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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抓住學習者在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中學習行為的最大特徵——自主性，來設計虛擬實

驗學習平臺的功能模塊，其中的實驗中心模塊，又從不同的實驗類型出發，設計了探究

性實驗中心和驗證性/應用性實驗中心的功能模塊，並對各功能模塊進行了較詳細的描

述，希望為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設計提供一個可借鑒的參考標準。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虛擬實驗；驗證性實驗；探究性實驗；應用性實驗；功能模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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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隨著網絡教育的推廣，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尤其是虛擬現實技術的逐漸成熟，虛擬

實驗儼然已經成為網絡教育領域的一大研究熱點，它作為傳統實驗教學的一種有效的補

充，已經成為加強實踐教學、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手段。 

然而關於一個虛擬實驗學習平臺應該包含什麼樣的功能，各功能模塊間的關係如何，如

何協調來促進學習效果等，領域內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本文抓住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中

學習者學習行為的最大特徵——自主性，以此為根據設計了虛擬實驗學習平臺的功能模

塊，其中實驗中心模塊，又從不同的實驗類型出發，分別設計了探究性實驗中心和驗證

性/應用性實驗中心的功能模塊，並對各功能模塊進行了較詳細的描述，希望為設計虛擬

實驗學習平臺提供一個可借鑒得參考標準。 

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設計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設計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設計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設計 

1111．．．．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的特點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的特點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的特點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的特點 

學習者在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中的學習行為的最大特徵，即為自主性，具體表現在學習者

可以自主得選擇學習時間、學習地點、學習內容，自主地設計實驗，自主地拓展和應用

習得知識，最後實現自我評價等方面。 

從以上各種學習者學習行為的自主性表現可以看出，虛擬實驗學習平臺的功能模塊必須

符合以下幾個特點： 

1) 整體功能模塊結構要清晰明瞭，注重導學功能； 

2) 所包含的功能模塊要全面，並運用及時多樣的教學交互； 

3) 需要提供多種個性化服務功能，如答疑、成績查詢功能等； 

4) 重視教學評價功能，及時回饋學習效果； 

5) 在實驗學習模塊中，應該根據不同的實驗類型分別對待，分別設計，不同的實驗類

型應該有不同的學習流程。 

2222．．．．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主要功能模塊設計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主要功能模塊設計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主要功能模塊設計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主要功能模塊設計 

基於對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的特徵的分析，本文設計了虛擬實驗學習平臺的主要

功能模塊。  

如圖 1 所示，整個學習平臺共包含公告通知、平臺介紹、實驗大綱、實驗中心、資源中

心、個人中心和幫助中心這七大功能模塊，結構明瞭，導航清晰。其中平臺介紹、實驗

大綱都是對整個平臺以及整體學習要求的導航。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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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1 1 1 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主要功能模塊設計圖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主要功能模塊設計圖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主要功能模塊設計圖虛擬實驗學習平臺主要功能模塊設計圖 

該功能模塊的設計不僅包含了七大功能模塊，其中資源中心被細分為知識庫、儀器庫、

材料庫、演示視頻、拓展資料，可以為學習者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個人中心又分為個

人數據管理、消息管理、實驗管理和評價管理這四大功能，而實驗管理繼續被細分為學

習筆記、學習進度、實驗操作成績和實驗報告管理，這些管理功能為學習者更好得瞭解

和管理自己的學習提供了有利的幫助。當然，幫助中心的自助答疑、站內搜索、在線求

助和常用軟件下載也為學習者提供了更多樣的交互功能。 

該功能模塊的設計中還提供了多種個性化服務，有學術性的服務，如學習筆記、學習進

度、站內搜索等學習工具，也有非學術性的，如個人數據管理、實驗操作成績查詢等。  

除此之外，該功能模塊的設計中也非常重視學習評價，在個人中心模塊中設置了評價管

理，不僅有教師對學生的評價，也有學生對學習過程的自我評價，除此之外，還包含有

具體的關於實驗操作的評價成績，以及實驗報告質量的評價等。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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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 

實驗的分類多種多樣，比如有演示實驗、學生實驗、簡易實驗、複雜實驗和興趣實驗等，

而從實驗的主要任務方面進行的分類，實驗可以分為探究性、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 

1111．．．．探究性探究性探究性探究性、、、、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的區別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的區別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的區別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的區別 

表 1 為探究性、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的區別一覽表，分別從這三者的科學概念和意義，

在教學中的概念和意義，以及實驗目的、實驗過程、實驗結果，和學生的學習方式、認

知思維等方面來區分它們的關係。 

表表表表 1 1 1 1 探究性探究性探究性探究性、、、、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的區別一覽表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的區別一覽表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的區別一覽表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的區別一覽表 

實驗

類型  
探究性實驗  驗證性實驗  應用性實驗  

科學

概念 

側重於發現新的

規律，獲得新的

科學知識的實

驗。[1]  

側重於對已得出的科

學理論進行檢驗，從

而進一步確立它或否

定它的實驗。[1]  

側重於把發現和驗證過的科學理論

應用於具體的教學實際，使科學理

論轉化為實踐效益。[1]  

科學

意義 

發現新的知識、

規律或理論。  

檢驗已發現的知識、

規律或理論，是對探

究性實驗的再實驗。  

是新的已被發現並已被檢驗的科學

理論應用於具體實際的中介。  

教學

概念 

由教師或學生提

出問題, 教師指

導, 啟發學生獨

立探索得出結

論, 或學生自己

設計實驗得出結

論。  

學生按照教科書的要

求, 通過實驗驗證已

知結論。  

學生按照教科書的要求，通過實驗

應用某一理論。  

教學

意義  

培養學生的觀察

能力、邏輯思維

能力、探究和實

踐的科學實驗能

力。  

理解實驗原理，分析實驗步驟的合理性，從而鞏固習得知

識，培養學生的基本實驗操作能力。  

實驗

目的  

探究研究對象的

未知屬性、特徵

以及與其它因素

的關係。  

 

 

旨在一個設計完整的

實驗框架下，驗證研

究對象的己知屬性、

特徵或者與其它因素

的關係。  

旨在一個設計完整的實驗框架下，

應用研究對象的己知屬性、特徵以

及與其它因素的關係。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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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過程  

(1)提出問題  

(2)大膽假設  

(3)實驗方案 

(4)實驗研究  

(5)資料分析  

(6)實驗結論  

(7)實驗評價（即

問題解決與否） 

(1)實驗目的 (2)實驗器材 (3)實驗原理 (4)實驗步驟 (5)數

據分析 (6)實驗結論  

實驗

結果  
未知結果  既定的結果  既定的範圍  

學習

方式  

信息來源廣泛  

主動參與  

探究發現  

交流合作  

開放性、未知

性、興趣濃厚  

信息來源單一  

被動參與  

按部就班完成實驗  

統一性、唯一性、興趣較弱  

認知

思維 

從實踐到理論，

從具體到抽象  
從理論到實踐，從抽象到具體  

在教學中，探究性實驗由於其結果對於學生來說是未知的，更能還原其科學實驗的涵

義，激發學生的濃厚興趣，但是其未知性也給教學帶來了很大的難度。而驗證性實驗和

應用性實驗在教學中的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旨在一個設計完整的實驗框架下，讓學生

理解原理和實驗操作的合理性，目的都是為了鞏固習得知識，但是教學方式單一，不利

於學生的主動學習。這三類實驗各有其優缺點，區別明顯的同時，卻也密不可分，它們

在教學中分擔著不同的教學目標和教學任務，最終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即促進學習。  

根據探究性、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在教學中不同的教學目標和任務，本文分別設計了探

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和驗證性/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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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探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探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探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探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 

圖 2 為探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在探究性實驗中心中，分為現象演示、實驗準

備、觀察與思考和拓展應用這五個功能模塊。 

 

圖圖圖圖 2    探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探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探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探究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 

現象演示即演示生活中、學習中或工作中的一個情景，表現一些物理現象，從而引導學

生針對這些物理現象去提出問題，邁出探究性實驗的第一步。 

實驗準備中包含了準備知識、科學方法和實驗器材，給學生提供充足的理論根據和現實

條件，以此引導學生大膽得去假設，猜想問題可能的原因，為進一步的實驗提供有力的

根據。 

接下來就是實驗研究了，首先學生需要根據自己的假設設計合理的實驗實施方案，可以

多套方案備選，然後進行實驗研究，對實驗資料進行處理和分析，總結出實驗的結論，

若解決了問題，則最後形成本次實驗的實驗報告，當然若沒有解決問題，學生可以根據

實驗結論優化假設及實驗方案，進行再次實驗研究。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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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實驗結束，雖然已經解決了問題，但是通過這次的科學實驗之旅，學生肯定會有

更多更好的想法和主意，所以在實驗中心中，還設置了觀察與思考、拓展應用兩個功能

模塊，一方面可以滿足學生實驗之余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乘熱打鐵，進一步激發學

生的求知欲，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來最終達到優化學習。 

3333．．．．驗證性驗證性驗證性驗證性////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 

圖 3 為驗證性/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其中，分為實驗準備、實驗研究、觀察

與思考和拓展應用這四個功能模塊。 

 

圖圖圖圖 3 驗證性驗證性驗證性驗證性////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應用性實驗中心功能模塊設計圖 

在實驗準備模塊中，包含了實驗目的、實驗器材和實驗原理，學生在進行驗證性和應用

性實驗前，必須對實驗的目的、器材、原理和步驟有充分的認識和理解，做好實驗的準

備工作。 

在實驗研究模塊中，包含了實驗、資料分析、結論和實驗報告，即學生實驗的主體操作

部分。學生要在理解實驗原理和實驗步驟的合理性的基礎上準確得進行操作，最後形成

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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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驗證性/應用性實驗中心中，同樣需要適當的拓寬學生的視野，激發學生的好奇心，這

樣可以適當得彌補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方面的不足，所以同探究性

實驗中心的設計一樣，在這裏添加了觀察與思考和拓展應用這兩個功能模塊，希望學生

在按要求完成驗證性或應用性實驗，並達到理解、鞏固習得知識的目的後，能進一步激

發學習興趣。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文設計的虛擬實驗學習平臺功能模塊，不僅抓住學習者自主學習的網絡學習特徵，體

現了學習者的主體地位，而且還嘗試多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不同實驗類型的區別和聯繫，

並以此為依據設計了實驗中心功能模塊，使得探究性、驗證性和應用性實驗能在虛擬實

驗學習平臺中，發揮各自的教學特長，承擔不同的教學目標和任務，更好得協助學習者

來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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