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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宇宙走进教育场域的时代背景

在线教育是未来教育变革的大趋势，2020 年

以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快了这一变革进程。根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造成教育

停滞期间，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选择在线教育来保

障教育的稳定与连续（UNESCO，2021），在线教育

已经成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围绕在

线教育的争议一直存在，不少学者认为当前在线教

育存在以下问题：平面网页枯燥单调，难以调动学

习积极性（Violante et al.，2015）；人机交互方式简

单，学生参与感不强（文书锋等，2017）；学习数据

记录不全，难以评价学习成效（郭文革，2020）；缺

乏技能培养环境，实践环节欠缺（Carrillo et al.，

2020）。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当前基于Web2.0技术

的在线教育已然步入发展的瓶颈期，二维网络技术

难以支撑起学生对沉浸性学习环境、自然人机交互

方式和“面对面”社会性交互的需求，因此寻找下

一个创新突变奇点推动在线教育转段升级成为占领

未来教育制高点的关键。

近年来，以虚拟现实、扩展现实、虚拟世界、

数字孪生等为代表的视觉沉浸技术，正不断从学习

资源、教学组织和系统平台等方面重塑在线教育
（刘革平等，2020）。元宇宙作为虚拟现实的高阶发展

产物，集VR/AR/MR、5G、云计算、人工智能、数

字孪生等新兴信息技术于一体，将成为下一代互联

网的最新形态，届时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网

络时代。在线创作游戏平台 Roblox 认为构成元宇

宙的基本要素包括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

多元化、随时随地、经济系统和文明。这八大要素

将构成一个虚实融合、泛在互联、智能开放、去中

心化的 3D模拟世界。因此，元宇宙作为在线教育

的新平台将重新定义在线教育的发生空间，变革在

线教育的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支持学生的个性化

学习和全面发展。

众多媒体都将2021年称为“元宇宙元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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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元宇宙还处于发展的雏形阶段，但其已展现出巨

大的发展潜力。本研究将首先概述元宇宙的特征及

其技术演进脉络，其次分析元宇宙应用于在线教育

的理论基础，并探究基于元宇宙的智能教育环境构

建，最后就元宇宙应用于在线教育的新方向提出参

考建议。

二、元宇宙的特征及其技术演进脉络

1.元宇宙的特征

元 宇 宙 的 英 文 为 Metaverse， 其 由 “meta”
（意为“超越”）与“verse”（意为“宇宙”）组合

而成，旨在表明元宇宙是一种虚拟与现实无缝链

接、深度融合的数字世界，其能够产生超越现实世

界的显著价值。随着 Facebook 宣布将公司名称更

改为“META”，元宇宙将受到资本市场前所未有

的关注，其对于人类世界的颠覆性影响也将逐步照

进现实。元宇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从元宇宙的存在形式

来看，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是元宇宙最基本的特

征。元宇宙是利用成熟的数字技术来构建的既基

于又独立于现实世界的“数字孪生”世界，既包括

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复制品，又含有虚拟世界的自主

创造物。元宇宙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全身感

官体验的穿戴设备，以及低延迟感与高拟真感的交

互技术让用户产生在场的感官刺激，有助于提高元

宇宙中的在线互动与交流质量，实现元宇宙中用户

的沉浸式体验。因此，通过“数字孪生”世界的搭

建与沉浸式的体验来促进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

能够让用户在元宇宙中产生仿真现实又超越现实的

沉浸感受。

智能数字化技术的集合。元宇宙是一个极致开

放、自由、复杂与巨大的综合系统，其涵盖了整个

网络空间、终端设备以及现实条件，是由不同类型

建设者共同构建的超大型数字应用生态（左鹏飞，

2021），而各种智能数字技术则是其根基。元宇宙

的组建依托于 MR、区块链、通信技术、云计算、

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集合，如通过

MR、脑机接口、物联网与可穿戴设备等交互技术

进入虚拟世界，进行沉浸式体验与交互；通过区块

链、人工智能技术来监管和维护元宇宙的运转体

系，确保元宇宙持续稳定、符合标准与高效健康地

运转；通过 5G、云计算技术来支撑大规模用户的

同时在线交互活动，保障交互的流畅性与低延迟。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更多先进技术与创新应用

也将逐步纳入元宇宙的组建中来。

线上和线下一体化关系。基于虚拟与现实深度

融合的特征，元宇宙中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将不再清

晰，用户可以依据个性化需求在虚拟与现实世界中

任意转换不同的社会形式。元宇宙中每个用户都将

拥有唯一的元宇宙身份标识，并且能够通过该身份

标识在元宇宙中产生具有现实感的真实社会交往关

系。同时，基于该身份标识，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

过相应数字设备进入到元宇宙来，进行学习、工

作、生活等社会活动。在此过程中，用户的虚拟身

份或集体角色会在线上与线下的转换过程中保持全

面与完整（Dionisio et al.，2013）。因此，元宇宙将深

刻冲击当前社会的组织形态与运作形式，进而形成

线上与线下全面一体化的新型社会关系。

加深用户思维的表象化。元宇宙为用户提供了一

个沉浸体验、具身交互的虚拟现实深度融合系统，能

够让用户利用海量资源和技术工具实现“可见即可

感知”“可想即可尝试”等抽象思维表象化的过

程。首先，用户在元宇宙中是“自由”与“全能”

的，能够通过相应操作将自己的思维即时转化为具

体有形的产品，使抽象复杂思维有效地实现清晰化

与具体化，易于自身理解与分享交流。其次，思维

的表象化能够让用户专注与沉浸于自身的思考过程

中，规避因多媒体技术为代表呈现的“中介”信息而

造成用户专注度、反思能力与逻辑能力弱化的问题。

2.元宇宙的技术演进脉络

“元宇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最早诞生于

1992 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

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书中将元宇

宙描述为“戴上耳机与目镜，找到连接终端，就能

够以虚拟分身的方式进入由计算机模拟、与真实世

界平行的虚拟空间”（王晨光，2021）。如今的元宇

宙概念更像是这一经典概念的重生，是在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区块链、云计算以及数字孪生等新

技术下的概念具化。正如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

发布的《2020—2021 年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中

所说，元宇宙是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

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

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媒体研究中心，2021）。元宇宙代表了视觉沉浸技术

的最新阶段，其本质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在线

数字空间，其核心是由虚拟现实技术所构建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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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依照此类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普及状况，可将

视觉沉浸技术的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桌面式虚拟现实为主。其经典案

例是由美国林登实验室在 2003年发布的基于互联

网的三维虚拟世界——Second Life（Linden，2020）。

用户在 Second Life 中可创建属于自己的“虚拟化

身”（Avater），参加虚拟世界中的各种探索和社

交活动，制造和交易虚拟财产及服务。在这一阶

段，用户只能通过计算机屏幕观察虚拟世界，受限

于交互设备和立体视觉、三维建模等技术，其产生

的沉浸感较低。目前，Second Life已经广泛应用于

在线办公、远程社交等，尤其是自新冠疫情爆发

后，Second Life的月平均访问人数超过1200万人。

第二阶段，以沉浸式虚拟现实为主。借助沉浸

式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沉浸式虚拟现实实现了由

“平面式、被动式、单向型”向“立体式、主动

式、互动型”的突破。尤其是从 2016年之后，以

Oculus和HTC Vive为代表的VR终端设备得以迅速

发展，用户在虚拟世界中产生的感官刺激（视觉、

听觉、触觉）都可以通过VR装置和体感设备转化

为现实世界真实的感官体验，而不再受传统物理条

件的限制和约束，其沉浸感大大增强。

第三阶段，以扩展现实和数字孪生为主。随着

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VR技

术的深度融合，更为成熟的元宇宙技术体系得以逐

渐成型。其中，5G的高速率、低时延、大规模设

备连接等特性能够将地理上分布的多个用户或多个

虚拟世界相连，使每个用户能够同时加入到同一个

虚拟世界中，共同体验虚拟经历。基于VR/AR/MR
的扩展现实技术实现了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再到

虚实融合空间之间的跨越；数字孪生技术是虚拟现

实应用的深化发展，将实物对象空间与虚拟对象空

间联通，实现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无缝融

合和有机联通。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元宇

宙提供了强大的算力基础和智能化支撑，有助于推

动元宇宙更高质量发展。

第四阶段，元宇宙初现端倪。借助脑机接口将彻

底打破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壁垒，用户可使用意念自由

控制虚拟身体各个部位，随心所欲地与虚拟世界进行

交互。同时脑机接口的双向传输功能，可以将多种感

官的反馈通过脑信号传递给用户，获得与现实世界相

同的感官体验，实现人与虚拟世界的融合。区块链技

术是元宇宙实现升维的关键技术，借助区块链技术

既可建立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经济联系，又能实

现虚拟价值和真实价值的统一。元宇宙将实现人与

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

三、元宇宙应用于在线教育的理论基础

元宇宙塑造了视觉沉浸的在线教育立体空间场

域，支撑其科学发展的相关理论将从离身向具身转

变。概括来看，具身认识理论、分布式认知理论和

沉浸理论为元宇宙在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启示。

1.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理论基于对传统“身—心”二元认知

观的批判，认为认知的形成是大脑、身体与环境间

相互作用的结果。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形态结构

和经历体验等都将影响认知的形成与发展。F.瓦雷

拉（F. Varela）等对“具身”一词进行了如下阐

述：“第一，认知依赖于经验的种类，这些经验来

自具有各种感知运动的身体；第二，这些个体的感

知运动能力自身含在一个更广泛的生物、心理和文

化情境中”（F.瓦雷拉等，2010）。具身认知理论的核

心在于强调身体参与认知过程、身体与环境的具身

交互等，因而在认知形成过程中要注重置身情境、

身体感知与动态交互过程。元宇宙支持与赋能的在

线教育能够让学习者置身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情

境中，充分调动身体感觉运动系统与环境世界进行

具身交互，以更好地促进学习者认知的形成。

2.分布式认知理论

分布式认知理论认为认知分布于个体内、个体

间、媒介、环境、文化、社会以及时间之中（Cole

et al.，1993）。分布式认知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个

体内部表征与环境外部表征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
（Chuah et al.，1999）。因此，相较于传统认知理论而

言，分布式认知理论强调认知活动的系统性，认为

认知活动中的各要素是紧密相连的，而且都对认知

活动发挥相应的功能作用，其不仅关注认知过程中

个体内部、个体之间以及与人工制品的交互作用，

也强调认知活动的环境根植性与分布性。分布式认

知是对传统个体认知观的超越，将功能系统作为新

的分析单元，认为认知存在于学习资源、学习环

境、学习者使用的工具、学习者间的交互以及所有

学习者之中（陈锦昌等，2016）。因而，分布式认知

理论对基于元宇宙开展在线教育具有两方面的启

示，一是为元宇宙环境中学习资源、学习工具以及

学习活动的选择与设计提供了指导；二是要注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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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个体间的交往互动。

3.沉浸理论

沉浸理论（也称为“心流理论”）是由米哈里·
契克森米哈赖（Mihalyi Csiksczentmihalyi）等提出

的用于描述人全身心地投入某种活动，不受周围环

境其他因素影响，并达到一种极致愉悦的心理状态
（Csiksczentmihalyi et al.，2004）。“挑战”与“技能”

的关系被认为是影响沉浸的主要因素，已有研究发

现，只有同时面临高挑战与拥有高技能时，沉浸体

验才有可能发生。还有研究者发现能够产生沉浸体

验的游戏类型几乎都是第一人称或角色扮演类游

戏（王辞晓等，2017）。另外，沉浸体验的产生还需

要学习者自由开放地参与到相应的活动中。总之，

沉浸理论描述的是学习者参与活动的“沉浸”状

态，能够为元宇宙支持下在线教育的学习活动、学

习任务以及探究项目设计提供参考与方向，以提升

在线教育中学习者的参与感和学习动机。

四、基于元宇宙的智能在线学习环境构建

当代学习环境正在转向智慧、非正式、整合、

互动和创新。钦（Chin，2011）指出智能学习环境需

要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

黄荣怀等（2012）认为智慧学习环境包括感知环

境、记录过程、识别情景和联接社群等显著特征。

新兴技术聚合赋能正引领智能学习环境由线下到线

上，再到线下与线上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元宇宙

为探索智能在线学习环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

此，笔者将从技术架构、系统结构、组成要素和培

养目标等方面尝试构建基于元宇宙的智能在线学习

环境（如图1所示）。

1.技术统摄：元宇宙智能在线学习环境的构建

基石

元宇宙顺应了第六次科技革命颠覆性、智能

化、绿色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理念（ 张 学 敏 等 ，

2021），将“单技术—复合技术—富技术”（沈书

生，2018）的技术发展轨迹继续向前推进，通过统

摄各种技术将表现出拟人性的新智能。综合来看，

元宇宙主要依托的底层技术涵盖：

5G/6G网络环境。元宇宙将借助 5G/6G打造新

一代通讯网络，彻底突破智能技术融合赋能的通信

屏障。元宇宙网络融合云计算、泛在计算和边缘计

算，架构形成新型的技术联通场域，推动“信息—

物理—社会”的深度融合。元宇宙网络的发展指向

“万物智联，数字孪生”（IMT-2030（6G）推进组，

2021），显现出智慧内生、安全内生、多域融合和

算网一体的创新特征。基于元宇宙沉浸多感网络，

将可实现沉浸式云扩展现实、全息通信、感官互

联、智慧交互等事件的实时控制。

资源生产。元宇宙将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形成

资源生态发展场域：首先，持续智能产生海量的挖

掘内容，实现元宇宙资源的动态生长。其次，按需

智能生成个性化学习资源，实现元宇宙资源的智适

应动态推送。第三，资源智能审查全覆盖，实现元

宇宙资源的安全与合法。

大数据处理。元宇宙将深入推进计算系统的智

能化，架构符合 Web3.0 资源聚合配置的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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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元宇宙智能在线学习环境的构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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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云计算将促进元宇宙在

线教育系统硬件的智能虚拟化和软件的智能服务化

改造，形成各子系统深度智能整合的新模态。通过

云层的数据云、资源云和服务云，可实现元宇宙中

数据上通下达的无缝转化衔接，生成元宇宙在线教

育新的逻辑框架、体系结构与服务模式，实现可配

置伸缩、多元资源融合共享和动态精准服务等。

认证机制。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可追溯、不

可篡改和去信任化等显著特征，将推动元宇宙世界

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信息网络转向价值网络，形成

同智能在线学习环境相匹配的认证生态系统。在资

源建设方面，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形成元宇宙在线资

源存储、连接、交易、共享和管理的生态系统，实

现资源的最优化流通与配置。在学习认证方面，区

块链技术将有助于推进学分认证、学习成果认证和

能力认证等，实现认证管理的智能、安全、高效和

共认。

交互界面。元宇宙将超越图形界面交互阶段，真

正 转 向 基 于 现 实 的 人 机 交 互 （Reality-Based
Interaction，RBI）新阶段。从人机协同的体感交互视

角，元宇宙在线学习交互将融合动作、触觉、眼动、

手势和肌电等多通道方式，实现具身自然交互。从

人机共生的脑机交互视角，元宇宙将通过脑机接口

建立与人脑的直接关联，实现脑神经信号与外在表

征建模的动态转化，塑造理想化的意念学习体验。

2.系统结构：元宇宙智能在线学习环境的空间

塑造

潘云鹤院士提出，人类生存空间已经扩展到三

维空间，即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信息空间（潘云

鹤，2018）。根据保罗·米尔格拉姆（Paul Milgram）
等人构建的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连续体模型
（Milgram et al.，1994），虚拟空间正在增强现实，甚

至创造“现实”成为人的第二生存空间。元宇宙代

表了空间连续的理想形态，升级甚至颠覆了人们对

于传统环境结构的认知。从技术赋能的视角进行分

析，元宇宙智能在线学习环境的系统结构包括：

第一，构造环境，即师生所处的感知共生场

域。元宇宙构造环境既赋能现实，又超越虚拟，学

习者可进行泛在、自由和富有成效的学习。其组成

部分包括：真实镜像，即将现实物理学习环境进行

三维全景采集，根据需要融入元宇宙环境中作为背

景，实现真实再造；虚拟造物，即满足学习者的认

知需求，塑造甚至创造学习对象，实现对学习对象

的深度宏观认知与微观体察；穿戴设备，即有助于

增强学习者在元宇宙环境中的感知体验，实现沉浸

学习，设备形态将变得更加智能、灵活与贴合；学

习场域，即学习事件展开的发生情境，将情境预

设、动态建模与师生过程编辑相结合，可动态生成

理想的学习场域。

第二，信息环境，即动态数据流通与资源服务

环境。元宇宙不仅能智能供给资源，而且让学习者

深处资源之中，达到资源服务与学习者认知的智能

耦合。其组成部分包括：数据聚合，即将学习者的

历史数据与动态的行为、生理、心理和认知等数据

进行有机整合，及时反馈给系统、教师与学习者自

身，以动态优化教学过程；知识生长，即建立智能

化的知识资源库，形成原生资源、动态资源与再生

资源的知识流转循环，实现知识的动态更新；动态

服务，即打通知识呈现、场景表现、路径优化与智

能推送的边界，以降低认知负荷，实现“所思有所

得”；虚实联通，即实现元宇宙中的信息与现实世

界的信息无缝对接。

第三，心理环境，即师生动态性与持续性的主

观整体感受。元宇宙能满足学习者的整体性心理需

求，为其身心创造了全新的安放之所。其组成部分

包括：场所感，即元宇宙能创造让学习者产生身份

认同、功能依赖和情感依恋的学习居所感受；具身

感，即通过身体参与运动、相称姿态动作和感知增

强等沉浸式交互，可产生环境、认知和身体高度融

合的在场体验；临场感，即通过创设良好的自主探

究、合作探索和意义整合的环境，可促进学习者情

感表达、开放沟通和团结协同的感受；认同感，即

学习者拥有对所处环境和自身有价值或有用的评

估，能让学习者产生较高的心理认同和规则认同。

第四，文化环境，即师生共同的外在行为遵循与

内在价值认同。元宇宙将重塑环境与人的关系，形成

多元、和谐、开放和生成的文化场域。其组成部分包

括：人机协同，即将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进行有效融

合产生“协同智能”（蔡连玉等，2021），元宇宙中的智

能技术广泛参与到目标制定、内容生成、过程规划和

结果评估之中，可形成人—技互为主体的学习生态；

秩序规范，即在元宇宙所形成的社会准则影响下，重

新建构学习环境的运行准则；人际交往，即在元宇宙

富媒体学习环境中，所形成的自由、平等、公正的人

际关系；价值观念，即对元宇宙学习环境中的自我、

行为、规则、品德等的综合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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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成要素：元宇宙智能在线学习环境的核心

表征

关于学习环境的构成要素，布伦特·威尔逊

（Brent Wilson）提出资源、工具和人际关系的“三要

素 说 ” （Wilson， 1995）， 大 卫·乔 纳 森 （David
Jonassen）等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问题空间、社会性支

持和案例等要素（Jonassen et al.，2012），黄荣怀等则将

学习环境的构成归纳为资源、工具、学习社群、教

学社群、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6个要素（黄荣怀等，

2012）。元宇宙智能在线学习环境将重新塑造、深度

聚合原有要素，聚焦学习者中心、知识中心、评价

中心和共同体中心等多种视点，从而形成自身独特

的构成要素群。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8个部分：

复合资源。资源结构具有场域特征，融合情境、

内容与活动进行综合建构；资源表现具有多模态性，

同一资源具有多种呈现形式，能够满足不同的学习需

求；资源生成具有动态性，包括内容聚合与场景建

模；资源体验具有多视角性，包括第一人称视角的亲

身经历，以及第三人称视角的观察学习等。

智能工具。产生身体操纵感，通过可穿戴设备

可产生真实触感；能够及时反馈，对于作用效果能

进行可视化动态呈现；可选多种形式，允许个性化

选择场景学习工具；高效舒适体验，能够智能化满

足学习需求实现“人体的延伸”。

意象活动。创意活动情境，师生既可利用情境

库中的场景，也可进行组合创造；编辑活动过程，

师生可根据活动需要改变情境布局，将个体空间活

动与共同体活动有机结合；反馈活动成效，可对整

体活动进行深度数据挖掘和分析，为个体和共同体

提供可视化的分析报告等。

全人评价。个体的成长性评价，既可持续进行

形成性与总结性评价，又可将数据即时汇入历史数

据以综合评估个体成长状况；群体的发展性评价，

对基于新型人机和人际关系形成的教学共同体进行

动态追踪，有效监控、评估其整体性发展成效等。

精准教学。基于环境智能对学习者个体的适应

性反馈，包括学习行为适应、学习路径引导、学习

过程干预和学习资源推送等；教师对学生群体的最

优化干预，基于大数据分析，教师可不断优化改进

教学设计、教学辅导和教学决策，实现精准化的教

学供给等。

具身学习。多感知交互，可调动身体的多种感

官，融合邻近、泛在、多模态、可植入等多种交互

类型（王辞晓，2018），实现技术增强且近乎自然的

交互；多通道交互，可通过语音、动作、眼动、手

势等不同方式达成行为目标；“亲历性”交互，

“亲身经历”学习事件发生“现场”，既能代入真

实，又能规避风险。

学习伙伴。元宇宙中的“人际”关系将超越现

实束缚，形成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主要类型包

括：虚拟伙伴，即由智能技术塑造的虚拟影像，学

习者可自由更换其外形；化身伙伴，即其他学习者

的虚拟化身，学习者也可对其外形进行一定程度的

编辑；全息伙伴，即其他学习者的真实镜像。元宇

宙将塑造更多的伙伴类型，形成多样的伙伴关系。

教学类群。教师也可塑造与学习者相同的存在

类型。主要包括：虚拟教师，即由智能技术合成的

具有真人外表的虚拟影像，可以根据教学情境需要

进行自由“变身”；化身教师，即教师以化身的形式

展开教学；全息教师，即教师以真实镜像展开教学。

4.培养目标：元宇宙智能在线学习环境旨在促

进学习者深知生慧

元宇宙智能在线学习环境消除了传统网络在线

教学时空分离的障碍，实现了时空再融合，产生了

超越时空距离的新型“共在”形式。同时，它又打

破了传统课堂教学时空禁锢的藩篱，扭转了课堂中

师生地位天然“失衡”的状态。这将从根本上变革

传统的教学结构，形成优于传统网络教学与课堂教

学的新型教学组织形式。因此，元宇宙在线教学不

仅能达成传统的教学目标，而且能深入挖掘学习

者的潜能，促进学习者的智慧生成，从而适应新时

代对于智慧型人才的新需求。

第一，深知。学生者处于知识情境之中，能具

身体验完整的知识学习过程。具体阶段包括：发

现，即在构造情境中识别问题背景、甄别问题类

别，找寻解决方法和路径；构想，即利用复合资源

和智能工具进行试验探索，形成多种备选的解决方

案；抉择，即在智能评估工具的帮助下，对于多种

方案进行比较、选择和实施，选择最优解决方案；

归纳，即对学习过程、知识获得和使用方法进行反

思总结；创造，即自身创设多元情境，探索问题的

更优化解决方案；评价，即将过程智能评价分析与

自身反思性评价相结合，形成完整的评价结果。在

知识学习过程中，元宇宙智能在线学习环境有助于

学习者更加高效地完成事实性知识的习得，参与多

种情境的学习活动，进行深度的知识创造。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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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生成与发展的视角来看，元宇宙智能在线学

习环境有助于知识外显化、内隐化、组合化和社会

化的知识流通场域构建（Nonaka et al.，1995），并形

成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知识发展螺旋。

第二，生慧。学习者在完成对知识深度学习的

同时，将转向更为高阶的“智慧成长”（曹培杰，

2018）。从智慧的内涵来看，智慧在构成上可以解

构为三个要素（杨鑫等，2020）：面向学生认识的工

具思维，即学生问题解决、规律探索和新知创造的

求真思维；面向人际关系的价值思维，即学生社会

认知、生活交往及集体意识的求善思维；面向自我

认知的意义思维，即对于生命乐观认知、积极体验

的求美思维。元宇宙学习环境中人之慧与技之智融

合赋能，共同培育生成学生的智慧结构（王星等，

2021）：基础层次，即符合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共

性素质，涵盖信息素养和人文素养的素养智慧，以

及通过解构材料、匹配活动和塑造模式展现的思维

智慧；实践层次，即指向学习者外在的智慧行为，

包括由形成规范、自制情意和合理抉择构成的学习

智慧，以及由建构知识、提炼范式和融合创新构成

的学科智慧；品质层次，即妥善处理好主我—客

我、人—我和物—我关系的道德智慧。

五、元宇宙变革在线教育的关键领域

基于元宇宙的在线教育将进入体验化学习和沉

浸式交互的创新发展阶段。这将打破以二维网络技

术主导的在线教育发展瓶颈，形成视觉沉浸与人工

智能无缝交融的理想空间形态，实现人的认识世界

与虚实共生的感知世界的再融合。因此，在技术融

合发展、商业创新驱动和学习创造体验的交叉赋

能和螺旋发展进程中，在线教育将迎来转段升级的

创新奇点，实现发展形态的实然跃升。

1.元宇宙在线课程资源

元宇宙将聚合多元技术形态，形成虚实融合的

沉浸式视觉在线课程新形态。元宇宙在线课程资源

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课程内容的精细解剖，即将学

习对象进行案例具象，通过对其进行旋转、缩放、

拆分等具身操作或情境化展示，探寻概念暗含的内

在逻辑；二是课程架构的灵活组合，学习者既可在

原有课程设定序列中学习，也可个性化订制场景序

列组合，还可加入自制场景进行课程再造；三是课

程升级的共同塑造，即通过完整记录师生的学习历

程，把教与学留下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以

动态反馈于课程资源的优化更新。

从体验的主体参与程度来看，课程资源的类别

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类：

其一，基于旁观者视角的“他者”课程。学习

者以第三人称方式，通过“漫游”的形式进行体验

学习。该种课程以电脑、平板或智能手机等显示设

备为终端，既可以是平面显示形式，也可以是加入

增强现实或增强虚拟设备后的立体显示形式。该类

课程内容、学习路径、交互方式等被预先设定，学

习者以有限的操作权限和有限的沉浸感知开展学习。

其二，基于学习者视角的“主体”课程。学习

者以第一人称方式，通过“沉浸”的形式进行体验

学习。该种课程以可穿戴虚拟现实设备为基础，学

习者的感官沉浸程度与穿戴设备的丰富和契合程度

有关。该类课程虽然也经过预先设定，但是学习者

具有更多的操作自主权。伴随学习者感官真实反馈

程度的加深，该类课程将逐渐成为元宇宙课程的主

要表现形式。

其三，基于“超越者”视角的“真实”课程。

学习者以“第二人生”的方式，通过“再造生命”

的形式进行体验学习。该种课程以计算能力的飞跃

发展为基础，以脑机接口技术为依托，以神经传输

的可连接、可计算和可解释的实现为标志。学习者

完全“生存”其中，虚实融合场景具有理解智能，

能够根据学习者思想的变化而动态建模，真正实现

“所思即所得”。

2.元宇宙在线教学方式

教学的灵活化、在线化和终身化是未来教育的

新常态。罗德·吉钦斯（Rod Githens）认为增强人

际互动以消弭时空阻碍是提高在线教学成效的关键
（Githens，2010）。尽管在线同步视频教学已经步入常

态化，但是二维网络技术尚无法真正实现人际再融

合，主要表现在“技术在场”掩盖学习规避、技术

误用致使价值湮没、交互迷失导致情感缺失和技术

“集置”产生教学异化（刘敏等，2021）。可见，目前

在线教学在交互、情感、质量、主动性等方面尚难

以取得实质性发展。而元宇宙在线教学为解决上述

难题提供了可能途径。

从元宇宙在线教学的应用场域来看，主要可以

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其一，社会化在线教学。基于分布式虚拟现

实，学习者可以选择大型的虚拟学习社区或者虚拟

课程平台进行注册学习。身处异地的不同终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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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化身可共享相同的虚拟学习空间；还可根据

元宇宙中的社交规则，进行资源共享、合作互动和

具身体验等活动。学习者可以穿梭于不同的学习场

景，开展自主学习、探究式学习、合作学习和创造

性学习等，学习者还可与其他化身、虚拟人等进行

多元互动。教师可以通过教师类群组织讲授、展示

与分享等活动，设置灵活的教学模式，按需切换教

学发生的场景，根据精准反馈信息进行教学干预。

这种教学方式将消除教与学的界限，使得师生共同

在境脉体验学习中重建社会关系。

其二，融课堂在线教学。元宇宙在线教学将真正

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封闭状态，使课上教学与课下学

习真正融合起来。教师类群将同时面对本地课堂学生

与异地终端学生，教师在本地仍采取自然的授课方

式，而异地学生主要有两种参与方式：一是对授课教

室进行虚实融合化处理纳入元宇宙在线教学系统，让

异地非注册学习者通过化身形式参与课堂学习；二是

对于注册的学习者，通过全息投影等技术将影像显示

在本地教室中，或者显示在教师控制屏幕中，让学习

者参与真实的课程互动。如此真实课堂将被彻底开

放，学校的教学受益面将被最大化。

其三，实验化在线教学。元宇宙在线实验教学

将超越真实，再现“真实”情境，展现反应现象，

进行过程记录和规避潜在风险。从实际需求来看，

主要包括三种类别：一是流程体验类，该类实验主

要面向特定的服务行业，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精准满

足流程中的规则要求，让学习者切身感受到“实景

实情”。二是仿真操作类，该类实验需要通过准确

的操作产生对应的反馈，反馈可以是文字、实验结

果或现象等，关键在于反馈的科学性。三是终端实

体操作类，该类实验以虚拟对象作为中介而操作真

实对象，既能获得真实实验结果，也规避了潜在的

实验风险，关键在于操作过程感知要尽量与实际操

作相吻合。

3.元宇宙在线学习支持服务

学习支持服务是在线教育的核心要素，对于提

高学习质量、降低辍学率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新兴

技术的创新服务发展方兴未艾，然而目前大众对在

线学习支持服务的满意度并不高（方旭等，2016），

元宇宙通过构造在线教育的“微世界”，可实现对

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的科学构建。首先，数据驱动，

元宇宙在线教学系统将实现覆盖全域的数据整合闭

环，以优化动态服务决策。其次，智能辅助，元宇

宙在线教学系统能够智能识别教与学的过程需求，

将支持服务自然融入到教与学的过程之中。再次，

贯穿过程，元宇宙在线教学系统提供的支持服务将

覆盖学习、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最后，综合服

务，元宇宙在线教学系统将发挥瞬时服务的多线程

特征，实现支持服务的教、学、管、评于一体，使

多类型支持服务形成聚合之力，发挥最佳之效。

从支持服务的类别来看，主要可以划分为如下

三种类型：

一是基于虚拟助理的学习“全视角”支持服

务。元宇宙中的虚拟助理拥有丰富的外在形象，学

习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有研究表明，虚

拟人通过表情变化、肢体互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能够有效激发学习动机，减认知负荷，增强学习效

能感（Elliott et al.，1998）。基于虚拟助理的在线学习

支持服务涵盖：资源推送服务，即依据学习者兴

趣、学习内容、知识情境、社交网络等进行动态场

景化推送；教学互动服务，即通过开发虚拟助理可

为学习引导提供服务（Almajano et al.，2014）；情绪调

节服务，即通过情绪识别和情绪调节来激发学习者

的积极情感等。

二是基于人机协同的教学“智慧型”支持服

务。元宇宙智能环境具有“外在之智”的特征，对

于教师与教学过程能实现“人性化”理解。首先，

在课前阶段，可根据教师需求提供智能化的教学设

计方案和配套资源，教师只需进行简便操作就能达

到修正优化的目标。其次，在课中阶段，可综合动

态分析学生个体与班级群体状况，提供科学的教学

决策与干预策略，并同教师一起完成“双师”协同

教学。第三，在课后阶段，可进行智能化的作业评

判，实现动态性作业反馈与综合分析，并且辅助教

师完成教学反思，助力其信息素养和专业技能提升。

三是基于流程再造的管理“一站式”支持服

务。元宇宙在线教育将建成统一的数据中台系统，

实现多模态数据的生态化共生，使各个管理子系统

的决策实施更加科学化、智能化。首先，全面提升

单个管理服务事项成效，应尽量压缩办理环节，开

展个性化办理服务，并且跟踪事项办理的全过程。

其次，智能整合多个管理关联事项，应实现底层智

能联通，根据某一事项变更情况动态更新关联事项

数据，并且对办理路径给以智能引导。最后，根据

管理事项变更及技术发展情况，对管理事项实施流

程进行动态优化，并对关联事项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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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宇宙在线教育认证机制

在线教育认证的发展正在提高线上学习的含金

量，正如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所言，“未

来将可以用一纸文凭记录在不同机构中的正式、非

正式学习经历，以及具体的学习数据和获得的能

力。”（Hoffman，2016）元宇宙在线教育将在原有认证

体系基础上，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技

术，形成在线教育认证新生态。元宇宙在线教育认

证机制重构了教育新生态的发展之基，将从宏观上

使全社会再次共享教育发展红利，中观上优化公共

教育资源配置，微观上实现人人充分发展的全纳教

育。从个体发展的视角，其主要涵盖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基于“身份认证”实现个体社会存在。

学习者在元宇宙中拥有唯一的身份标识，这一身

份标识在建构的初始阶段需要合理映射现实身

份，既要反映现实身份的主体层面，便于与现实

身份衔接，又要体现虚拟身份的再造性，预留发

展空间。此外，学习者基于自身发展的“身份”

参与到更加契合的“学习圈”，进行富有成效的正

式与非正式学习，可以显著提升在线知识学习的效

果（Iriberri et al.，2009），此时，学习者不仅有外在

体验的存在之实，又有内在认同的存在之感。

二是基于“成长认证”实现个体社会发展。学

习者在元宇宙中经历教育成长，元宇宙则能忠实记

录学习者的学习历程，并进行社会化转化。一方

面，元宇宙能终身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轨迹，并进行

分门别类的动态整理分析，而且与学习者唯一配属

实现确权。另一方面，学习者的学习数据可全过程

追溯，有效保护学习者的学习成果和知识产权。此

外，构建成果认证体系有助于对学习者的正式与非

正式学习成果进行认证，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实现与

现实认证的有效衔接或互认。

三是基于“标准认证”实现个体社会建构。元

宇宙不仅只在提供环境，而且还直接指向教育目标

的达成，且能实现有机的社会性运转，真正赋能构

建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一方面，需要建立元

宇宙在线教育内部各子系统的关联标准，使各子系

统能够互通有无，形成相互融合的发展生态。另一

方面，应制定在线教育与元宇宙社会其他系统间的

关联标准，使在线教育成果及时为社会发展赋能。

此外，应共同面对真实社会和未来元宇宙社会，形

成面向未来公民的真实与虚拟的内在平衡标准，重

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好在线教

育在两个社会协同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调和作用。

六、基于元宇宙的在线教育未来布局

元宇宙正在对在线教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

我们正身处其中并将经历这一变化。视觉沉浸技术

将超越数学推理和科学实验的认知局限，发展成为

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第三类基本方法。元宇宙聚合

了人类外化智能的各个技术领域，代表了视觉沉浸

发展的高阶形态。元宇宙对在线教育的重塑是突破

性的，将成为智能时代教育转段升级的创新奇点。

基于元宇宙的在线教育发展具有前瞻性和紧迫性，

需要超前布局，可重点关注以下探索：

1.加快推进新基建：构筑元宇宙在线教育的发

展基础

新基建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效能的基础和关

键，我国教育新基建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 年，

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

型基础设施体系”（教育部等六部门，2021）。教育新

基建的主要方向涵盖信息网络、数字资源、平台体

系、可信安全、创新应用和智慧校园等，具有泛

联、智能、融合、韧性、绿色、生态和治理等特征
（祝智庭等，2021）。基于元宇宙的在线教育新基建需

要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布局：首先，示范引领，优

先在智慧教育示范区进行试点建设，并且进行典型

案例实践示范，形成引领发展的建设效应。其次，

研发推进，充分发挥产、学、研的协同效能，集中

高校工程中心及企业研发优势，打造多元的元宇宙

在线教育产品。第三，政策保障，制定推动教育新

基建发展的系列政策文件，并引导在在线教育领域

先试先行。

2.建构研究新框架：形成元宇宙在线教育的发

展动能

元宇宙对在线教育的塑造是系统性的，不仅体

现在智能环境的构建、表现形态的创新以及运作流

程的再造，更为根本的是推动理论框架的创新。理

论框架的创新将会促进元宇宙在线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首先，研究新型的学习理论，广泛吸取行为主

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和联通主义等学习理论的

研究成果，研究以具身认知为内核的境脉学习新理

论，聚焦学习者的内部变化过程。其次，研究新型

的教学理论，探索“以教为中心”“以学为中心”

和“主导—主体”理论在元宇宙中的实现形式，不

断尝试具身空间创新教学理论建构。第三，创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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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推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转型，注

重对学习者全过程学习行为数据、生物性数据的科

学治理，开展多模态整合研究和基于证据的教育科

学研究。第四，树立人才发展新观念，即培养适应

新时代的智慧型人才。

3.探索伦理新观念：厘清元宇宙在线教育的发

展逻辑

教育伦理具有发展的永恒性，又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元宇宙中的人以多元表征的形式存在，既

可以是全息影像，也可以是化身，还可以是具有外

化特征的智能“虚拟人”。因此，元宇宙在线教育

环境中的伦理问题可以归结为：人与物、人与

“人”、人与“虚拟我”、“虚拟人”与“虚拟人”

的关系问题。具体来看，从环境智能的视角涵盖：

一是涉及数据伦理问题，因此要做到数据采集全

面、透明，数据存储安全、可控，数据应用确权、

科学；二是关于算法伦理问题，人工智能需要科学

介入、准确介入和有效介入。从人与“人”关系伦

理的视角涵盖：一是教师与“虚拟人”协同问题，

即教师需要合理利用虚拟智能，不能过度依赖“虚

拟人”而丧失主体地位；二是学习者本我与“虚拟

我”的角色更替问题，即需要学习者正确看待、开

放悦纳与有效驾驭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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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Virtual Reality to Metaverse: A New Direc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LIU Geping, WANG Xing, GAO Nan, HU Hanlin

Abstract: The Metaverse whose essence is an online digital space paralleling to the real world represents the
latest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immersion technology, and it is becoming a practical field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f metaverse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including desktop virtual reality,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extended reality and Metaverse. Beyond the
barrier of time and space separation, the Metaverse will reshape the new form of time and space“coexistence”of
online education and generate a Metaverse intelligent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technical
architecture, the intelligent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volves 5G/6G network environment, resource production,
big data processing,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and interactive interface, includes structur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system structure, contains
composite resources, intelligent tools, image activities, whole person evaluation, precision teaching, specific
learning, learning partners and teaching groups in terms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emphasizes the promotion of
learners’deep understanding of wisdom in term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Metaverse will deeply reshape the
curriculum resources, teaching methods,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and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of online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e Metaverse will become an innovative singular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online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vance the layout of Metaverse online education
by accelerating new infrastructure to build it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onstructing a new research framework to
form kinetic energy for development, and exploring new ethical concepts to clarify its development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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