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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的协同虚拟地理教学环境，提出了一种协同虚拟地理教学环

境的框架模型，并使用Ｊａｖａ和Ｊａｖａ３Ｄ开发出原型系统。原型系统在以龙卷风为主题的协同虚拟教学中得到

实际应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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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协同学习环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ＥＬＥ）是基于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

技术，面向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分布式远程教育和

交流交互平台，目前已成为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

发展方向。许多国家和组织也纷纷投入力量开发

远程协同学习系统，目前已有许多原型系统被成

功地开发出来，如ＶＥＳ
［１］、ＶＲＬＥＡＲＮＥＲ

［２］等，并

在许多领域中进行了探索性的应用，如Ｏｋａｄａ
［３］

将其用于生物教育，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４］等将其用于医学

学习等。但将ＣＥＬＥ应用于地理教学的研究仍

较为鲜见。事实上，相比于其他学科，地理教学更

需要ＣＥＬＥ的帮助。地理教学的主要对象———

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５］，其内容涉

及多学科的知识，单个学生不大可能全部掌握，群

体学习是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地理教学重视的是

学生的体验，但地理环境非常广袤，时间、花费都

限制着教师不可能将学生带到所有的地理环境中

去，而虚拟现实技术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

样的问题。秦其明［６］描绘了未来虚拟现实用于地

理教学的美好前景，邱隆伟［７］从理论的角度分析

了虚拟现实技术用于地学类教学的可能性。但上

述探讨多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展望，尚未形

成真实可用的地理教学系统。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的推出和迅速发展，已经有学者

将其用于地理教学中［８］。但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并非

专门为教学设计，在实际教学中会遇到各种问题。

因此，本文将协同虚拟教学的理念引入地理教育，

分析协同虚拟地理教学环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ｒｔｕ

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ＶＧＥＥ）

的功能定位和技术实现，并希望通过原型系统的

实验，详细分析ＣＶＧＥＥ中协同方式的确定、教学

流程的设计、角色权限的分配、分布式教学和群体

学习以及虚拟和现实地理教学的异同等。

１　犆犞犌犈犈设计

１．１　系统需求分析

ＣＶＧＥＥ系统至少需要考虑４个方面的因

素。首先，ＣＶＧＥＥ应拥有接近现实的教学环境。

行为主义认为，外界及环境对个体有重要影响，一

个为师生所熟悉的丰富的三维教学场景将有助于

教与学的顺利进行。其次，ＣＶＧＥＥ应提供给参

与者以接近自然的实时交流交互手段。同现实的

交流类似，这种自然的交流交互手段应是多角度、

多层次的，包括以化身为基础的视觉、听觉、甚至

感情等，从而实现在三维虚拟教学环境中接近于

真实的面对面交流。再次，ＣＶＧＥＥ应提供多种

特殊的地理体验，尤其要利用虚拟现实的优势，提

供那些在现实地理教学中无法或很难实现的教学

方式，如任意地区地理环境、地理现象和过程的表

达和沉浸式体验等。最后，同其他协同教学环境

类似，ＣＶＧＥＥ是分布式的地理教学平台，以互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３月

网为基础，突破现实地理教学在时间、空间、参与

者上的局限，并实现充分的教学资源共享。

１．２　系统框架设计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设计出一种协同虚拟地

理教学的系统框架（图１）。系统框架分为数据

层、通讯层和表现层。数据层包括地理教学所需

的各种视频、音频、图像以及各种模拟数据；通讯

层是系统的核心，是一个Ｃ／Ｓ结构的协同虚拟环

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ＶＥ）系

统。通讯层主要是对数据层中的各种数据在各客

户端进行调度和分配，保证师生、生生之间顺利地

交流和讨论。数据层和通讯层的外在表现则是师

生之间协同开展的各种教学过程，组成了整个

ＣＶＧＥＥ系统。

图１　协同虚拟地理教学系统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ＶＧＥ

２　犆犞犌犈犈原型系统实现

２．１　服务器端的实现

本文选用Ｊａｖａ作为原型系统的开发语言。服

务器是整个协同虚拟地理教学系统的信息中枢，其

功能是将某客户端激发的协同信息向其他客户端

发送，维持所有客户端协同场景及内容的一致性。

服务器端部署了消息、文字、数据、视频、音频等５

种服务，每种服务都是一个多线程机制的ＪａｖａＳｅｒ

ｖｅｒＳｏｃｋｅｔ。其运行机制是，在特定端口监听并响应

客户端请求，启动新的服务线程，并在服务器端自

行注册；服务线程启动后将按照自身的规则主动

运行，响应客户端指令，传送特定数据；在客户端

中断连接时自行结束，并自动从服务器中注销。

所有的操作不需要额外的干预，具有Ａｇｅｎｔ（智能

体）的特征，系统称之为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ｇｅｎｔ。

２．２　客户端的实现

客户端是师生参与虚拟地理教学的交互接

口，使用Ｊａｖａ和Ｊａｖａ３Ｄ开发，是一个以三维场

景为主体的界面，三维场景以树状结构组织场景

数据，同时响应各种鼠标、键盘事件，以允许操作

者在三维场景中任意漫游，并对场景内容进行修

改。客户端同服务器的通讯连接以ＪａｖａＳｏｃｋｅｔ

建立。客户端所有可能引发协同的键盘、鼠标、菜

单事件如虚拟场景视点的改变、往虚拟场景中添

加物体、删除物体等操作均被自动捕获，并编码成

操作命令向服务器发送。

３　原型系统应用与分析

３．１　原型系统及实验描述

基于以上架构和设计，本文开发出了协同虚

拟地理教学的原型系统。该原型系统在北京前锋

学校的一次以龙卷风为主题的远程地理教学中进

行了实验（图２（ａ）为教师视点，图２（ｂ）为学生视

点）。实验中，教师在办公室、学生在教室中通过

互联网，以化身的形式进入虚拟教室，通过视频和

语音同其他参与者交流。实验中的所有教与学过

程均发生在一个虚拟的三维教学空间中：教学幻

灯片在黑板上展示，教学录像以投影的方式在投

影屏幕上循环播放。实验中还模拟了一次珠江口

（香港）遭受龙卷风的过程，下垫面是珠江口三维

电子沙盘，龙卷风使用粒子系统模拟。图２中，①

虚拟教室；② 遥感影像；③ 文本交流；④ 教室板

报；⑤ 学生化身和视频；⑥ 电子沙盘；⑦ 用户列

表；⑧ 教学录像；⑨ 教师化身和视频； 幻灯

片； 龙卷风过程模型。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图２　协同虚拟地理教学场景

Ｆｉｇ．２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ｏｆＣＶＧＥ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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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虚拟地理教学实验分析

３．２．１　虚拟教学方式

实验中运用了多种虚拟教学方式。这些教学

方式包括：① 继承传统教学方式的地理幻灯片、

地理录像、地理录音、地理图形／图像；② 超越传

统的虚拟教学方式，如虚拟地理环境（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ＶＧＥ）和虚拟地理过程

（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ＶＧＰ）的展示；③ 群

体学习方式，如整合视频、语音、形体的“虚拟人”

等。多种教学方式可以使参与ＣＶＧＥＥ教学的学

生从多种层次、多个角度获取地理知识，达到现实

地理教学中较难达到的效果。

３．２．２　ＶＧＥ和ＶＧＰ的表达和体验

ＣＶＧＥＥ不同于现实地理教学环境的一个重

要特点就是可以在虚拟教学空间中表达任意地区

的地理环境，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表达复杂的

地理过程。本次实验模拟了一场珠江口地区遭遇

龙卷风的过程。其中，珠江口的地形环境是

ＶＲＭＬ（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虚拟

现实建模语言）格式的电子沙盘，而龙卷风的形成

和发展以粒子系统模拟。

实验还特别注重了ＶＧＥ和ＶＧＰ的体验。学

生有两种体验方式，一种是外部模式，即学生置身

于ＶＧＥ和ＶＧＰ之外，以研究者的身份观察（图３

（ａ））；另 一种是体验模式，即学生可以 把 自

己的化身连同视点缩小到同ＶＧＥ和ＶＧＰ相当的

尺度，真立体视觉体验（如图３（ｂ）中的犃是学生），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实地理教学中的体验难题。

图３　ＶＧＥ和ＶＧＰ的体验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ｆｏｒＶＧＥａｎｄＶＧＰ

３．２．３　分布式教学和群体学习

建构主义提倡远程教学中的“平等理论”，即

完全依靠学生的主动性去学习。但实验发现，仅

靠学生尤其是自律性仍比较差的中学生的主动性

远不能实现远程虚拟地理教学的目的。因此，实

验仍采用了传统地理教学中的教师教和学生学的

策略，即学生是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利用各种

实时交互手段如视频、音频、文字等进行学习；同

时还可以在教师的授权下，向其他学生共享自己

的学习素材，并通过各种手段共享、交流自己的认

识，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和教学过程的组织，完成

分布式学习和群体学习。

３．２．４　ＣＶＧＥＥ同现实地理教学的比较

将协同虚拟地理教学系统同传统现实地理教

学相比较，得出其异同，见表１。

表１　虚拟地理教学与现实地理教学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ＶＧ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类型
参与者

教师 学生
教学场所 教学手段 教学资源 教学语言 师生关系 开放程度

现实地

理教学
通常为１人

多人，相对固定，

旁观者

空间固定，

时间聚集

传统教学

手段

无法或很

难共享

传统地

理语言

不平等单向的教学

关系，被动学习

相对

封闭

协同虚拟

地理教学
１人或多人

更多人／群体，

动态，参与者

空间分布

时间自由

多种体验式互动

教学，寓教于乐

参与者软硬件

均可共享

虚拟地

理环境

平等多向的交往

关系，主动学习

开放，

可扩展

４　结　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ＣＶＧＥＥ相对于现实地理教

学的特点，强调了协同虚拟地理教学注重沉浸式

体验和群体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协同

虚拟地理教学的原型系统。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关

注协同虚拟地理教学同现实地理教学的相似性问

题，协同虚拟地理教学对现实教学理论的发展和

影响问题，以及专门针对协同虚拟教学的虚拟教

学理论、虚拟学习理论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协同虚拟地理教学并非要取代现实地理教学，二

者本质上是一种“虚”、“实”互补的关系，因此，以

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虚

实结合”的协同虚拟地理教学模式。本文实现的

原型系统仍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提供更多的

协同方式，引入移动技术，发展移动虚拟地理教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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