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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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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两个概念在应用中存在一定的重叠与互释现象袁与人们对认识发生机制的认知有关遥

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都是支持学习发生的条件袁但两者的研究内容与范畴存在明显的差别遥 学习空间侧重功能层面袁是
学习的间接条件袁是学习的中介物曰学习环境聚焦应用层面袁是学习的直接条件袁是学习的刺激物遥 学习空间表现出了居
所和转运的双重属性袁体现的是客体与客体的位置及相互关系遥 通过对文献与应用层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袁在设计学习空
间的时候袁需要从学习发生的场所尧学习通路尧学习过程与结果的展示区等着手袁综合考虑多种不同结构要素遥 构建了合
适的学习空间袁就可以设计合适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行为遥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袁学习空间将会表现出技术组合性尧自组
织性和拟人智能性等特征袁体现出从单一到多样尧从固定到变化尧从静态到动态的变革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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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作为一个大概念袁深受理论界和实践界

情境尧实践场尧境脉尧案例等袁都纳入了野环境冶这一概
念体系中[5]袁使得环境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面过广袁并逐
步演变成了一个大概念遥 环境概念涉及的领域较多袁

的关注遥 在具体应用中袁由于其使用的领域不同袁学习
环境这一概念自身也开始出现分化袁并逐渐形成了许
多新概念遥 学习空间就是在这种分化中产生的重要概
念袁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应用界的关注遥

其优点在于可以覆盖更加完整的研究范围袁 但是袁缺
点也是很明显的袁当这一大概念所覆盖的范围过广以
后袁 就自然会导致有些领域的研究会得不到重视袁进
而会影响对学习环境的设计遥

一尧引 言

二尧概念分化院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
渊一冤环境与空间的重叠和互释
早期的研究中袁野空间冶的概念和野环境冶的概念基
本上是交叉使用的袁 空间被作为一种特定的环境袁有

的研究中会以环境解释空间的内涵[1-2]袁有的将空间和
环境交替使用[3]袁也有的研究中将野学习空间冶作为一
个具体概念而不做专门的定义[4]遥 空间与环境这两个
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袁主要是因为学术界在引
入一些新概念的时候袁对于许多有关联的概念袁譬如

渊二冤学习空间概念的衍生与分化
学习空间作为独立的学术概念出现以后袁又出现
了一系列衍生概念袁如个人学习空间尧网络学习空间
等遥 祝智庭教授认为袁个人学习空间是连接野虚拟学习
环境冶和野个人学习环境冶的野中部空间冶[6]袁网络学习空

间则是依赖学习支撑服务平台的虚拟空间[7]曰郭绍青
教授团队系统论述了网络学习空间的关键技术 [8]尧功
能与构架[9]等曰余胜泉教授将空间看作是多种学习情
境的汇聚 [10]曰许亚锋等研究者认为袁学习空间作为一
种学术概念袁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包含了丰富的野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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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冶袁最终还是为了促进学习者的学习[11]遥

技术袁学习者将会建立与外部事物的关联袁并能够在

渊三冤学习环境与学习空间的异同

这种关联之中逐步建立起个体的认知体系遥
渊一冤学习在于帮助学习者认识无限客体

学习环境和学习空间两者所关注的领域不同袁对
于学习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遥 就本质与应用层面而

学习者对于外部事物的认识袁需要借助教材内容

言袁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在内涵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

和教师的引导等多种不同支持条件袁并与自己的已有

异袁两者所关注的内容不同袁在学习中所发挥的作用
等都不同袁对于学习环境而言袁有的需要依赖空间袁有

认知体系进行关联袁以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认知构
建体系遥 外部事物是认识的对象袁外部事物作为客观

的却与空间关系不大袁 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袁表

存在物袁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客观存在物之中袁学校教

现出了相似性与差异性遥

育中设定的认识对象是有限的袁 是特定的认知客体遥

在表 1 中袁我们从客体属性尧工具属性尧活动属
性尧作用属性尧资源属性尧过程属性等方面对学习环境
与学习空间的关注重点进行了比较袁并对这两个概念

通过学校教育袁 就是要帮助学习者借助认识有限客
体袁逐步认识无限客体[13]遥
渊二冤不同类型客体具有不同的认知属性

在野五维冶框架[12]中的对应关系进行了区分袁就是要强
调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袁不能因为使用了某一个大概
念袁就忽视了对其中诸多细节的设计袁进而导致设计
中出现偏差遥

学习者所认识的有限客体袁是包含了丰富内涵的
客观存在物遥 当认识的对象处于一个更大的客体之中
以后袁 其他的客体对于认知的发生会表现出不同属
性院一是学习之野脉冶袁这类客体继续充当了认知对象袁
使得学习者可以不断形成对不同对象的系统认识袁并

三尧学习空间的中介属性

建立起关于不同认识对象之间的关联曰 二是学习之
野境冶袁这类客体为学生提供了认知赖以发生的各种知
识存在条件袁使得学习者可以借助这些条件理解学习
的价值袁 并能够通过问题的持续解决而形成认知袁同
时也会融入学习者的认知体系之中曰 三是学习之

学习是一个认识活动袁是学习个体在与外部事物
交往的过程中袁通过持续的建构袁促进形成对于外部
事物的认识的过程遥 学习个体与外部事物进行交往袁
就自然存在交往的场所袁借助这一场所及其中的某些
表1

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的主要异同

类别

相似点

学习环境

学习空间

混淆的缺陷

都是存在于学习者的外部袁 并作为学习的外部支持条件而发挥着对学习的 因为同是外部事物袁因此袁容易将外部事
支持作用袁都是基于学习的基本规律而存在的

客体 属于认识客体袁指向了学习行为与学习 属于方法客体袁服务于学习行为与
属性 活动本身

活动

物作为归类的理由袁掩盖了差别
客体之于主体的关系袁被看作是一种简单
的野非主即客冶的关系袁对客体的划分过粗
会导致使用不当

工具 是知识与思维工具袁 既是学习的起点袁 是知识与思维的转运工具袁为其形 对于工具而言袁理解了其功能袁才能够发挥
属性 又是学习发生的依据

成提供了保障

工具的价值遥混淆之后容易降低工具的价值

提供丰富的学习活动袁将需要认识的对 支持与监督学习活动的发生袁可以 混淆了活动的属性袁就可能会导致在设计
活动 象置身于真实世界之中袁引导学习者在 帮助学习者聚焦学习中的认识对 学习活动时袁过分关注了技术特征而忽视
属性 活动中发现并认识它袁是学习活动赖以 象袁促进学习者更好地认识这一对 了学习特征袁或者忽视了学习是否真正发
存在的学习负载物

不
同
点

作用
属性

象袁但自身并不是认识的对象

生

学习刺激物袁是学习者认识外部世界的 学习中介物袁是学习者认识外部世 混淆了学习的直接与间接条件袁就可能会
直接条件袁需要依赖学习者的认知规律 界的间接条件袁 需要依赖认知风 弱化对认知规律的尊重袁侧重学习的外在
进行设计

格尧年龄特点等进行设计

形式

资源 是学习资源的一部分袁可以通过学习的 可以促进资源以不同的表征形式 混淆了这种差别袁就会导致关于野空间冶和
属性 项目尧任务等形式促进学生的认知发生 而存在袁为资源提供了存放的位置

野环境冶孰大孰小的无谓争论

过程 可以通过相似的或不同的具体任务形 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袁满足学习者 混淆后就难以做到院既满足了学习目标的
属性 式袁引导学习者达成学习目标
五维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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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差异化的方式实现学习目标

一致性要求袁又兼顾学习个体的差异性

归结为野境冶院是为所需学习的各种知识 归结为野物冶院是为支持学习活动或 混淆了两者都可能存在的野场所冶这一性
或技能提供体现应用价值的场所或境 行为得以有效组织或实施的场所 质袁就可能会忽视对知识与思维的价值判
域

或场域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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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物冶袁这类客体侧重于为学习的发生提供合适的外部

域中袁每一种生态系统经过自组织行为袁会建立起不

支持袁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认识对象袁促进
认知的发生袁但自身并不纳入认识体系之中遥

同的稳定状态与平衡遥
学习系统也是一个生态系统袁但是这种生态系统

渊三冤学习空间为认识的发生提供了中介
所谓野物冶袁是学习者在认识外部事物的过程中袁

与自然界的其他生态系统存在着天然的差别遥 学习生
态中不仅没有类似于食物链的蚕食关系袁还增加了生

用于促进学习发生的重要支持条件袁 是学习的中介

物体与生物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尧生物体的生理与心理

物遥 野物冶既可能是学习发生的场所袁也可能是学习场
所中的各种附加物袁是一切用于支持学习发生的辅助
性条件袁同时也是学习可能发生的必备条件袁这一充

的成长关系袁因而变得更加复杂袁也对生物体赖以生
存的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5]遥

学习空间是支持学习发生的重要外部支持条件袁

当野物冶的属性的中介物袁就是学习空间遥

是组织与实施学习活动与行为的基本场所袁是帮助学

麦克卢汉认为袁借助于媒介袁可以让个体进入置
身其中的环境袁 从而延伸了人的器官或中枢神经系

习者触摸外部世界的重要载体袁也是学习者与他人进
行交往与表达的实践场袁还是学习者完成任务与项目

统袁并逼近模拟人的意识系统[14]遥 他认为依靠人工技
术等媒介可以创设环境袁对此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
来理解院第一袁不同技术的功能是相互独立的曰第二袁
利用技术可以创设支持认知的环境曰第三袁技术的不
同组合可以创造不同的支持遥 在学习空间中袁需要包

的重要支撑平台袁是帮助学习者聚焦认知对象并能够
形成系统认知的学习中介物遥
渊二冤学习空间的双重属性
关于学习空间的研究袁常常会和野场所冶建立关
联遥 可能是可以物化的尧能够用眼睛看到的尧师生能够

含不同的技术袁野富技术冶创立的学习空间之于认知的
价值袁需要依赖于使用者对于空间的合理设计遥
从助力学习行为的角度来理解袁学习空间是学习
发生的中介袁是学习者与认知对象之间发生联系的实
践场袁它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行为的场所袁还为学习

身居其中的尧相互之间可以通过肢体语言进行交流的
某个实实在在的物理场所袁也可能是可以支持交互与
表达的虚拟场所遥 对于学习空间袁可以用面积尧体积尧
容量等进行测量袁并以占用了多少平方米的具体的物
理范围或多少存储量作为衡量其概念的主要属性遥 其

者与认知对象之间架设了一条连接线院 沿着这条线袁
学习者才能够聚焦于所认识的对象曰 借助于这条线袁
学习者才能够找到认识对象的合理方法与路径曰透过
这条线袁 学习者才能够形成关于对象的各种认识袁并
最终形成关于对象的系统认识遥

实袁这种理解仅仅反映了空间的部分属性遥
1. 居所与转运院学习空间的双属性
从物理场所或虚拟场所的角度来理解学习空间袁
仅仅体现了学习空间的野居所冶属性遥 此外袁学习空间
还有另一个基本属性袁即野转运冶属性袁有两种主要的

四尧对学习空间内涵的理解
野空间冶 包括了一切存在物所占有的某个区域袁有
的区域可能会因为其中所存在的占有物太多袁 占用的

形式院 一种是连接外部刺激物与学习者的输送介质袁
以学习通路的形式表现出来曰另一种是为了帮助学习
者表征对外部事物的认知结果的输送介质袁以学习展
示区的形式表现出来遥

容积可能会相对大一些袁也有的会占有较小的容积遥如
果仅仅从野泛空间冶的角度来理解学习空间袁学习空间
就是开展学习活动所需要的区域袁 是学习发生的基本
场所袁它提供的是一种容身之地袁和宇宙和自然界中的
各种事物一样袁是行动所占有的具体轨迹或位置等遥
渊一冤学习空间的一般内涵
对于学习而言袁空间已经不再仅仅是学习的位置
或学习行为的轨迹袁还包括了这一空间对于学生的学
习而言所可能提供的外部支持作用遥 学习需要拥有一
定的物理场所袁物理场所之于人的关系袁就像一个池

2. 转运属性中的野学习通路冶
学习通路形式的输送介质院学习者在通往学习的
道路上袁除了需要有居住的物理场所以外袁他们还需
要有能够帮助自身通向彼岸的野通道冶袁这种通道可以
让学习者从封闭的居所中解放出来袁并能够看到更加
广阔的世界遥 比如院对于微生物世界等相关的学习内
容袁凭借普通的文本方式或语言表达方式袁难以帮助
学习者建立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或看法袁这时袁显微
镜就发挥了中介作用袁可以在学习者与认识对象之间
建立起一条通道遥

塘之于其中的生物体一样袁池塘中的生物体能否存活
并延续其生命袁需要一套存在着一定的相依关系的要
素所构成的不同层级的生态系统袁在整个大的池塘区

在许多事物的背后袁隐藏着许多知识袁包括事物
的内部结构尧运作机理等袁仅仅依赖学习者或教师的
交流与互动袁我们也许可以知道其背后存在着某些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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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袁但往往难以建立深刻的认识遥学习空间作为一种中

间需要能为学习者提供一定的体积及其运动范围遥 体

介物袁发挥的是对于学习对象的野增强冶作用袁通过对于
认知的对象进行某种外部的增强袁可以让学习者理解

积是一种空间大小的占有袁是客体的野存储冶袁可以让学
习者身临其中袁能够将主体置入整个世界体系之中袁成

仅凭单纯的野人工冶方式所难以发现的东西遥
3. 转运属性中的野学习展示区冶

为相对静止的自然界的一部分曰 范围是一种空间界域
的占有袁是客体的野运行冶袁可以让学习者身临其境袁能

中会不断生成对于外部事物的认识袁这种认识是内在
于心的袁 是与学习者的自身认知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袁

为构成绝对运动的自然界的一部分遥
3. 转运属性决定了空间中的客体关系

学习展示区形式的输送介质院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学习者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需要借助外在的表现渊学

适应转运属性及其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这一特

习制品冤才有可能体现出学习的价值遥 对于制品的表

性袁需要为学习者提供与外部事物联系的条件袁保持

征袁如果依赖单一的方式袁学习者就会囿于表达方式
的限制袁导致在具体的问题表述与问题解决等方面存

与外部的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的畅通遥
借助学习通路袁学习者与其他客体之间形成不同

在困难遥 借助学习空间这一中介袁学习者可以寻找到
更加恰当的信息表达方式袁 借助与他人的交流与沟
通袁既可以帮助自己梳理认知结构袁也可以帮助自己
建立认知的逻辑袁通过内在与外在的相互野转运冶袁从
而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深度理解遥

的关系院对应于他者性的客体袁建立的是一种交往关
系袁主要包括相对独立尧彼此促进尧相互依赖等不同程
度的交往关系袁促进客体之间的交流沟通曰对应于认
知对象性客体袁建立的是一种认知路径关系袁包括抽
象认知尧具身认知尧具象认知等不同的认知路径袁其效

渊三冤学习空间的结构要素
将学习空间的基本属性界定为居所与转运两大
方面袁而对于转运属性又从学习通路与学习展示区两
个大的方面进行阐述袁其中袁学习通路指向了认识的
对象袁形成了认识者与认识对象的关联袁而学习展示

能依赖于这些认识对象中的素材及其表征方式遥
借助学习展示区袁也可以与其他客体之间形成不
同的关系袁对应于他者性客体袁建立的是一种依存程
度关系袁并借助物化的学习制品体现出来袁包括个性
化制品与协同性制品等不同形式曰对应于认知对象性

区则指向了认识者本身袁 展示的是学习者的认识发
生遥 这样就可以大致确定学习空间的概念范围与概念
价值袁为分析学习空间的构成要素奠定基础遥
1. 位置与关系院学习空间的价值指向
居所属性为学习者提供了活动赖以发生的场所袁

客体袁建立的则是一种认识程度的关系袁包括表层与
深层的不同认识程度袁而要能够准确判断学习者的认
识变化袁往往需要借助不同的观察角度袁多维度呈现
学习者智能变化的组谱遥
4. 位置与关系决定了学习空间的结构

学习通路的转运属性使得外部事物可以作用于学习
者袁学习展示区的转运属性使得学习者可以向外部世
界呈现自己对于事物的理解遥 这样就解决了两大问
题院一是由居所属性所确定的袁是学习者在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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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让主体像与自然界中其他事物相似的客体一样袁成

学习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需要借助学习空间来体
现遥 在学习空间中袁居所属性可以转换为体积尧范围等
位置形式袁转运属性则可以转换为关系形式袁包括学
习通路中的交往和路径关系尧学习展示区中的依存程

中的位置问题曰二是由转运属性所确定的袁是学习空
间中的学习者与其他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遥 而物体在
空间中的位置和不同物体的相互关系问题袁正是野空
间冶这一概念的最基本问题袁也是野空间冶这一概念的
存在价值遥
对于野位置冶的问题袁是因为空间中的诸多物体的
共同存在袁 这一共同存在就自然会涉及空间分配曰对
于野相互关系冶问题袁是因为空间中的诸多共同存在的
物体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联系袁处于空间中的不同物
体的各种联系会通过相互作用体现出来袁并表现出作

度与认识程度关系遥 通过分析学习空间中的位置与关
系袁就可以进一步从空间的结构要素方面来理解学习
空间的内涵渊见表 2冤遥

用的强弱差别遥
2. 居所属性决定了空间中的客体位置
适应居所属性及其在空间中的位置这一特性袁空

渊一冤学习空间与学习过程的关系
学习的一般过程袁就是学习者从复杂的外部事物
中选取合适的关注对象袁 通过适度的交往与互动袁借

五尧学习空间的学习支持价值
从功能性的视角来详述学习空间的内涵及其结
构要素袁 就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设计学习空间袁并
利用学习空间中的丰富配置袁创设丰富的学习环境和
学习行为袁促进学习的高效发生袁发挥学习空间对于
学习的支持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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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学习空间的空间形式与结构要素分析

属性

空间形式

居所

位置
与他者性客体的
交往性关系
学习
通路

与对象性客体的

释义
是学习者对于空间大小的占有袁体现身临其中

存储

范围

是学习者对于空间界域的占有袁体现身临其境

运行

相互独立

主要是指学习个体在认 可以不依赖于其他个体就能够完成学习任务

彼此促进

知成长过程中与其他学 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可以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相互依赖

习个体之间的关系

具身认知
具象认知

主要是指学习个体在认
识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
外部事物之间的关系

需要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才能够完成学习任务

学习
展示
区

与对象性客体的
认识程度关系

深层学习

素材

在与客体作用的过程中形成认知目标并完成

表征

学习任务

学习者在与客体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客体本身及其应用的系统认识
学习者对于客体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袁 以及创造性地利用客体知
识的能力等

沟通

通过与具体客体的相互作用完成学习任务

协同性制品 经历学习活动后学习者共同完成的学习制品
表层学习

交流

可以不借助具体的客体就能够完成学习任务

与他者性客体的 个性化制品 经历学习活动后个体独立完成的学习制品
依存程度关系

功能结构要素

体积

抽象认知
路径性关系

转运

特性

物化
制品
智能
组谱

助个体的心理加工袁逐步形成简单的认识袁并能够运
用这些认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遥 设计学习空间袁就
是要便于学习者能够适应这一过程袁帮助学习者产生
学习的意愿袁形成认知的发生与发展渊见表 3冤遥
借助于对学习的基本过程的简要归纳袁我们就可
以结合这种基本需求袁 为学习者提供适当的学习空
间袁空间为学习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袁同时也为学习

结构的设计曰而学习环境的设计则偏向应用性袁关注
的是具体的学习任务与目标遥 学习空间的价值发挥需
要通过进一步转化袁 并借助具体的学习环境的创设袁
从而为高品质的学习奠定基础遥
创设学习环境在于帮助学生野从一般的学习意识
走向学科意识冶遥 学习空间对于学习环境的支持袁可以
有多个不同的角度院一是创设符合认知机制的问题情

者建立与外部事物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条件遥 但是袁学
习空间自身仅仅是一种学习的中介物袁它能够支持学
习的发生袁但并不会因为学习的发生而改变其属性遥

境袁通过空间中若干结构要素的组合袁形成一定的问
题情境袁让学生从问题情境中建立学习意愿曰二是营
造促进沉浸认知的学习氛围袁 借助不同的要素组合袁
引导学生将学习的目标与学习的居所联系在一起袁让
学生直接处于目标自身所体现的氛围中曰三是组织支

表3

学习空间对学习的支持过程

学习空间的 学习
支持作用

过程

基本机理

组织恰当的 置身 学习者只有置身事物之中袁才有可能关注
外部世界

事中 身边的各种客体

给予客体适 客体 学习中确立的认识对象袁需要能够引起学习
当的渲染

刺激 者的关注袁学习者才会聚焦其上并进行思考

创造与客体 心理
的交往机会 加工
形成思维导 知能
向的过程

形成

学习的过程就是心理的持续加工过程袁在
此过程中不断产生与解决认知冲突袁进而
形成对事物的认识
关于外部事物的认识袁只有与学习者的已
有认知结构建立了联系袁才有可能促进学
习者产生认知的变化

提供迁移的 心智 学习者的认知形成以后袁需要通过不断解
变化客体

成熟 决新的问题袁才能够体现学习的价值

渊二冤基于学习空间的学习环境设计
学习空间为学习环境的创设提供了基础性条件袁
学习空间的设计偏重功能性袁关注的是空间中的不同

持认知生成的学习活动袁学习活动的发生袁与活动中
需要使用到的不同元素有关袁借助学习空间可以提供
相应的元素袁 引导学习者主动对这些元素进行加工袁
从而产生丰富的活动形式遥
渊三冤基于学习空间的学习行为设计
学习环境指向了学习任务和目标袁但是袁也仅仅
是帮助学习者感知知识的存在场袁要实现这些具体的
目标袁离不开认识的发生场袁认识的发生需要依赖学
习者的具体学习行为袁需要支持行为赖以存在的具体
的学习空间遥
设计学习行为在于帮助学生从适应他人走向适
合自己遥 学习空间对于学习行为的支持作用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一是发现学生成长过程的行为差
异袁借助学习行为轨迹记录功能袁可以有效地判断学
生的不同袁借助相关数据分析学生的差异曰二是提供
符合学生差异的学习资源袁对于学习者而言袁其个人
23

电化教育研究
的认知习惯和已有能力起点等袁都会让他们在接受知

态袁且这种表现形态会随着人们的使用情况而建立新

识的过程中表现出差异性袁 借助不同素材表征方式袁
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资源形式曰三是推

的平衡关系遥 例如院早期的设备配备袁往往会表现出嫌
少不怕多的状态袁有的设备会因为使用的频繁度而倍

送满足学生个性的学习路径袁当学习的素材变得更加
丰富以后袁对于同样的学习内容袁会呈现出不同的表

受关注袁而有的则会束之高阁遥 使用导向下的空间中袁
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变化会逐渐出现对于组件的不

征方式袁对于不同的内容袁会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表征

同认同袁高认同度的组件趋于核心化袁而低认同度的

方式袁对于学习者来说袁当他们有条件依据自身的要
求选择使用不同的素材以后袁就会形成不同的学习路

组件会趋于边缘化遥
3. 学习空间的拟人智能性

径遥

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野单技术要复合技术要富技术冶

六尧学习空间内涵的持续发展
在早期对于学习空间的认识中袁将其与野面对面冶

的学习空间袁空间中的技术之间会建立某些相互支持
的运行逻辑袁 并使得技术表现出了拟人性的智能特

和野居所冶结合起来袁因为学习需要依赖特定的物理场
所袁才有可能建立起师生之间的交互活动袁才有可能
形成对学习的帮助遥 今后的学习依然离不开居所袁但
仅仅依赖野面对面冶的居所及其中的师生互动活动袁学
习者接触的世界必然是有限的袁只能限于有限的书本

点遥 例如院对于学习空间中的智能控制系统袁可以借助
传感器技术袁当空间中的温度尧光线尧运动状态等发生
变化时袁传感器可以捕捉到相关的数据袁并通过系统
的分析与运算等功能袁完成一系列连贯性操作袁从而
实现相应的系统控制尧生产或学习过程管理尧状态与

与有限的经验遥
渊一冤技术对于学习空间变革的影响
导致学习空间变化的关键要素就是技术遥 关于技
术袁主要有两类院一类是纯粹借助对天然材料的粗加
工而形成的人工制品袁其表现形式中会体现出天然材

数据维护尧运行轨迹分析等不同任务袁为决策提供支
持遥 一个基本的趋势是袁学习空间中的技术介入可以
让人从繁重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袁可以有更多的精
力进行思考与创造袁以改善学习的品质遥
渊三冤学习空间变革的应用趋势

料的原始属性袁在农业社会中袁这种技术较为常见曰另
一类则是以天然材料为元材料袁通过融入人们的设计
思想和智慧袁这些材料得以重新组合袁会产生远远高
于野元材料冶的新的属性袁对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袁
这种技术的作用尤为明显遥

在研究领域中袁学术界经常会就野智能冶与野智慧冶
的内涵进行比较和区分袁 对于野智能冶与野智慧冶两个
词汇袁尽管在使用中存在交叉袁但两个概念的具体应
用语境是存在差别的遥 例如院对于人而言袁当我们在分
析人可能具有的普遍性能力特征时袁常常会使用野智

渊二冤学习空间变革的主要特征
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袁最初仅仅依靠简单的机械力
学就可以完成技术发明与创造袁 而今的技术则融入了
更多的读写算的能力袁单纯依赖某一个领域的知识袁已

能冶一词曰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个体袁在描述其经历了某
一行为以后的能力变化时袁常常会使用野智慧冶一词遥
我们通常所说的野智慧学习空间冶袁主要是指助力
智慧生成的学习空间袁 学习空间自身并没有智慧袁但

经无法达到新技术的要求遥 新技术出现以后袁由新技
术所构建的现代学习空间袁正在发生诸多的变化遥
1. 学习空间的技术组合性
技术的持续革新与介入袁使得学习空间可以因技
术的不同组合而表现出丰富的特征遥 技术既可以帮助
我们提供不同的学习素材与素材的不同表征方式袁也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不同的学习制品加工支持方式遥 例
如院在早期的学习过程中袁教师可能会借助一些硬纸
板制作教具袁而今袁则可能通过 3D 打印技术等设计出
更加丰富的教具形式遥

是袁 如果在学习活动中能够充当启迪智慧的中介物袁
学习空间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独立的无生命的孤立物
质袁而是一种充满了技术思维的学习载体袁能够从学
习者的已有行为路径出发袁借助对学习的判断袁给予
学习策略的指引袁为学习者的智慧形成与发展提供适
度的学习支持遥
1. 从单一到多样院适应学习目标的变化袁提供不
同的空间
作为学习的支持条件袁学习空间必然与学习的目
标和内容等相关袁 同时也会与学习的活动形式等相

2. 学习空间的自组织性
所谓自组织袁 是指学习空间在具体的应用过程
中袁会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袁而逐渐建立新的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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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轨迹[16]袁由具有富技术特性的不同制品所构建

关遥 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袁人们已经习惯了野固定教
室+实践教室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袁对于学习空间的结
构与变化等方面袁关注度会相对欠缺遥 站在学习中介

2020 年第 8 期渊总第 328 期冤
物的立场上来理解学习空间袁我们就会发现袁学习空

当前的学习空间主要由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所

间的价值实现往往更加依赖于转运属性遥 通过不同空

构成袁但是袁这两种空间之间还缺少连接纽带袁使得本

间形式袁可以提供不同的转运支持方式袁便于学习者

应充满动态特征的空间呈现出了相对静态的特性遥 随

更好地理解学习对象遥

着新技术的不断革命袁以及以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为

2. 从固定到变化院适应学习的需求袁不断重组空

间的样式

特征的新一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突破袁未来的学习空
间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之

对于学习空间而言袁其野居所冶既可能是指向人的

间的对接袁由此一来袁学习者完整的学习行为轨迹袁包

学习活动与过程的物理空间袁也可能指向学习内容与

括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一言一行等袁都有可能会借

结果的虚拟空间袁 但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空间存在袁这
些空间都具有客观性和实在性袁都将会为学习的发生

助学习空间的记录与分析袁从而转化为对学习发生的
原因与结果的判断袁 进而改变学习空间的决策机制袁

提供场所袁从而为学习的发生提供活动的通道与知能
表征的学习成果展示区遥 因此袁对于相对固定的这些

成为学习空间中高度集成的诸系统的决策形成依据袁
不断发挥学习空间助力智慧形成的中介功能遥

居所而言袁学习空间中的若干组件的不同组合将会支
持转运方式的不断变化袁促进学习的有效发生遥
3. 从静态到动态院适应时代的变革袁不断优化空
间的设计

学习空间作为学习的支持条件袁其价值的实现最
终需要依赖使用这一空间的个体袁 包括教师和学习
者遥 如果抛开了用户袁学习空间就仅仅是一个孤立的
场所而已袁此时袁智慧与它毫不相干遥

[参考文献]

[1] 杨俊锋袁黄荣怀袁刘斌.国外学习空间研究述评[J].中国电化教育袁2013渊6冤院15-20.

[2] 陈卫东袁叶新东袁秦嘉悦袁等. 未来课堂院高互动学习空间[J]. 中国电化教育袁 2011渊8冤院 6-13.

[3] 余继袁闵维方. 大学创新型学习环境院内涵尧特征及优化策略[J]. 江苏高教袁 2019渊5冤院 54-59.
[4] 陈向东袁吴平颐袁张田力. 学习空间开发的 PSST 框架[J]. 现代教育技术袁 2010渊5冤院 19-22.

[5] 戴维窑H窑乔纳森.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郑太年袁任友群袁译.上海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袁2002院 1-16.

[6] 祝智庭袁管珏琪袁刘俊. 个人学习空间院数字学习环境设计新焦点[J]. 中国电化教育袁 2013渊3冤院 1-6袁 11.
[7] 祝智庭袁管珏琪. 野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冶建设框架[J]. 中国电化教育袁 2013渊10冤院 1-7.

[8] 郭绍青袁贺相春袁张进良袁等. 关键技术驱动的信息技术交叉融合院网络学习空间内涵与学校教育发展研究之一[J]. 电化教育研
究袁 2017渊5冤院 28-35.

[9] 贺相春袁郭绍青袁张进良袁等. 网络学习空间的系统构成与功能演变要要
要网络学习空间内涵与学校教育发展研究之二[J]. 电化教
育研究袁 2017渊5冤院 36-42袁 48.

[10] 余胜泉.从知识传递到认知建构袁再到情境认知要要
要三代移动学习的发展与展望[J].中国电化教育袁2007渊6冤院7-18.
[11] 许亚锋袁尹晗袁张际平. 学习空间院概念内涵尧研究现状与实践进展[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袁 2015渊3冤院 82-94袁 112.
[12] 沈书生.形态视角下的信息化教学设计探析[J].电化教育研究袁2015渊12冤院65-69.
[13] 沈书生.设计学习事件院指向学习的层次[J].电化教育研究袁2019袁40渊10冤院5-11.

[14] 马歇尔窑麦克卢汉.理解媒介院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袁译. 北京院商务印书馆袁 2000院 20-29.
[15] 沈书生.学习新生态院构建信息化学习力[J].苏州大学学报渊教育科学版冤袁2020袁8渊1冤院1-8.
[16] 沈书生.学习空间的变迁与学习范式的转型[J].电化教育研究袁2018袁39渊8冤院59-63袁84.

Learning Space: Intermediary for Learning
SHEN Shushe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re is a certain overlap and mutual explanation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of learning

渊下转第 42 页冤
25

电化教育研究
[36] 李任浩.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初中英语 KWLQ 阅读教学模式探究[J].海外英语袁2019袁19院88-91.
[37] 郭绍青.在线教学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J].中国电化教育袁2020渊4冤院4-6.

[38] 谢幼如袁邱艺袁黄瑜玲袁王芹磊.疫情防控期间野停课不停学冶在线教学方式的特征尧问题与创新[J].电化教育研究袁2020袁41渊3冤院20-28.
[39] 董艳袁孙巍袁徐唱.信息技术融合下的跨学科学习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袁2019袁40渊11冤院70-77.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KWL Teaching Model Related to Known and
Unknown Knowledge
DONG Yan1, NIE Jingyu1, CAI Xiangying2
(1.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Beijing Qiu Shi Vocational School, Beijing 100025)

[Abstract] Since its inception, KWL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because it connects the learners' known knowledge and unknown knowledge,
and promotes the students' deep cogni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KWL teaching model mainly focuses on its mode evolu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pplication. Based on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KWL teaching model, this study introduces seven evolution models and relevant empirical
studies. Finally, the research also analyze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value and future prospect of KWL
teaching model for three main teaching situations (distance online teaching, classroom teaching in postepidemic period, and new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Keywords] KWL; Teaching Model; Seven Evolution Models;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pplication;
Teaching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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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eir applic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people's cognition of cognitive
mechanism. Both learning spac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are the conditions to support learning, bu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content and category between them. Learning space, which focuses on

the functional level, is the indirect condition of learning and the intermediary of learning; while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level, is the direct condition of learning and the stimulus of
learning. Learning space show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residence and transit, which embodies the posi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s and objec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in the design of learning spac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tructural elements need to b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place, learning path,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exhibition area of learning results. If appropriate learning space is constructed, appropriat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learning behavior can be designed.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learning space will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combination, self -organization and
anthropomorphic intelligence, reflecting the change trend from the single to the diverse, from the fixed to
the change, from the static to the dynamic.
[Keywords]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Space; Spatial Attributes; Structure of Learning Space;
Learning Interme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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