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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短消息服务( SMS) 和无线接入协议( WAP) 浏览器的无线数据通信服务已经遍及全球，但是目前该

技术的应用还很少涉及到中学课程学习领域。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对话理论设计中学科学课程移动学习模

式，依据该模式开发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可用来辅助中学科学课程学习。对该平台在中学课程学习的应用进行实

证研究，主要对学习者使用该平台学习的满意度和认识进行调查分析，获得有价值的反馈信息，更好地了解移动学

习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有助于提高中学科学课程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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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无线移动设备特别是智能移动设备目前成了电

子市场最受消费者青睐的产品之一，掌上电脑和智

能手机逐渐成为学习者学习的必备用品。特别是在

今天的中学校园里，这些无线移动设备具备的对大

规模数据的处理能力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效率，特

别是中学校园无线宽带网络的逐步覆盖使学习者可

以随时随地学习，移动学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学

校教育的存在形式。随着智能手机和 3G 技术的发

展，移动学习逐渐从“在线更新、离线学习”为主体

的方式走向网络化，移动学习的实现模式将更加多

样、灵活、高效［1］。现在大多数的中学教师习惯通

过电子邮件或聊天工具与学生进行交流，甚至有不

少中学通过网络平台对学生进行教学和课程指导。
尽管无线移动设备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移动学习

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移动学习的发展促进

了互联网、无线网、无线移动设备和在线学习的融

合。对于无线移动设备来说，它可以使该设备与它

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一对一的关系，这样的关

系在移动学习环境中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而且还可

以使这种关系更具人性化和个性化。无线移动设备

的优势在于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很多便利，比如可以

允许学生和教师利用在火车或汽车旅行途中的空闲

时间完成他们的家庭作业或备课［2］。使用无线移

动设备进行学习的主要特点是它的个性化服务和功

能不断扩展，这是吸引越来越多的学习者最为主要

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一定自我控制能力的青少年

学习者。无线网络是移动学习非常关键的技术保

障，可以说是无线网络把在线学习提升到移动学习

阶段，因为在移动学习环境下学习者用手和大脑会

尽可能产生高效的学习效果［3］。
本研究主要探讨移动学习与中学科学课程的整

合，确切地说，主要探究无线移动设备在中学科学课

程学习中的使用。例如: PDA 和智能手机的数据服

务主 要 涉 及 无 线 接 入 协 议 ( WAP ) 、短 信 息 服 务

( SMS ) 和无线标记语言 ( WML ) 。无线接入协议

( WAP) 由于具有客户端架构比较简单和设备独立

的优点，目前在无线数据服务上已经得到普遍推广。
网络客户端架构简单，可以允许应用程序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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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运行，也可以允许传输到无线移动设备上。移动

学习并不会取代传统的教室内的课堂学习，但可以

通过移 动 设 备 和 通 讯 网 络 络 向 学 生 发 送 学 习 内

容［4］。如果移动学习安排合理，它可以有效弥补现

有的各种学习方式的不足，也可以充分体现和支持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对话理论。本研究尝试在该理

论基础上设计移动学习模式，并通过开发应用平台

和实证研究验证该理论的有效性。

二、相关研究概述

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学习

效果，特别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学习，学习者可

以按照自己的课程学习节奏和学习需要与教师进行

异步交流。此外，由于无线移动设备是高度个性化

和协作化的通信工具，它可以比较灵活地作为学习

者的学习工具，可以补充现有的技术在学习服务上

存在的缺陷，也可把学习随意延伸到像机场和火车

这些除了教室和家里的偏远地方，而这些地方学习

者没有无线移动设备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电脑和网

络［5］。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上海电视大学通过构建手机短信移动

学习平台，以短信互动形式实现移动学习和移动学

习支持服务，该平台的优势在于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真正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自主学习与交流互

动。其缺点是信息容量低，信息输入操作比较麻烦，

信息交互间隔时间长。付卉认为，在线信息浏览的

移动学习实现了学习者随时随地根据自己需求进行

学习，并且学习者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学习，可以有效

地提高学习效率。但该学习方式的缺点是目前信息

通道无法保证较大数据流畅传输，而且移动设备的

屏幕比较小，图片等多媒体信息也难以清晰显示，而

有些信息对于学习理解知识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从

而不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掌握［6］。韩建华针对高

校建设的 CAN、单向 HFC 独立网在教育教学服务中

的不足，提出一种以软交换技术、WiMAX 无线宽带

接入技术构建的校园综合移动教学网络平台方案，

该方案较好实现了互动教学功能，群播教学模式、网
络微格教学模式、点播辅助教学模式的运用充分体

现了移动学习方式的灵活性、个体性的特点［7］。高

敏等人研究了以英语课程为学习内容、手机为移动

终端的学习系统，探讨了适用于手机的移动学习模

式，提出手机移动环境下学习监控的两种方法，一种

是对课件学习的监控，另外一种是对学习效果评价

的监控，力求为自主学习提供有力保障［8］。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在国外，法鲁克等人深入研究了基于个人电脑

的在线学习社区，该研究允许学习者利用无线移动

设备通过在线学习社区参与生态环境方面的教育项

目，来自不同地区的学习者都可以在社区里讨论他

们的研究成果，学习者可以一起收集和分析项目数

据，他们也可以和社区成员互动［9］。该学习社区应

用程序用 Java 开发的客户端，它可以支持各种无线

移动设备在该平台上访问。另一个比较类似的移动

学习项目主要开发一个“WELCOME”( Wireless E －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即无线网

络在线学习和交流环境) 移动学习平台，该平台可

以支持以虚拟校园为载体的移动设备。学习者可以

通过无线移动设备学习新知识以及复习课堂知识，

也可以查询教学日历和课程计划。这两个系统基于

无线接入协议 ( WAP) 浏览器推送技术进行设计和

开发，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和支持对话学习理

论。欧洲的一些学者也做了相关的探究，他们主要

研究学习者如何把短信息服务( SMS) 作为移动学习

的协作工具。博伦等人研究学习者根据讨论话题利

用无线移动设备发送 SMS 消息来进行讨论式学习，

讨论话题主要由教师分类和总结，并在教室使用电

子白板，讨论内容根据发送者、接受者、讨论时间等

来进行分类［10］。另一项研究主要评价短信息服务

( SMS) 的学习效果，根据结果来开发高质量的移动

教学和学习平台。短信息服务( SMS) 的效果主要取

决于响应的速度、收集数据的质量、信息的复杂性、
显示信息质量和数量等因素。该研究表明在校学生

喜欢在无线移动设备上用短信息服务( SMS) 进行互

动和学习，该种学习方式学习者的应答率较高，信息

的质量非常好，短信响应也比电子邮件响应更快。
Virvou 等人开发了一套较为先进的移动学习工具，

该工具允许教师在任何学科领域为学生开发一个智

能导师系统 ( ITS) ，该系统可以在个人电脑和无线

移动设备上运行，教师可以利用该系统评估、记录和

报告学习者的成绩［11］。此外，该系统可以根据学习

者的需求进行定制，并且提供给学习者个性化的学

习建议，教师和学习者都认为该系统对教学和学习

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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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看出，移动学习在教育中有很大是

发展潜力和应用价值。移动学习必须考虑到无线移

动设备在中学生中的普及程度，因为在任何学习环境

中忽视学习工具都不可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移动

学习可以弥补其他学习方式的不足，移动学习平台的

开发者和使用者必须认识到移动设备的局限性，在中

学科学课程教学和学习中只有做到合理运用，才会受

到学生和教师的欢迎。因此，本研究需要深入了解学

习者对移动学习在中学科学课程学习中的态度，不断

完善移动学习在中学科学课程中的应用模式，以提高

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和效果。

三、移动学习模式的设计

移动学习平台开发者只有认识到移动技术的优

点和不足才能设计与开发出适合学习者的学习平台，

作为中学科学教师和学习者也要了解移动学习才能

有效地教学和学习，这就需要探索移动学习模式，以

更好地推进移动学习在基础教育中的广泛应用。
( 一) 移动学习与在线学习

传统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制约了学习者在任何时

间和任何地点的学习，一旦离开电脑学习者就不能

访问课程材料，也不能完成他们的课程作业。移动

学习的主要作用在于可以有效弥补现有的中学课程

学习存在的不足，如缺乏个性化学习服务、教师指导

和互动较少等，移动学习技术可以帮助学习者在旅

途中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利用无线移动设备

把闲暇时间转化为有效的学习时间。表 1 总结了在

教室里使用无线移动设备的移动学习和在教室里使

用电脑的在线学习在支持学习活动方面的差异。虽

然两者使用的工具不同，但学习方法和策略都是相

同的。
移动学习允许学习者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传播信

息和完成课程作业，无线移动设备可以随时满足学

生的要求，它允许学习者在课程学习中与教师及其

他学习者互动，还可以随时在无线网络覆盖的区域

获得课程材料。无线移动网络的优点有以下几点:

( 1) 移动应用程序一般允许学习者通过无线移动设

备控制和过滤信息，这些移动设备通常都可以由学

习者进行个性化设置; ( 2 ) 无线网络在任何时间和

地点都通过实时交互来提高协作水平，从而使学习

者更好地解决问题。( 3) 无线网络可以为学习者提

供高质量的学习服务，学习者可以合理规划自己的

工作和生活时间，从而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总之，

无线网络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和灵活多样的服

务，在设计移动学习模式时应该考虑这些特点。
表 1 课堂移动学习和在线学习的对比分析

教学方法 课堂在线学习 课堂移动学习

课程场所 超文本标记语言网站 无线标记语言网站

课程内容
在线注释、资源定位符

和幻灯片

链接到课程网站的

资源定位器

班级活动

白板、团体旅游、录音

带、聊天室、讨论板和

电子邮件

短信、讨论板、课程

日历

作业 /项目
电子邮件或用网页形

式张贴

项目 协 调、即 时 通

讯

学生评价
在线考试、聊天室或讨

论板

在线 考 试、聊 天 室

或讨论板

( 二) 理论基础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学习和技术逐步融合，

这就为在线学习打好了基础，因为从那个时候起学

习者追求个性化，倡导以学习者为中心，并提出了协

作化的随时随地的学习; 技术也同样追求满足用户

个性化需求，希望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地学习。两

者共同的发展趋势为移动学习提供了可能，它们都

支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对话理论。建构主义学习

理论认为，学习者必须在一定的学习环境中反思和

实践，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是以任务驱动来解决问题

的，是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概括和

解决问题。对话理论认为，有效的学习需要学习者

之间或者学习者与教师之间不断通过双向对话和互

动来实现。目前在学习上使用技术主要有五种类

型: ( 1) 智能导师系统: 可以提供不同的导师，但该

系统的缺陷在于导师的知识领域有限; ( 2 ) 模拟和

建模工具: 担任学习者助理或智能代理，以提供给学

习者学习建议; ( 3 ) 字典、概念地图: 有助于学习者

学习以及用工具和资源组织知识; ( 4 ) 个性化的帮

助: 可以根据学习用户当前的能力和经验来呈现学

习材料; ( 5) 虚拟教室和实验室: 可以使教师与学习

者在计算机虚拟的教室和实验室中互动。因此，设

计移动学习模式必须考虑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对话

理论。
( 三) 移动学习模式

移动学习模式需要把无线移动网络和在线学习

的特点整合到移动学习的实际应用中，在移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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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用无线数据推送技术可以有效传播学习内容，

学习者通过建构和对话模式可以对传播内容进行控

制和过滤，以便使学习内容具有个性化，也可以及时

思考和反馈传播内容，以便进行协作学习。移动学

习并不是转换所有基于桌面的学习内容，而是如何

使用移动设备来增强整体学习策略［12］。总的来说，

移动学习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对话理论为基础才

能取得好的效果，该模式利用各种学习方式来有效

支持移动学习( 如表 2 所示) 。
表 2 移动学习模式的设计

数据传送

技术

个性化

服务内容

协作学习

服务内容

移动学习

服务内容

数据推技术
智能代理和

导师
通信助理

短讯服务

信息提示

学习计划安

排

教学日历

数据送技术
系统工具和

资源

虚拟教室

虚拟实验室

无线网络标

记语言

讨论房间和

论坛

数据综合传

送技术

信息提示

学习计划安

排

教学日历

无线网络标

记语言

短讯服务

讨论房间和

论坛

四、移动学习模式的应用和评价

移动学习改变了传统教室在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可以支持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在移动学习环

境中学习内容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媒体上呈现出来，

可通过无线移动设备清晰查询存取路径并对学习过

程进行评估。同时，学习者和教师之间通过无线移

动设备可以在虚拟社区里实现同步和异步的交流和

互动，以便于分享知识和经验。移动技术改变了学

习者和教师各自的角色，学习者要积极主动承担学

习责任，努力完成个人学习目标，而教师的角色从权

威者转换为帮助者和指导者［13］。
( 一) 参与者

为了检验该移动学习模式的效果，我们在两个

学期的时间里通过连续跟踪调查西安市一所省级示

范学校中学科学课程的学习情况来进行检验，课程

是高中一年级物理( 上) 《运动与力学》的内容，并为

此专门建立了学习网站和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参与

实验的学生为该学校的高中一年级 ( 1 ) 班的共 63
名学生。参与实验的学生都有无线移动设备并注册

了学习社区，具备移动学习环境的各项条件，课程学

习网站提供定制 ＲSS 新闻、讨论板和聊天室服务，

采用无线接入协议 ( WAP) 允许各种型号的移动设

备自由访问课程网站。
( 二)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架构

为了满足学习者移动学习的需求，在架构移动

学习应用平台时考虑了常用软件的兼容问题，学习

软件可由学习者借助任何支持 WAP 的移动设备从

课程 WAP 网站上自由下载，但学习者必须在访问

网站之前登陆验证自己的身份。在该移动学习应用

平台上，学习者和课程教师既可以通过个人电脑交

流课程知识，也可以通过无线移动设备交流课程知

识。教师可以随时监控和管理学习者的互动内容，

教师同时也是该平台的管理者，拥有管理学习用户

的权限。课程网站服务器主要负责提供学习者课程

学习的内容，支持个人电脑访问。公告牌系统用开

源程序编写支持简易客户端，该系统既可以为个人

电脑学习用户提供论坛服务，也可以为无线移动设

备用户提供论坛交流服务。移动学习开发内容坚持

简单的原则，重点关注那些可以利用分散的小块时

间进行学习的学习过程以及最适合容易分散注意力

的学习过程［14］。另外，该应用平台是独立架构的，

不受开发环境的影响，可以像 MySQL 数据库服务器

一样与开源数据库集成，该平台的工作环境适合于

Windows 2003 操作系统以上版本，该平台的基本结

构如图 1 所示。该应用平台的主要优点在于允许个

人电脑用户和无线移动设备用户直接进行互动，学

习者在移动学习环境中通过个人电脑和无线移动设

备都可以自由在各个学习区域内发送和接收信息，

两者之间完全是兼容的模式，这显然有利于创设更

为宽松的移动学习环境。总的来说，该移动学习应

用平台支持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努力为学习者创

设更加灵活、更加个性化的移动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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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基本结构

( 三)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评价的实证研究

评价该移动学习应用平台的主要目标是测试在

中学教室环境中该平台的使用效果，并获取学生在

移动学习中的反馈信息，以便更客观地评价该移动

学习平台的作用和价值，因此，评价过程主要分为两

个阶段进行。在每一个评价阶段都将显示学生在课

程学习中如何获取和使用该平台。在评价的两个阶

段都需要对学生的态度及时跟踪以便获得有效信

息，评价第一阶段主要调查学生对该应用平台的满

意度，评价第二阶段主要调查学生对移动学习在学

校课程学习作用的认识。
1． 评价第一阶段———满意度调查分析

在评价第一阶段主要对 19 名高中一年级学生

的物理课进行跟踪调查，由于个别学生没有 WAP
功能的移动设备，因此他们需要下载专门软件安装

在个人电脑上才可以与无线移动设备用户进行互

动。学习者可以从 WAP 网站和互联网登录课程网

站，在课程网站上浏览学习材料，并与其他在线学习

者和教师交流，该平台会自动记录和显示学习者的

访问信息和交流信息。学习者在课程学习中会收到

学习提示与帮助，教师布置的作业也可以通过移动

学习完成，但是要使作业获得较高的分数必须在移

动学习中积极互动，系统会记录学习者的登陆次数

和互动信息，这是教师评判学习成绩的重要依据。
学习者在使用该平台之前都被详细告知如何通过课

程网址进行注册、登陆、导航、参与讨论以及完成作

业等。在评价第一阶段主要调查移动学习应用平台

的实用性以及学生对该平台的满意度，要求学习者

在课程网站上认真填写并提交一份移动学习用户满

意度的问卷调查表，该问卷主要有 14 个问题组成，

前 10 个问题都有 5 个分值选项( 完全同意为 5，同

意为 4，中立为 3，不同意为 2，完全不同意为 1 ) ，后

4 个问题主要了解学习者的学习背景，提供给学习

者 2 个选项( 是为 1，否为 2) 。学习者对移动学习应

用平台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见表 3。

表 3 学习者对移动学习应用平台满意度分析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满意度调查问题
( Q =10)

平均值
( Average)

标准偏差
( Std． dev． )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对现有课程学
习是有用的

3． 68 0． 63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是一个很好的
讨论工具

3． 53 0． 96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很容易使用 2． 53 0． 94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很容易理解 3． 00 1． 05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有一个很好的
交互论坛

3． 55 0． 50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很容易与其他
学生讨论课程内容

3． 53 0． 90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很容易与教师
讨论课程内容

3． 56 0． 67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很方便学习者
进入课程讨论

3． 79 0． 85

对移动学习应用平台的总共满意
度

3． 08 0． 89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很有可能成为
好的学习工具

3． 74 1． 04

背景问题( Q =4) 百分数

你有一个无线移动设备吗? 86． 51%

你的无线移动设备能接入到互联
网中吗?

42． 39%

你会发送短信吗? 88． 52%

你愿意使用无线网络进行在线学
习吗?

57． 89%

评价第一阶段的调查结果表明，学生认为该移

动学习应用平台是有用的( Average = 3． 68) ，它是一

个很好的讨论工具 ( Average = 3． 55 ) 。然而对移动

学习应用平台的易用性( Average = 2． 53 ) 却是中立

的，移动学习平台很容易与其他的学生 ( Average =
3． 53) 和教师( Average = 3． 56) 讨论课程内容。该平

台不容易使用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学习者认为无线移

动设备的键盘和屏幕太小，不方便导航、阅读和输入

信息，如果学习者熟悉使用设备和平台之后会解决

这个问题。第一阶段的总体调查结果表明，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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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对该移动学习应用平台 ( Average = 3． 08 ) 比

较满意，并且认为该平台将来会是很好的学习工具。
此外，该平台使用 WAP 协议让用户访问课程网站，

其用户界面的视觉效果和导航策略较差，学习者对

该平台的感知存在一些偏见。
2． 评价第二阶段———对该平台的认识调查分析

评价第二阶段主要对 44 名学生的物理课程学

习情况进行跟踪调查。这个阶段学习者在该移动学

习平台经过了一学期的课程学习，对该平台有比较

完整的认识，通过调查可以获得学习者对该平台较

为真实的反馈意见，这有助于客观分析与评价该应

用平台在学习中的作用，为以后更好地完善平台提

供了支撑信息。该问卷主要由 15 个问题组成，前

10 个问题都有 5 个分值选项( 完全同意为 5，同意为

4，中立为 3，不同意为 2，完全不同意为 1 ) ，主要测

试学习者对该移动学习应用平台的认识。后 5 个问

题主要了解学习者在该阶段的学习背景，这些问题

提供给受访者 2 个选项( 是为 1，否为 2) 。学习者对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认识的调查结果分析见表 4。
表 4 学习者对移动学习应用平台认识的调查结果分析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的认识调查问题
( Q =10)

平均值
( Average)

标准偏差
( Std． dev． )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增加在线学习
的价值

3． 75 0． 92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允许任何地点
的即时访问

4． 36 0． 66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对补充现有的
课程学习是有用的

3． 96 1． 04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对学生来说是
个有效的学习助手

4． 17 0． 70

移动学习系统可以提供个性化的
学习内容

3． 81 0． 85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可以将任何等
待时间转变成有效学习时间

3． 89 0． 95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允许随时随地
的自由讨论

4． 62 0． 75

在移动学习应用平台通过短信发
送信息效果会更好

3． 50 1． 00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允许通过网站
访问信息

3． 80 0． 98

移动学习应用平台可以作为任何
一门课程的补充工具

3． 82 1． 19

背景问题( Q =5) 百分数( P)

你有一个无线移动设备吗? 86． 32%

你的无线移动设备是一个移动手
机吗?

78． 51%

你的无线移动设备有数据存取服
务吗?

63． 56%

你希望你的无线移动设备有数据
存取服务吗?

59． 18%

你愿意使用无线移动网络进行学
习吗?

64． 63%

评价第二阶段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学习者认

为该移动学习应用平台是个有效的学习助手( Aver-
age = 4． 17 ) ，它允许任何地点的即时访问 ( Average
= 4． 36) 和自由讨论( Average = 4． 62) 。学习者认识

到了无线移动设备在移动学习( Average = 3． 82 ) 中

的重要的辅助作用，并且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

容( Average = 3． 81 ) 。通过学习背景问题的调查表

明，大 部 分 学 习 者 拥 有 无 线 移 动 设 备 ( P =
86． 32% ) 。新式的智能手机在 3G 和 WiFi 网络服

务费用方面将会不断降低，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的

中学生通过无线移动设备来享受移动学习的快乐。
这对中学教师和管理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有

64． 63%的在校学生愿意用无线网络进行移动学习，

可以把中学生用手机的弊端转化为学习服务，由禁

止转变为疏导。
总之，对该移动学习应用平台的调查有助于我

们客观认识移动学习对中学生物理课程学习的作

用，并获得学生在移动学习中的反馈信息，这有助于

更好地完善该应用平台。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研

究条件和时间的限制，问卷调查抽取的样本数量偏

少，测试者的学历、专业构成范围不够广泛，所以我

们得到的研究结论尚需要进一步验证才有普遍的代

表性。如果条件成熟，本研究应该深入评价学习者

使用无线移动设备的移动学习效果。尽管目前由于

物质条件限制，无线网络服务广泛应用于中学校园

移动学习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学习者可以把移动学

习作为课程学习的有效补充手段( Average = 3． 96) 。
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无线移动设备的移动学习在学

校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对中学物理课程教学质

量产生重要影响。

五、结语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可以验证，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和对话理论适用于指导移动学习，当我们利用移

动学习完成学习目标时，不仅要选择合适的移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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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策略，而且要全面认识移动技术的优势和不足。
简单地将 PPT 等学习资源发送到网站上并不是移

动学习，移动学习需要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合理的教

学设计，在线学习需要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在移动学

习中同样需要。［15］移动学习延伸了学习的空间和时

间，可以使学习者更加自由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

活动，但这种自由灵活性可能会导致负面影响，比

如学习者可能会缺乏想象力，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信

息和互动过多，随时随地的学习有可能让学习变得

杂乱无序。总的来说，移动学习不仅可以缩短学习

者的学习时间，可以让中学生在课程学习中进行探

究学习和协作学习，同时也有助于适应信息化教学

环境下的学习方式，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习

惯，进而提升自己的学习质量。可以相信在未来的

学习型社会里，移动学习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在线学

习的主要学习方式之一，但移动学习需要在用户界

面与语音识别技术等方面不断完善和提高，努力为

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这些问题对移动学习

的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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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in Middle School Course

YANG Wen － yang1，2，HU Wei － ping2
( 1．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710062，China;
2． Xi＇an Petroleum University，Xi àn，Shaanxi，710065，China)

Abstract: Wireless data communications in form of Short Message Service ( SMS) and Wireless Access Protocols( WAP) browsers
have gained global popularity，but the technology rarely involve in learning areas of college online courses． The study designs the mo-
bile learning mode of middle school courses based mainly on the constructive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dialogue theory，and develops the
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e mode，the platform can be used to assist the middle school courses． Finally，we d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or the application platform in the physics courses in middle school，and mainly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satisfac-
tion and awareness of learners after used the learning platform，and obtain valuable feedback． The study provides a useful exploration to
understand deeply the role of mobile learning in basic education，it helps improve the effect of middle school courses．

Key words: Constructive learning theory; Dialogue theory; Learning community; Online learning; Wireless mobil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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