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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默罕默德·艾利博士是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远程教育中心教授，技术增强知识研究院( Technology

Enhanced Knowledge Research Institute，TEKRI) 的研究员，他曾是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远程教育中心和计算与信

息系统的主任。他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从事远程教育、移动学习、在线学习、信息和通信技

术的培训和教育等领域的研究。艾利博士也是混合式学习国际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lended Learning，

IABL) 的创始人之一，现担任该协会的副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国际培训发展联合会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IFTDO) 的主席，是移动学习国际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obile Le-

arnig，IamLearn) 的创始董事之一，也是加拿大培训发展委员会( Canadi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成员

之一。艾利博士曾主持第五届国际移动学习大会，并联合主持了首届国际移动图书馆会议。近几年来，他编写了

12 本有关教育移动技术、培训的专著。他的《移动学习: 改变教育与培训》因对远程教育行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

美国 Charles A. Wedemeyer 奖。他的两篇研究论文在国家和国际大会上被授予最佳研究论文奖。鉴于艾利博士在

移动学习开展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为了了解移动学习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影响移动学习发展的教师行为和

学习者行为，更好地促进移动学习在中国的发展，对艾利博士的访谈将围绕移动学习时代学习的变革趋势、影响移

动学习的基本要素、教师和学习者在移动学习过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解决思路等内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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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技术领域，默罕默德·艾利教授主要致

力于移动学习的研究，他总结了移动学习成功实施

的关键因素，构建了多种情景的移动学习模型，阐

述了在不同情境下移动学习的设计和实施，分析了

教育领域移动学习未来发展的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并形成了系列著作: Mobile Learning Transforming the
Delive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2009 年) ，《开放

和远程学习 展 望: 通 过 移 动 学 习 增 加 教 育 机 会》
( 2015 年) ，Transforming education in the Gulf region:

emerging 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ve pedag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 2017 年) 。根据刘美凤教授在

《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问题研究》一书中关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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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学科定位的阐述来看，艾利教授的移动学习

思想属于教育技术学 I 的内容，是根据教育、教学实

践中的情景和问题，寻找并利用与移动学习相关的

科学与技术知识，创造性地形成解决教育、教学实

践当中问题的原则、操作程序、方法、技巧，以及对

所需资源的要求( 媒体、环境和相应的支持系统) 等

方面的知识。他从技术的角度出发，但并没有停留

在技术的层面，而是形成了移动学习情境下的教学

设计理论并提炼出促进学习者在线学习的模型和

促进技术与教育无缝融合的情境、策略和方法。艾

利教授更进一步关注到移动技术的发展对教育教

学范式的变革影响，形成了指导教育变革过程的设

计原则，这在其著作 Mobile Learning Transforming the
Delive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能够体现。默罕

默德·艾利教授在移动学习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得

到了加拿大乃至全世界教育技术领域同行的认可，

他本人也成为了研究移动学习方面的专家。对艾

利教授的访谈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是移动学

习的发展及其影响要素，第二部分是移动时代如何

通过移动技术促进教与学，第三部分是我们应当如

何对待和利用移动学习过程中的数据，最后一部分

是移动学习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

一、移动学习发展概述及其影响因素

采访者: 艾利教授，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此

次访谈。您是移动学习领域的专家，承担了一些关

于移动学习的项目并出版了许多关于移动学习的

著作［1 － 4］，为推动移动学习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我们知道移动学习在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三

个阶段，开始阶段主要实现了知识传递，接下来主

要是基于已有的知识进行生成性的知识建构，到近

年来主要关注学习者基于不同情境的认知发展和

建构［5］，通过您的资料、论文和相关研究，我们知道

您在不同的阶段均针对移动学习和培训开展了一

些项目，请您谈一下这些项目促使移动学习成功实

施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没错，移动学习发展过

程中经历了上述几个重要的历程，每个历程中我们

的关注点都会有所区别。在 2000 年左右，我开始了

第一个移动学习项目，项目的内容是利用移动设备

辅助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学习英语，那时候我们关注

的是将学习材料放到移动设备中传递给学习者，当

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

进步，移动学习也发生着改变，从最初的单一媒体

的内容传递，到后来的多媒体交互软件，再到近年

来的基于虚拟现实的学习，泛在网络、新技术、多样

化的工具已经成为移动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在移动学习的实施过程中，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关键

作用，以可汗学院为例，它曾是开展得非常成功的

在线课程，它提出了在线课程建设标准的 8 大维度

( 图 1) : 课程设计、技术支持、接口设计、管理、资源、
伦理、评价和机构在基础设施上的支持; 在一个研

究中，我通过对可汗学院课程学习者的调查总结了

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在最初的发展阶段，机构对基

础设施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对学习者目标的

明确定位和准确评价，然后是教师和指导者在技术

方面的应用和管理支持［6］。这与你之前提到的三

个阶段非常契合，在知识传递的阶段我们需要良好

的基础设施和基础资源，而到了认知建构的阶段我

们就需要考虑学习者的个性化信息，而在情境认知

阶段，技术的应用将会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管理

者的支持则始终发挥着作用。

图 1 可汗学院在线课程评价维度

具体来讲，移动学习开展的初期关注的首要因

素是学校或者地区对移动学习顺利实施的基础设

施的建设［7］。移动学习环境下的教与学是一系列

活动和任务的集合，在活动和任务的开展过程中，

为了方便学习过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需要为教师

和学习者提供能够支持课程设计和活动开展的基

础设施，如支持内容学习的移动设备、支持数据传

输的泛在网络以及促进学习过程便捷化和智能性

的智慧环境建设; 其中智慧环境是促进学习者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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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习和教师适应性教学的重要方面，也是近年来

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目前智慧环境主要通过对环

境、用户的情境感知和信息提取，适应性地为教师

和学习者提供其在特定情境下的教学和学习服务，

从而促进其高效的个性化教学和学习。
而当我们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后，对学

习者目标的明确定位和准确评价也成为影响移动

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何种学习方式，都需

要制定与其相应的学习目标，任何教学活动的开展

都需要围绕学习目标进行。制定学习目标是开展

教学活动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性工作。学习目

标的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到政策、学情、实践等多重

条件，如课程标准、学习者的个人背景、认知水平、
以及具体实践的可能性等。做到以目标为导向，学

习的差异性和个性化统一; 评价是教学过程中必不

可少的环节，它具有鉴定、导向、激励、诊断、调节、
监督、管理和教育等功能，比如在移动学习过程中，

对学习者进行过程性评价，能够及时掌握学习者的

学习状态，并针对性地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

导，有助于学习者更高效地达成学习目标。评价体

系的构建要遵循系统化原则、教学过程与学习成效

并重原则、多元化发展原则。
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对于学习的影响

日趋增强，教师的技术素养和能力也是影响移动学

习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很多国家尤其是不发

达国家，很多教师不能熟练使用移动设备，同时也

缺乏对新技术的感知和应用意愿，这将不利于移动

学习的开展，因此要想促进移动学习的顺利实施，

教师作为学习的主导者应当具备熟练应用移动设

备和新技术进行优化课例的能力［8 － 9］。在此过程中

为促进新手教师的发展，组织有经验的教师为其提

供帮助和支持也非常重要。
要实现上述任何一个阶段的转型，来自政策制

定者和管理者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情

境认知的时代。如上所述，移动学习的开展需要环

境、设备、技术以及人力的支持，没有政策的支持，

这些是难以获得的。例如，学校管理者倡导传统面

授课程，那么在环境支持和资源建设方面都会从适

应面授课程的角度入手，移动学习环境和资源的建

设就难以展开，也就难以促进大规模成功的移动学

习的开展，一些移动学习项目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

于此。因此如果要促进移动学习的实施，学校管理

者、校长需要充分认同移动学习在促进教育教学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重视其资源、环境建设，这样会

极大地提高教师开展移动学习的积极性、自信心，

提高移动学习实施的效率［10］。

二、移动技术支持的教与学

采访者: 您的建议非常中肯也很贴合目前的实

际，基础设施支持、服务支持、政策支持以及教师专

业发展对于促进移动学习都至关重要。目前，中国

在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政策等三个方面给予了大

力支持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与教师的技术能力

和素养密切相关的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尽管我们倡

导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但很多老师的信息素养、
学习意愿仍难以达到我们的要求和预期，我们应该

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呢?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你所提到的问题目前在

很多国家都存在，在研究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教师缺

乏移动学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养，部分学生的

信息素养甚至高于教师，正因如此，教师陷入了一

种尴尬的境地，使得他们倾向于不选择移动学习这

种不擅长的教学方式。尽管教师培训是改善这种

情况的一种快捷有效的方式，但移动时代的教师培

训不应当是传统的基于黑白板的培训或者将传统

培训直接硬搬到移动设备和互联网上，这只是一种

从“人灌”到“机灌”的转化，并没有实质性解决问

题。考虑到教师技术能力上的差异，为了让所有被

培训教师积极参与和理解移动技术与移动学习实

施流程，培训者应当设计有指导的、多样化的、分层

的学习活动，在活动中引导被培训者掌握并熟练使

用移动技术和参与移动学习过程，这种方式能够让

移动技术作为一种常态化的教学方式逐渐融入教

师日常工作和生活。同时，通过让被培训教师参与

体验专家设计的教学活动，可促使他们了解如何开

展移动学习并反思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

从而为 解 决 上 述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方 面 的 问 题 提 供

帮助［11］。
采访者: 您说得对，目前中国的教师培训也越

来越注重活动设计和教师参与，不过我们在培训中

也发现对教师的培训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移动学

习时代的教师培训或者说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中是

否有比较成熟的规范和标准可以遵循呢?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培训的目的是使教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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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利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教育问题，在科技快

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软硬件都依照摩尔定律进

化，而教育作为人文性学科，也在顺应技术发展的

趋势向前发展，我们很难预测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

技术或者什么样的技术将会被引入教育领域。我

们身处一个充满未知和变化的时代，所以教师要适

应这种改变，需要在培养其科技素养的同时促使其

形成推动自身能力不断提高和发展的终身学习能

力［12］。目前与移动学习相关的教师专业发展还没

有相关的标准，开发移动学习相关标准是一件紧迫

的任务。当前也有项目致力于移动学习标准的开

发，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发布的政策文

档，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也在制定相

关方面的标准，如数字化教师能力框架，这些研究

项目将给移动时代的教师发展带来裨益。
采访者: 我们的确处在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

代，人工智能、本体论、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

近年来也冲击着我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认知。相

应地我们也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试图来解

决教育问题，但当它们真正应用到移动学习或课堂

教学中时，却并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即学习

效率并没有得到提高，学习者的认知层次也并没有

得到深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技术的应用没有

与教育教学理论有效整合吗? 您对这个问题如何

看待，是否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移动学习时代的学习应

当是无缝的，相应的教学也应当是无缝的。无缝的

含义在于学习者或者教师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使用个性化的设备获取最适合自己学习特征和

学习阶段的材料。在此过程中精心设计的技术应

用( 如大数据分析、情境感知、个性化推荐等) 是支

持其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而当下，技术在教育情

境下的应用更多的是浅层次的生搬硬套，缺少教育

理论指导下的有效模式设计，在易用性和用户友好

性上存在不足，这也就使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比较复

杂，降低了学习效率。解决这种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设计技术与教育无缝融合的情境、策略和方

法，如当学生在公交站拿出手机的时候，即可通过

情境感知技术获取学习者的物理信息和情境信息，

然后通过云技术将个体信息传送到学习服务端，再

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聚合适合学习者情境和学

习情况的适应性学习资源，让技术有效地融入到日

常学习，实现真正的 BYOD 学习。其次，注重学习

理论的指导作用，这是促进深层次学习的关键，如

在学习内容和活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澳大利亚

认知心理学家 John Sweller 提出的认知负荷理论，即

人脑只能处理 7 ± 2 个信息块，一旦内容过多会造成

认知负荷，学生记忆和迁移效率就会降低，影响学

习效果［13］。因此我们在移动学习内容呈现过程中

也应遵循这一规律，既要保证学习内容的充实完

整，又要保证其不至于给学生造成过重负担。此

外，在移动学习中，社会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也是

非常重要的，通过同侪和教师的交互可以提高其社

会临场感，而通过对特定知识的反复交流则能够提

高认知临场感，二者反映了学习者对于特定学习内

容的高度感知，提高社会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将帮

助学习者更好地进行学习［14］。此外，如果有研究基

础可以结合相关理论建立一套促进学习者移动学

习的模型并用来指导移动学习的开展，我在一个研

究中曾提出了促进学习者在线学习的模型，如图 2，

包括了学习者的准备、促进深度投入的活动设计、
学习者情境化的个性化交互以及知识迁移［1］。其

中学习者准备主要指在概念和知识上的准备，主要

包含了学习者要学习新的内容所要掌握的先备知

识、学习者当前知识的概念呈现，通过这两个方面

确定学习者是否可以进入学习，此外在学习之后，

对学习者学习结果的呈现又可以衡量学习者是否

达到了预期目标; 而学习活动是帮助学习者达成学

习目标的重要手段，比较有效的学习活动包含了学

习日记、应用练习、参与实践、研究讨论、整合视听

说的多媒体活动，在活动之后仍然需要总结反思来

促进学习的深入; 学习交互是学习活动的重要方

面，通过交互学习者可以建立起和学习内容、学习

情境以及其他学习者之间的关联，从而帮助他们情

境化、个性化、社会化地进行知识学习和意义建构，

此外交互是学习活动的重要形式; 最后需要为学习

者提供迁移情境，使学习者不仅学会知识，更能创

造性地将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使知识产生实践

意义。
采访者: 就像您所说的，要基于学生的个性化

情境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促进学习者的深度投入和

学习，而要想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和投入，学习活

动的设计至关重要，那么您对于我们在移动学习情

境下的教学活动设计有什么建议吗? 教师应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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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习者在线学习模型

挥怎样的作用?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学习不仅仅是浅层次的

认知，最重要的是促进学习者对特定内容深度理

解。布鲁姆将学习的认知目标分为知道、理解、应

用、分析、评价和创造。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更多的

是在前三个层面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层次相对较

浅，而深度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习者批判性思

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就需要学习者通过情

境化参与、深入地交互来实现，因此活动的设计也

就显得尤为重要［15］。移动时代我们已经不乏交互

的媒介和活动，首先我们需要将教学内容无缝地嵌

入这些活动，让学习者在互动过程中积极参与到内

容的学习中并促进知识建构。其次在活动设计过

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活动的单元化，即每个活动尽

量微型化，能够完整地表达一个主题，使学习者能

够快捷高效地参与。再次，作为学习活动，趣味性

是吸引学习者积极投入和深度参与的重要保证，对

于低年级学习者尤为重要。最后，在活动的交互设

计方面，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必不可少，由于会话是

了解学习者参与深度和内容掌握程度的重要手段，

更丰富的师生交互和生生交互有利于教师掌控学

习者对学习过程的适应性。综上所述，移动学习课

程设计过程中，活动的概念完整性、主题趣味性以

及交互性是促进有效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关键［16］。
而在此过程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帮助

者和促进者，他们需要了解教学活动中各种技术及

其基本的应用; 其次要培养教师对课堂和学生的洞

察力，要能从交互过程和交互反馈中及时地发现学

生需要什么，并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化特征推荐不

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做到对症下药; 此外，很

重要的一点是，教师能够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将

学习内容用学习者最容易理解的交互形式表达、传
递和解释，这也是很多教师难以做到的。

三、如何正确利用移动学习中产生的数据

采访者: 交互意味着学习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数据，而为了分析学习者是否达到了深度学习，对

学习者的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不可避免，这就涉及

到了大数据时代移动学习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对

学习者隐私的关注也成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的

核心问题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这个话题十分重要，移

动学习中的伦理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学生本

身滥用问题，另一方面是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
很多国家都禁止在教室内使用移动设备，因为他们

一方面担心学生会用来浏览无益的信息，甚至产生

基于网络的校园霸凌现象，与此同时，长时间地使

用电子设备也会造成学习者的视力下降、身体不适

等; 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学生信息的隐私问题也是

重要原因。针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承认在学

生的发展过程中，移动设备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

为学习者提供开放、灵活、创新的学习方式，同时又

带来了网络不良行为的问题。但作为教育研究者，

我们不应因噎废食。网络时代，移动设备及其支持

的应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同样教学也

顺应技术发展的趋势不断进步，即使禁止学习者在

课上使用移动设备，也无法避免他们在课后使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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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网络不良行为的问题。因此要避免移动学习过

程中的问题应该从学习者的行为规范方面入手，培

养学习者正确使用移动设备学习的意识，如控制他

们的不良行为、鼓励积极行为、控制连续使用移动

设备的时间，使他们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能正确

使用移动设备学习和生活［6］。而针对大数据时代

的隐私问题，则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遇到

的，但需要承认的是，对个人隐私方面的担心在于

这些数据有被滥用的风险，加强网络监管可以避免

这类事情的发生。而且有效利用学习者个性化数

据对于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诊断、学习推荐以及能

力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将为教育乃至社

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帮助。
采访者: 接着上面的话题，移动学习过程中学

习者的数据如果得到正确的使用将会产生重要价

值，因为学生与同侪、教师、平台的交互是反映其学

习状态的重要指标，包括讨论、提问、上传作品以及

参与活动等。基于这些信息，在学习过程结束后，

测试已经不是考察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唯一方式，学

习者在平台中的交互式数据将在很大程度上表征

学习者的学习效果。那么学习者的哪些交互行为

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考察学习者学习效果的

方法有很多，如你所说一种方法就是线上练习和测

试，并让他们使用移动设备参加在线考试。我所在

的大学就是通过在线英语测试来评估学习者一学

期的英语学习情况，这种测试要想发挥效果需要更

加及时地反馈和交互，从而让学习者遇到问题之后

能及时地做出改进［3，17］。还有一种就是考察学习者

线上发生的有意义的互动，同时考察互动的质量和

数量，即学习者不仅要积极参与讨论、提问和活动，

还要有一套自动或者半自动方式判断学习者互动

质量的系统。如学习者 A 在学习过程中参与了 10
次讨论，学习者 B 进行了 3 次，但是学习者 A 的发

言全部都是“你说得对，我同意你的说法”，而 B 的

互动则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很显然学习者 B 的参

与质量要更高。此外，目前我们正讨论让学校给学

生建立电子档案，将学生移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数

据放进档案，教师根据数据给学生评分。例如，在

生物课上，学生们可以带着手机走出课堂，拍摄植

物和蝴蝶，然后建立电子档案，交给老师进行评价。
这种方式将学习者课外产生的学习行为带入课堂，

能够丰富学习体验，提升学习效果。同样对于语言

训练而言，教师可以让学生使用手机打电话，根据

学习者语言运用的能力进行评价。在上述方式的

支持下，课堂教学的开展更加灵活，教学也真正打

破了学校封闭的围墙。

四、移动时代学习面临的挑战和未来预期

采访者: 前面我们谈到了移动学习开展过程中

应注意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移动时代下必然要接受

移动学习带来的学习方式的变革，能结合您最近所

做的移动学习项目谈谈您在接受这种变革过程中

所面临的挑战吗?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移动学习改变了我们的

学习方式，这使得之前一些被认为难以解决的学习

问题得以解决。目前我正在接手的一个项目在巴

基斯坦一个叫斯瓦特河谷的地方，这里生存环境恶

劣、战乱频繁发生，上学对于孩子们来讲是一件危

险而奢侈的事。在接手这个项目后，我们设计采用

移动学习方式让孩子们不用每天冒着危险来学校

学习。项目组给学生分发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让

他们在自己所在地的社群进行资料分享和在线学

习，这样他们可以在家完成七八九年级的学习，既

保证了他们平等学习的权利，也保证了他们的人身

安全。同样，尼泊尔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峰

峦叠嶂、没有道路，这些客观环境给学习者的学习

带来了挑战，我们通过无人机寄送电脑、平板电脑

和学习资料，使学习者们可以平等地接受教育。这

些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NESCO) 主导的项目，

旨在解决当前不同地区的教育公平问题。而移动

学习和在线学习凭借其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优势

成为应对这个挑战的主要手段。除了解决不同地

区的教育公平问题，随着教育的全球化，语言和文

化问题也将成为制约移动学习成功开展的重要因

素。由于不同国家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开展移动学

习过程中必然存在效率差异的现象; 另外在教育全

球化背景下，所有学习者均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优

质的教育资源，但由于时差问题，不同地区专家难

以提供及时的反馈，这也会对移动学习的效率产生

影响，即时性的反馈将会取代目前资源获取的平等

性问题成为影响移动学习效率的新的问题。
采访者: 这些项目对于不同场景下移动学习的

应用和学习方式变革意义深远，从另一个角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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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层次学习者中开展移动学习也势必有所不

同，都有哪些区别? 教师在中小学校和大学使用移

动教学有哪些挑战?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我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

实行移动学习比较容易，因为小孩子更容易形成使

用移动设备的规范，但在高等教育中，学生学习自

主性更强，很难按照教师的要求建立统一的使用规

范，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学习，所以二者差异

很大。但另一方面，在资源上基础教育领域的学习

材料一部分是相关管理机构如教育部组织建设的，

这部分材料内容针对大规模的学生群体，可能存在

灵活性不足的问题; 另一部分则是企业建设的个性

化服务和资源，虽然相对灵活但收费较高，所以基

础教育领域内的优质学习资源也存在这种供需矛

盾，这也是对移动学习的有效实施的一种挑战。而

在高等教育中，不同的学科存在较大差异，社会认

同度较高的学科有相对充足的学习资源，而非热门

学科则缺少学习材料。因此，这是高等教育开展移

动学习所面临的挑战。另外一个挑战是，目前很多

高校教师更倾向于采用讲授式教学的方式，这也是

移动学习开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随着互联网

时代新教师受训方式的改变，他们将更加适应移动

学习的教学方式。在未来的发展中，移动学习也将

会在各个层级的教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采访者: 移动学习在多方面推动了我们学习的

变革，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移动学习本身也产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9 年您就曾出版过关于

移动学习的著作，今年又和我们一起发布了《国际

移动和泛在学习手册》［18］，您对这种变革一定有非

常深的体会，您觉得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移动

学习发生的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 您对移动学习

的未来有什么预测和期待?

默罕默德·艾利教授: 我写这本书是在七年

前。最大的变化在于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及其应用

还没有普及，手机更多的功能还是电话和短信，缺

乏对学习服务的支持能力。而现在我们有越来越

多的手机应用，它们不仅具有学习支持的能力，还

能通过嵌入式的传感器感知学习者的情境信息，从

而使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个性化的需求选择应用

进行适应性学习。同时，目前的移动学习是基于富

媒体的学习，学习和沟通变得更加灵活，例如教师

可以在网上抛出一个问题，学生实时地收到信息，

并通过文本、视频、音频等表达方式回答。通过使

用社交媒体工具与教师交流，学生甚至可以将课外

情境化的材料以视频的方式带到课堂，使得学习越

来越多样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与七年前相

比，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物联网等技术

的发展使教师可以在移动学习上做更多的仿真模

拟和游戏，这使学习越来越情境化，更具交互性，最

近几年我正在做一个运用 3D 眼镜促进工作场所中

学习的项目，通过模拟真实的体验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因此，我对移动学习未来的期待在于更具真实

体验的游戏化活动设计，这在提升学习者学习体验

的同时将更加促进他们的深度学习。此外，近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计

算机对于复杂问题的自动处理能力和解释能力，在

移动学习领域结合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设计适应

学习者学习需求的移动学习助理将对学习者的个

性化学习产生重要促进作用。总体来讲，我们处在

一个设备、用户、技术和数据共同构成的混合媒体

时代，这意味着上述四个方面在学习中的影响力也

会日益提升，未来的移动学习也将会虚拟化、泛在

化、社交 化 和 智 能 化，这 是 我 对 未 来 移 动 学 习 的

期待。
采访者: 好的! 感谢您! 采访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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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Research Institute ( TEKRI) at Athabasca University． He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he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at Athabasca University，Canada． He obtained his Ph． D． from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His current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e distance education，mobile learning，e － learning，an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
cation technology in training and education． Dr． Ally is one of the Founding Direc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lended
Learning ( IABL) and is currently the Vice － President of IABL．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ining and De-
velopment Organizations ( IFTDO) and is one of the Founding Direc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 IamL-
earn) ． He was also on the board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Dr． Ally chaired the Fifth World Conference
on Mobile Learning and co － chair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Libraries． He recently edited 12 books on the use of
mobile technology in education，training and libraries． His book“Mobile Learning: Transforming the Delive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
ing”won the Charles A． Wedemeyer Aw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distance education． Two of his research
papers won the best research paper award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Dr． Ally has published in peer － reviewed journals，
chapters in books and encyclopedia and served on many journal boards and conference committees． He has presented keynote spee-
ches，workshops，papers，and seminars in many countrie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Professor Ally has rich experience in mobile learn-
ing，an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key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mobile learning，teachers’behavior and learner
behavior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learning，which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learning in China． The interview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including the trend of learning in the era of mobile learning，the basic factors of mobile learning，

problems faced up by teachers and learners in the mobile learning process and suggested solutions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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