联合尧相关尧估计和合成[2]袁主要是为

了实现较为准确的位置推断和身份估计袁进而对战场

状况尧威胁程度和重要水平作出及时完整的评价[3]遥后

来在传感器尧地理空间尧情报分析等多个领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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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与发展袁尤其是互联网时代袁多源数据融合逐渐成

为大数据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4]遥 通过多源数据融合袁

可以实现多源信息的交叉印证袁可以达到数据信息的

相互补偿袁并可以有效地减少数据量袁以获取确定数

据和深层次的语义知识[4-5]遥 人工智能教育时代袁教育

大数据的生态逐渐形成袁海量的教育数据呈现多源异

构特性袁而多源数据融合方法为解决新时代教育大数

据的共享互通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袁为构建一个

重用尧共享的教育数据模型提供了可行的实践视角遥

而目前常见的多源数据融合方法主要有数据级

融合尧特征级融合和决策级融合等三种[6]遥数据级融合

是属于最底层的数据融合袁它是对原始数据经过简单

预处理之后直接进行关联和融合袁融合之后才作数据

特征提取曰 特征级融合是先对数据进行特征提取袁再

对数据进行关联融合曰决策级融合是先对各数据源进

行决策袁然后再将这些决策进行关联融合袁最终获得

整体一致性的决策结果[7-9]遥这三种数据融合方法的融

合过程如图 1所示遥 通过比较这三种数据融合方法袁

可以看出袁数据级融合虽然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原始

数据的特征袁但融合的代价较高袁时效性也较差袁无法

满足人工智能教育时代对数据的即时性等要求曰决策

级融合虽然具有很高的容错性和时效性袁但它是以具

体决策需求为出发点进行的数据融合袁面对人工智能

教育时代复杂多变的教育大数据环境袁难以制定出具

体适配的决策以进行数据融合曰而特征级融合在保证

即时性的同时袁也能够最大程度上给出决策所需的特

质信息袁其融合结果也具有较高的精度袁由于教育大

数据不像图像数据具有融合的高精度袁特征级融合方

法很好地契合了人工智能教育时代教育大数据分析

的要求遥 基于此袁文章将采用特征级数据融合方法来

构建共享教育数据模型遥

渊二冤异构多源教育数据的共享数据特性的提取

为了提高数据融合之后的数据重用度袁文章的多

源教育数据融合方法是通过提取各异构数据源的数

据共享特性来进行特征级数据融合遥而数据共享特性

的提取过程袁其实质就是从各异构数据源学习者所产

生的学习行为数据中提取学习情境特性的过程遥纵观

以往的学习情境的信息特性描述袁不同学者从不同的

视角将情境信息特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遥以下是相关

学者对情境信息特性划分的典型观点院如 DEY[10]认

为袁情境信息包括位置尧时间和周围环境等显式感知

的情境信息袁同时也包括社会关系尧习惯尧消费水平和

喜好等蕴含感知的情境信息遥 Lieberman[11]等人将情境

分为用户情境尧环境情境和应用情境三大方面袁其中袁

用户情境包括活动尧位置和描述等情境曰环境情境包

括时间尧亮度尧温度尧天气尧资源等情境曰应用情境包括

功能尧维护尧能源等情境遥 岳玮宁[12]等人将情境信息分

为自然环境尧设备环境尧用户环境三大类遥 顾君忠[13]等

人从用户为中心的视角袁 将情境信息分为计算情景尧

用户情境尧物理情境尧时间情境和社会情境等情境遥而

人工智能教育时代不同数据源的学习数据具有很明

显的时空特性袁且学习者的学习交互离不开设备的支

持遥 基于上述的情境信息特性分析袁文章将各异构数

据源的共享数据特性提取为学习者情境尧 时间情境尧

位置情境尧设备情境和事件情境 5个维度情境信息特

性渊见表 1冤遥

表 1 学习者的学习情境分类

渊三冤基于共享数据特性的特征级数据融合

以上 5个维度的学习情境信息特性很好地表征

了各异构数据源的共享数据特性袁通过这 5个共享数

据特性袁可以准确地描述各异构数据源中学习者真实

的学习生活场景袁进而可以很好地实现异构数据之间

情境分类 情境要素举例

学习者情境 姓名尧年龄尧班级尧学段尧学校等信息

时间情境
课堂学习时间尧课间休息时间尧娱乐休闲时间尧

体育锻炼时间尧晚自习时间等

位置情境
校内渊宿舍楼尧图书馆尧实验楼尧阅览室等冤曰校

外渊家尧休闲吧尧科技馆尧动物园等冤

事件情境
看初一数学不等式的微课尧 做初一英语 Unit2

的作业尧玩海岛奇兵射击类的游戏等

设备情境
硬件渊平板电脑尧智能手机尧可穿戴设备等冤袁软

件渊软件类型尧程序功能尧版本等冤

图 1 三种不同数据融合方法的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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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5维数据共享特性的教育数据的特征级数据融合过程

的无缝对接遥 这 5个共享数据特性代表 5个数据维

度袁组合后可以构成学习者真实的学习场景院野学习者

情境 垣 时间情境 垣 位置情境 垣 设备情境 垣 事件情

境 艺 学习场景冶袁它描述了野学习者尧什么时间尧什么

地点尧基于什么设备尧做了什么事情冶遥 基于这 5个数

据维度袁采用特征级数据融合方法对教育数据进行融

合遥其特征级数据融合主要经过各数据维度的语义特

征的分层提取尧分层语义的特征级数据融合尧跨维度

跨分层的关联语义的特征级数据融合等融合过程袁如

图 2所示遥

渊1冤各数据维度的语义特征的分层提取袁主要是

对这 5个不同数据维度进行语义特征的分层提取袁确

定各数据维度的语义属性袁并确定各数据维度语义同

级尧上下级的多层语义逻辑关系遥 如时间维度的语义

属性可以分为工作日和节假日大类语义信息袁工作日

又可以细分为课堂学习时间尧自习时间等不同粒度的

语义信息遥

渊2冤分层语义的特征级数据融合袁主要是将各异

构数据源的教育数据袁按照这些分层语义分类袁采用

相应的细粒度融合策略进行特征级数据融合袁生成能

准确描述学习者学习特征的场景数据袁并消除数据结

构和相同语义聚集在同一粒度上的不一致与冗余关

系遥

渊3冤跨维度尧跨分层的关联语义的特征级数据融

合袁 主要是为了更客观尧 精准地描述学习者的学习特

征袁根据不同维度尧不同层面的相似语义袁对这些具有

关联语义的数据进一步进行特征级融合袁生成具有深

层次语义知识的场景数据渊如学习者的学习习惯等冤遥

三尧xAPI规范对 5维特征融合数据的

规范化分析

渊一冤 xAPI规范与 5维特征融合数据的融合分析

在得到 5维特征融合的教育数据后袁 接下来就

需要对这 5维特征融合数据进行规范化分析袁 而学

习数据规范的选择是实现数据格式规范的关键遥 纵

观以往学习数据规范标准的发展袁 主要经历了以下

几个阶段 [14 -16]院 无标准阶段尧AICC 渊The Aviation

Industry CBT Committee冤 标准阶段尧SCORM渊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冤标准阶段遥AICC标准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课程资源的共享问题袁但采

用这种学习数据规范开发的课程资源迁移性不好袁不

一定能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遥 SCORM标准是目前最

为广泛应用的学习数据规范标准[17]袁但这种标准只是

针对课件等学习内容的数据规范袁无法对课件学习以

外的学习过程数据进行记录袁也无法实现跨平台的数

据共享与互通[18]袁尤其是在面对人工智能教育时代动

态多变的教育环境时袁 SCORM标准难以解决新时代

下多元异构数据的高度共享性问题遥 为了破除

SCORM标准的局限袁美国 ADL渊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冤组织推出了 xAPI渊Experience API冤数据规

范袁它不但兼容 SCORM标准袁而且可以记录几乎任

何一种学习或行为袁并且可以跨平台进行数据共享与

交换[15]袁xAPI规范的这种优势很好地契合了人工智能

教育时代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遥

xAPI规范的核心部件主要有两个 [15袁19]院Statement

属性和 LRS渊Learning Record Store冤学习记录存储遥其

中袁Statement是定义了 xAPI数据格式的语法袁LRS是

定义了学习记录库渊LRS冤的数据的存储形式遥 根据

Statement的 野执行者 渊Actor冤+ 动词 渊Verb冤+ 对象

渊Object冤冶的声明结构袁以及声明结构 Result尧Context尧

Timestamp尧Stored尧Authority等其他扩展属性遥 xAPI规

范的 Statement声明结构很好地契合了 5维特征融合

数据的数据描述袁 可以生成 5 维特征融合数据的

Statement 声明结构袁即野学习者渊Actor冤尧时间情境

渊Time冤尧 空间情境 渊Local_Context冤尧 设备情境

渊Device_Context冤尧事件情境渊Verb+ Object+Result冤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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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tatement的属性来进行数据封装袁 生成通用的数

据交换格式遥 然后再通过 xAPI规范的另一个核心部

件要要要LRS学习记录库袁将数据融合的规范化教育数

据传送到 LRS中进行记录并保存起来袁 实现 LRS之

间的数据共享和交换遥 xAPI规范对 5维特征融合数据

进行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如下渊如图 3所示冤院当不同数

据源的学习活动或学习行为需要被跟踪记录时袁xAPI

就会发出特征级数据融合的 Statement 表述格式袁封

装成 JSON或 XML等通用数据格式传递到 LRS中袁

LRS负责记录和存储袁并与其他独立的 LRS交换和共

享这些学习经历记录袁 一个 LRS可以与其他独立的

LRS共享这些学习记录袁LRS也可以独立存在袁 也可

以存在于不同的数据源中遥

渊二冤5维特征融合数据的通用数据规范格式分析

基于上述 xAPI规范对 5维特征融合数据进行规

范化的运行机制袁为了构建一个高度共享的教育数据

模型袁还需要对 5维特征融合数据的数据规范格式进

行分析袁生成通用尧标准的数据交换格式遥根据前面分

析得到的 5 维特征融合数据的数据结构院野学习者

渊Actor冤尧时间情境渊Time冤尧空间情境渊Local_Context冤尧

设备情境渊Device_Context冤尧事件情境渊Verb+ Object+

Result冤冶袁 再结合 xAPI规范 Statement声明结构的规

范化描述袁由此得到 5维特征融合数据的通用数据规

范格式院野Actor 渊学习者冤 垣 Time 渊时间情境冤 垣

Local_Context 渊位置情境冤 垣 Device_Context渊设备情

境冤 垣 渊Verb 垣 Object 垣 Result 垣 T-span冤渊事件情

境冤冶遥 该通用数据格式映射出学习者的状态为院野{学

习者} 附学习者的个人语义标签 | {某个时间点} 附时

间分类语义标签 | {某个地点} 附地点分类语义标签袁

{使用什么设备} 附设备分类语义标签 | {做了某事袁

结果如何袁耗时多少} 附主题事件分类语义标签冶遥 其

实例化后为院野小明{分类语义标签院初一} | 10院00{分

类语义标签院课堂学习} | 在北二附{分类语义标签院学

校教 1楼} | 使用 HUAWEIPad {分类语义标签院平板

电脑} |做作业院有理数{分类语义标签院初一数学第一

单元}|得分院95{分类语义标签院优秀}冶遥 由此得到 5维

特征融合数据的数据格式规范是以 野谁在什么时间尧

什么地点尧使用什么设备尧做了什么事情冶对学习者经

历数据进行描述袁 其生成的通用数据格式 渊JOSN格

式冤如图 4所示院

图 4 5维特征融合数据的通用数据格式

四尧共享教育数据模型的构建

渊一冤共享教育数据模型的总体流程框架设计

数据模型是描述数据类型尧数据联系尧语义约束

的集合袁它的构成主要有 3个部分院数据类型尧数据联

系尧语义约束[20]遥 其中袁数据类型描述了数据的逻辑结

构袁数据联系定义了操作数据的方法袁语义约束规定了

数据的语义规则遥 基于此袁文章将共享教育数据模型

也划分为数据描述尧数据语境尧数据共享 3个部分渊如

图 5所示冤遥其中袁数据描述是用于实现对信息资源的

表示尧发现尧共享和重用曰数据语境是数据信息所属主

题的标注曰数据共享是对数据交换格式进行规范化遥

图 5 共享数据模型的结构

基于图 5所示的共享数据模型结构的逻辑关系袁

结合上述分析得到 5维特征融合数据的通用数据规

范格式袁由此可以设计出共享教育数据模型的总体流

程框架袁如图 6所示遥 该总体流程框架是通过对各异

图 3 xAPI规范对 5维特征融合数据进行规范化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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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共享教育数据模型的总体流程框架

图 7 异构尧离散的数据转化为规范化数据的过程

构数据源的数据特性进行归类分析袁剖析出不同数据

源的共享数据特征袁提取为野学习者垣时间情境垣空间

情境垣设备情境垣事件情境艺学习场景冶5维数据特征

并进行特征级数据融合袁结合 xAPI通用数据规范袁将

融合后的教育数据转换为通用的教育数据格式规范袁

生成规范化的共享数据格式存储于 LRS中袁 并对模

型中 5个独立数据维度进行组合分析袁构建一个可重

用尧可共享的教育数据模型遥 该模型不但有利于各异

构数据源的数据共享与分析袁而且能完整地体现学习

者真实学习活动全貌袁从而为更深层次发掘学习者的

学习需求和学习状态提供强有力的数据基础遥

渊二冤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共享教育数据模型的

实现路径

基于上述共享教育模型的总体流程框架分析袁共

享教育数据模型的实现路径主要经过离散和异构数

据的规范化运算尧 模型数据属性与语义唯一性运算尧

模型数据的形式化描述等 3个关键运算环节遥

1. 离散尧异构数据的规范化运算环节

离散尧异构数据的规范化运算主要是将各异构数

据源的学习行为轨迹数据袁转换为结构化的教育数据

规范的过程遥 该运算环节首先基于上述分析得到的 5

维特征数据融合的数据规范格式袁 将采集到离散尧异

构的学习者学习活动轨迹数据袁 再调用 xAPI规范中

间件的 Statement声明和动作者描述接口袁 转换为结

构化的学习行为数据 袁 封装成 野Actor 垣 Time 垣

Local_Context 垣 Device_Context 垣 渊Verb 垣 Object 垣

Result 垣 T-span冤冶的规范化描述的通用尧标准数据规

范格式袁传递到 LRS中进行记录与保存袁生成规范化

的教育数据集遥 其规范化过程如图 7所示遥

2. 模型数据属性的语义处理与唯一性运算

为了便于各异构数据源理解数据位置之间的关

联关系袁以发掘学习者潜在的学习行为模式和学习规

律袁需要对模型的数据属性作进一步的语义化处理与

唯一性运算遥该运算环节主要是对模型的数据属性打

上语义标签袁并对模型数据的语义进行唯一性计算的

过程遥首先对模型中 5维融合数据的数据属性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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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者

分类

语义
时间情境

时间分

类语义
经纬度渊位置情境冤

位置分

类语义

设备

情境

设备分

类语义
事件情境 事件分类语义

小明 初一
2019.9.12,

9:30

课堂学

习时间

23.058098,

113.38562702088893
北二附 IPad2

平板

电脑

做初一有

理数作业

做|作业院有理数{分类语义标签院初

一数学第一单元}|95分 {分类语义

标签院优秀}|30分钟

小明 初一
2019.9.12,

10:00

课堂学

习时间

23.058098,113.38562

702088893
北二附 IPad2

平板

电脑

做初一有

理数作业

做|作业院有理数{分类语义标签院

初一数学第一单元}|95分{分类语

义标签院优秀}|30分钟

小明 初一
2019.9.13,

17:30

放学

时间

23.057984,

113.38562702093856

枫蓝

国际
Iphone5 手机

玩海岛奇

兵游戏

玩|游戏院 海岛奇兵 {分类语义标

签院战略类游戏}|- -|60分钟

小明 初一
2019.9.13,

17:31

放学

时间

23.057984,113.38562

702093856

枫蓝

国际
Iphone5 手机

玩海岛奇

兵游戏

玩|游戏院 海岛奇兵 {分类语义标

签院战略类游戏}|- -|60分钟

小明 初一
2019.10.2,

10:05

晚自习

时间

23.047608,113.37279

899999999

今典

花园

联想

E450

台式

电脑

查看 Unit 5

课件

查看|课件院Unit5 {分类语义标签院

英语课件}|- -|25分钟

小明 初一
2019.10.2,

11:10

晚自习

时间

23.047608,113.37279

899999999

今典

花园

联想

E450

台式

电脑

查看 Unit 5

课件

查看|课件院Unit5 {分类语义标签院

英语课件}|- -|25分钟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噎噎

表 2 具有唯一性语义的规范化数据集

图 8 不同维度组合的数据模型视图

类语义化处理袁 即对 5个相对独立的各数据维度袁根

据各数据维度的语义分类袁给每一个数据维度的属性

打上分类语义的标签袁如时间数据维度以野天冶为粒度

的时间语义分类院早读时间尧课堂时间等语义分类袁生

成具有分类语义的规范化数据集曰然后对模型数据的

语义进行唯一性计算袁即去除具有分类语义的规范化

数据中的重复数据袁以保证模型中的数据没有相同语

义的数据记录袁 进而提升学习行为分析结果的准确

性遥 其模型数据属性的语义规范化过程见表 2遥

3. 模型数据的形式描述

为了构建一个灵活性强尧重用度高的共享教育数

据模型袁以减少 LRS之间的数据交换量袁并满足不同

数据源对不同数据视图的需求袁还需要对模型的数据

进行形式化描述遥该环节是基于模型数据属性与语义

唯一性运算环节计算的结果袁对模型中的学习者情境

数据进行形式化描述袁并进一步对这些独立的数据维

度进行多维度组合袁以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共享教育数

据模型遥 针对构成数据模型的 5个独立数据维度袁由

于学习者维度是静态化的信息数据袁其形式化描述在

模型中不作标注袁由此袁模型的学习情境数据描述可

以用 4元组 Preference来表示袁各元组既相互独立又

相互联系袁以构成不同组合的多维度的共享教育数据

模型袁这 4 元组分别是院时间情境维度尧位置情境维

度尧设备情境维度和事件情境维度袁依次用字符表示

为 PT尧PL尧PD尧PO袁每一个元组是由序偶对<P,啄>来组

成袁其中袁啄表示各属性的分类语义袁由此构成的共享

教育数据模型 Preference 的形式化描述公式为院

Preference = <P,啄> =

<PT1 , 啄T1 >,< PT2 , 啄T2 >,噎,< PTn , 啄Tn >

<PL1 , 啄L1 >,< PL2 , 啄L2 >,噎,< PLn , 啄Ln >

<PD1 , 啄D1>,< PD2 , 啄D2 >,噎,< PDn , 啄Dn >

<PO1 , 啄O1>,< PO2 , 啄O2 >,噎,< POn , 啄On >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伤

赏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商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上述的形式化描述公式袁以时间情境维度为例袁<

PT, 啄T>可以是由<18:30袁啄T1=晚饭时间><20:30袁啄T2=晚

自习时间><22:30袁啄T3=晚睡时间>等组成的集合遥模型

中既可以构成位置情境尧事件情境等单维度的数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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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视图袁也可以组合成多维度的数据视图袁如图 8所

示袁 以便于各数据系统根据自身数据分析的需求袁动

态地获取个性化的数据模型视图袁这样构建出的共享

教育数据模型不但可以减少各异构数据系统之间数

据交换的数据量和传输量袁同时也降低了数据分析的

复杂度袁有效减少了数据信息的缺失袁有利于深层次

挖掘学习者真实的学习需求遥

五尧结 语

人工智能教育时代袁构建一个可重用尧可共享的

教育数据模型袁以规范人工智能教育环境下多源异构

的教育数据袁实现各异构数据的高度共享袁是当今时

代教育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遥文章提出的基于多

源数据融合的共享教育数据模型袁通过对多源异构教

育数据进行数据融合袁结合 xAPI学习数据规范袁对融

合后的教育数据进行规范化描述袁生成通用尧标准的

数据交换格式袁在此基础上袁构建了一个可共享尧可重

用的教育数据模型袁实现了各异构数据源之间的数据

共享与交换袁便于智能教育系统获取更全面尧完整的

学习记录数据袁以提升数据共享的时效性袁进而使得

学习行为分析的结果更客观尧及时尧准确袁有利于提升

智能教育系统响应的即时性与智能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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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hared Education Data Model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Fusion

WU Fati1, HUANG Shihua2

(1.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Digital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 Beijing 100875;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data sharing method

cannot meet the timeliness of the sharing of massive education data,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immediacy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response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systems. This paper presents a modeling approach

for a shared education data model based on multi -source data fusion.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fusion method of multi -source data fusion, as well as the data sharing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heterogeneous data sources, and extracts the five-dimensional data sharing characteristics of "

learner, time, space, device, event" to perform data fusion analysis of multi -source and heterogeneous

education data . Secondly, combined with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xAPI 渊Experience API冤data

specification, the standardized analysis of the fused data is conducted to generate a common exchange

format of education data. Finally, based on the data exchange forma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shared education data model, so as to provide a practical

guidance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on big data-based data sharing.

[Keywords] Data Characteristics; Multi-source Data Fusion; xAPI Specification; Data Sharing Model

and intrinsic mechanism are not clear. Theref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ree pairs of relationships:

immersion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presence and embodied concern, schema and concept generation. An

experiment is designed to detect the learning differences between IVR and the video, and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are analyzed from two aspects of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 It is found that IVR has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spatial presence, depth perception and schematization. On this bas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idelity of IVR materials to the objective and the artificial selective construction

is discuss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chematization is a basic principle for selectiv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spatial thinking,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meaning of embodiment, and then gives new

connotation to situated learning with the thought of embodied cognition.

[Keywords] Geographic Space; Sense of Presence; Schema; Embodied Cognition;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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