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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抓住学习者在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中学习行为的最大特征——自主性，来设计虚拟实

验学习平台的功能模块，其中的实验中心模块，又从不同的实验类型出发，设计了探究

性实验中心和验证性/应用性实验中心的功能模块，并对各功能模块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

希望为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设计提供一个可借鉴的参考标准。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虚拟实验；验证性实验；探究性实验；应用性实验；功能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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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随着网络教育的推广，计算器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虚拟现实技术的逐渐成熟，虚拟

实验俨然已经成为网络教育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它作为传统实验教学的一种有效的补

充，已经成为加强实践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然而关于一个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功能，各功能模块间的关系如何，如

何协调来促进学习效果等，领域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抓住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中

学习者学习行为的最大特征——自主性，以此为根据设计了虚拟实验学习平台的功能模

块，其中实验中心模块，又从不同的实验类型出发，分别设计了探究性实验中心和验证

性/应用性实验中心的功能模块，并对各功能模块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希望为设计虚拟

实验学习平台提供一个可借鉴得参考标准。 

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设计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设计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设计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设计 

1111．．．．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的特点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的特点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的特点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的特点 

学习者在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中的学习行为的最大特征，即为自主性，具体表现在学习者

可以自主得选择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内容，自主地设计实验，自主地拓展和应用

习得知识，最后实现自我评价等方面。 

从以上各种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自主性表现可以看出，虚拟实验学习平台的功能模块必须

符合以下几个特点： 

1) 整体功能模块结构要清晰明了，注重导学功能； 

2) 所包含的功能模块要全面，并运用及时多样的教学交互； 

3) 需要提供多种个性化服务功能，如答疑、成绩查询功能等； 

4) 重视教学评价功能，及时回馈学习效果； 

5) 在实验学习模块中，应该根据不同的实验类型分别对待，分别设计，不同的实验类

型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流程。 

2222．．．．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主要功能模块设计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主要功能模块设计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主要功能模块设计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主要功能模块设计 

基于对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的特征的分析，本文设计了虚拟实验学习平台的主要

功能模块。  

如图 1所示，整个学习平台共包含公告通知、平台介绍、实验大纲、实验中心、资源中

心、个人中心和帮助中心这七大功能模块，结构明了，导航清晰。其中平台介绍、实验

大纲都是对整个平台以及整体学习要求的导航。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十一期，第一册，文章十二，第三页(二零一零年六月) 

徐智渊 、 武荷岚、王祖源 、姚红娇、陈珺 

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设计初探 

                                                                                  

 

 
Copyright (C) 2010 HKIEd APFSLT. Volume 11, Issue 1, Article 12 (Jun.,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图图图 1 1 1 1 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主要功能模块设计图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主要功能模块设计图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主要功能模块设计图虚拟实验学习平台主要功能模块设计图 

该功能模块的设计不仅包含了七大功能模块，其中资源中心被细分为知识库、仪器库、

材料库、演示视频、拓展资料，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个人中心又分为个

人数据管理、消息管理、实验管理和评价管理这四大功能，而实验管理继续被细分为学

习笔记、学习进度、实验操作成绩和实验报告管理，这些管理功能为学习者更好得了解

和管理自己的学习提供了有利的帮助。当然，帮助中心的自助答疑、站内搜索、在线求

助和常用软件下载也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样的交互功能。 

该功能模块的设计中还提供了多种个性化服务，有学术性的服务，如学习笔记、学习进

度、站内搜索等学习工具，也有非学术性的，如个人数据管理、实验操作成绩查询等。  

除此之外，该功能模块的设计中也非常重视学习评价，在个人中心模块中设置了评价管

理，不仅有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也有学生对学习过程的自我评价，除此之外，还包含有

具体的关于实验操作的评价成绩，以及实验报告质量的评价等。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十一期，第一册，文章十二，第四页(二零一零年六月) 

徐智渊 、 武荷岚、王祖源 、姚红娇、陈珺 

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设计初探 

                                                                                  

 

 
Copyright (C) 2010 HKIEd APFSLT. Volume 11, Issue 1, Article 12 (Jun.,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 

实验的分类多种多样，比如有演示实验、学生实验、简易实验、复杂实验和兴趣实验等，

而从实验的主要任务方面进行的分类，实验可以分为探究性、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 

1111．．．．探究性探究性探究性探究性、、、、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的区别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的区别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的区别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的区别 

表 1为探究性、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的区别一览表，分别从这三者的科学概念和意义，

在教学中的概念和意义，以及实验目的、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认

知思维等方面来区分它们的关系。 

表表表表 1 1 1 1 探究性探究性探究性探究性、、、、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的区别一览表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的区别一览表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的区别一览表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的区别一览表 

实验

类型  
探究性实验  验证性实验  应用性实验  

科学

概念 

侧重于发现新的

规律，获得新的

科学知识的实

验。[1]  

侧重于对已得出的科

学理论进行检验，从

而进一步确立它或否

定它的实验。[1]  

侧重于把发现和验证过的科学理论

应用于具体的教学实际，使科学理

论转化为实践效益。[1]  

科学

意义 

发现新的知识、

规律或理论。  

检验已发现的知识、

规律或理论，是对探

究性实验的再实验。  

是新的已被发现并已被检验的科学

理论应用于具体实际的中介。  

教学

概念 

由教师或学生提

出问题, 教师指

导, 启发学生独

立探索得出结

论, 或学生自己

设计实验得出结

论。  

学生按照教科书的要

求, 通过实验验证已

知结论。  

学生按照教科书的要求，通过实验

应用某一理论。  

教学

意义  

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逻辑思维

能力、探究和实

践的科学实验能

力。  

理解实验原理，分析实验步骤的合理性，从而巩固习得知

识，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操作能力。  

实验

目的  

探究研究对象的

未知属性、特征

以及与其它因素

的关系。  

 

 

旨在一个设计完整的

实验框架下，验证研

究对象的己知属性、

特征或者与其它因素

的关系。  

旨在一个设计完整的实验框架下，

应用研究对象的己知属性、特征以

及与其它因素的关系。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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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过程  

(1)提出问题  

(2)大胆假设  

(3)实验方案 

(4)实验研究  

(5)资料分析  

(6)实验结论  

(7)实验评价（即

问题解决与否） 

(1)实验目的 (2)实验器材 (3)实验原理 (4)实验步骤 (5)数

据分析 (6)实验结论  

实验

结果  
未知结果  既定的结果  既定的范围  

学习

方式  

信息来源广泛  

主动参与  

探究发现  

交流合作  

开放性、未知性、

兴趣浓厚  

信息来源单一  

被动参与  

按部就班完成实验  

统一性、唯一性、兴趣较弱  

认知

思维 

从实践到理论，

从具体到抽象  
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  

在教学中，探究性实验由于其结果对于学生来说是未知的，更能还原其科学实验的涵义，

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但是其未知性也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验证性实验和应用

性实验在教学中的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旨在一个设计完整的实验框架下，让学生理解

原理和实验操作的合理性，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习得知识，但是教学方式单一，不利于学

生的主动学习。这三类实验各有其优缺点，区别明显的同时，却也密不可分，它们在教

学中分担着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最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促进学习。  

根据探究性、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在教学中不同的教学目标和任务，本文分别设计了探

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和验证性/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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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探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探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探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探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 

图 2 为探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在探究性实验中心中，分为现象演示、实验准

备、观察与思考和拓展应用这五个功能模块。 

 

图图图图 2    探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探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探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探究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 

现象演示即演示生活中、学习中或工作中的一个情景，表现一些物理现象，从而引导学

生针对这些物理现象去提出问题，迈出探究性实验的第一步。 

实验准备中包含了准备知识、科学方法和实验器材，给学生提供充足的理论根据和现实

条件，以此引导学生大胆得去假设，猜想问题可能的原因，为进一步的实验提供有力的

根据。 

接下来就是实验研究了，首先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假设设计合理的实验实施方案，可以

多套方案备选，然后进行实验研究，对实验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总结出实验的结论，

若解决了问题，则最后形成本次实验的实验报告，当然若没有解决问题，学生可以根据

实验结论优化假设及实验方案，进行再次实验研究。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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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实验结束，虽然已经解决了问题，但是通过这次的科学实验之旅，学生肯定会有

更多更好的想法和主意，所以在实验中心中，还设置了观察与思考、拓展应用两个功能

模块，一方面可以满足学生实验之余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乘热打铁，进一步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来最终达到优化学习。 

3333．．．．验证性验证性验证性验证性////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图 3为验证性/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其中，分为实验准备、实验研究、观察

与思考和拓展应用这四个功能模块。 

 

图图图图 3 验证性验证性验证性验证性////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应用性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图 

在实验准备模块中，包含了实验目的、实验器材和实验原理，学生在进行验证性和应用

性实验前，必须对实验的目的、器材、原理和步骤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做好实验的准

备工作。 

在实验研究模块中，包含了实验、资料分析、结论和实验报告，即学生实验的主体操作

部分。学生要在理解实验原理和实验步骤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准确得进行操作，最后形成

实验报告。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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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证性/应用性实验中心中，同样需要适当的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这

样可以适当得弥补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面的不足，所以同探究性

实验中心的设计一样，在这里添加了观察与思考和拓展应用这两个功能模块，希望学生

在按要求完成验证性或应用性实验，并达到理解、巩固习得知识的目的后，能进一步激

发学习兴趣。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本文设计的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不仅抓住学习者自主学习的网络学习特征，体

现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而且还尝试多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不同实验类型的区别和联系，

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实验中心功能模块，使得探究性、验证性和应用性实验能在虚拟实

验学习平台中，发挥各自的教学特长，承担不同的教学目标和任务，更好得协助学习者

来促进学习。 

致谢致谢致谢致谢 

感谢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虚拟实验教学环境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编号：

2008BAH29B00） 和虚拟实验应用示范工程（项目编号：2008BAH29B06）对本研究的

支持。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 王策三、赵鹤龄、张武生.教学实验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205.  

[2] 陈丽.远程教育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108-153.  

[3] 丁兴富.远程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145-181.  

[4] 邓英君 .中学物理探究性实验与验证性实验的区别 [J].物理教学探讨，2007，

25(5):59-61.  

[5] 徐智渊、王祖源、陈珺、吴于人.自主学习型网络教育精品课程功能模块设计初探[J].

现代教育技术，2009，19(8):76-78.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内容
	摘要
	引言
	虚拟实验学习平台功能模块设计
	实验中心功能模块设计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