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学习动态分组的研究进展与思考
———基于国际文献的系统综述

钟柏昌　黄水艳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摘要］　作为现代学习方式，合作学习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与应用。传统合作学习以静态分组为主，然
而学习者的学习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小组构成应考虑学习者状态进行动态分组，否则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与

旁观者效应、角色固化、负面的小组思维效应和合作倦怠等问题。鉴于国内相关研究较少，为了解动态分组研究

的国际进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关键词检索和滚雪球方式在国际权威数据库检索英文文献，获得１９９１
２０２０年发表的２１篇代表性学术论文作为综述样本。通过对样本文献的归类分析，本研究发现有关动态分组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三种学习环境：传统学习环境、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环境和移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环境。

基于文献综述结果，本研究建议后续研究可以从夯实动态分组理论基础，突破动态分组的关键技术、探索动态分

组的新角度等方面寻找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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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引入合作学习以来，国内相
关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有诸多问题有待研

究，尤其是新技术的使用和教学环境的变化，为合作

学习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发展机遇。本文讨论的动态

分组即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主题。一般认为，合作学

习以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系统地利用教学动态因

素之间的互动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进而共同实现教

学目标的教学活动（王坦，２００２）。合作学习的影响
因素众多，如学习目标、互动模式、小组规模、小组数

量和分组策略等，其中分组策略至关重要。传统合

作学习除随机分组外，还习惯根据学习者个人特征

（如学习成绩、思维风格、性别等）进行同质分组或

者异质分组。无论何种标准分组，传统合作学习的

小组成员一般维持不变，即所谓静态分组。

然而，学习者的学习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研

究表明，静态分组可能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如：１）搭
便车现象与旁观者效应，即团队成员缺乏责任意识，

坐享其他成员的劳动果实。当其他成员意识到有同

伴搭便车时，也会降低自身参与度，导致整个团队都

对小组任务持观望态度（Ｐｕｕｒｔｉｎｅｎ＆ Ｍａｐｐｅｓ，
２００９）；２）角色固化，指因任务分工固定而导致团队
成员持续做同一类任务或工作（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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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负面的小组思维效应，指小组成员有时会保留其
反对意见，特别是该小组已达成了共识（Ｋｕｈｌｅｎ，
２００５）；４）合作倦怠，指在学习过程中与相同的伙伴
合作可能会让学习者感到无聊（Ｃｈｅｎ，２０２０）。

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小组的构成，较少关注小

组合作学习的动态变化，即缺少探究时间维度对小

组合作学习的影响（Ｃｒｏｎ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Ｇｏｏｄｍａｎ＆
Ｄａｂｂｉｓｈ，２０１１；Ｒｏｅ，２００８）。正如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的批评，静态分组忽略了小组条件随时间的
变化，如小组成员之间的异质性水平以及相处融洽

度的变化。因此，小组构成必须进行不间断的检查，

必要时应加以调整。研究发现，采用动态分组（如

互动协作小组、机遇性协作）可以显著增加小组的

集体认知责任和学习收获，弥补静态分组的不足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所谓动态
分组指在合作学习中重组小组成员以实现预定的教

育目标（Ｚｕｒｉ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奥克利等（Ｏａｋｌｅｙ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认为重组学习小组主要是为了解散功能
失调的小组以重新组建更有效的小组。阿伦森

（Ａｒｏｎｓｏｎ，１９７８）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对于
学习较差的小组成员，动态分组有助于重建小组学

习。斯琴等（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也认为动态分组极
具研究价值，并希望揭示小组创建的机制及其动态

变化的原因（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遗憾的是，这些研
究散见于国际期刊中，国内文献极少。为此，本文拟

聚焦动态分组相关研究，开展系统的国际文献综述，

探究动态分组的研究进展、不足和发展趋势，为国内

研究者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分类

为确保样本的质量和代表性，文献来源主要为

国际权威数据库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由于合作
学习和协作学习经常混用，笔者在 ＷＯＳ中分别以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等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限定年份为
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共获得６０６０篇论文，最
终确定两条入选标准：１）以动态分组为研究对象或
研究方法；２）聚焦教育教学领域，保留了十篇有效
文献。检索策略及其形成的样本代表性是确保综述

研究有效的关键 （Ｋｉｔｃｈｅｎｈ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基于
此，本文在关键词检索的基础上又采用滚雪球方法，

即通过检索论文的参考文献和引文以获得更多有效

论文（Ｗｏｈｌｉｎ，２０１４；Ｘｉａ＆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８）。截至
２０２０年５月底，由综合关键词检索和滚雪球方法获
得的有效文献样本 ２１篇，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１年 ３
月—２０２０年１月，其中，ＳＳＣＩ／ＳＣＩ学术期刊论文１５
篇，ＥＩ检索的会议论文六篇，均为高质量文献，具有
较好的代表性。

本文首先对文献归类，从学习环境角度，将文

献分为三类，分别为传统学习环境、计算机支持的合

作学习环境和移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ＣＳＣＬ）
环境的动态分组（见表一），籍此开展分析和讨论。

三、传统学习环境的动态分组研究

研究者在传统学习环境先后开发了小组成绩分

工法、小组游戏竞赛法、切块拼接法、共学式、小组调

查法和合作辩论等合作学习实施策略（曾琦，

２００２）。其中，小组游戏竞赛法和切块拼接法（Ｊｉｇ
ｓａｗ）具有代表性。

小组游戏竞赛法指学习者每周在教师讲授和小

组活动后解散原小组，重新以学习成绩相当的三人

为一组开展竞赛。每个竞赛小组的优胜者都为其所

在小组赢得相同分数，成绩优异的小组还可以获得

奖励（Ｓｔｅｖｅ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该方法形式活泼，体现
了公平、合作和竞争原则。切块拼接法主要有四个

流程：１）了解总任务，分配子任务。初始分组后，学
习者先了解总任务，然后分配子任务；２）“专家组”
学习与测试。不同小组的同一子任务的学习者随机

组成“专家组”，充分讨论相应的子任务直至熟练掌

握；３）原小组传授知识。学习者返回原小组，轮流
向组员分享所学内容直至成员掌握总任务；４）原小
组测试，以检验学习者个人学习状况和小组互助学

习状况（Ｋｏｕｓａ，２０１５；Ｗｅｉｄｍａｎ＆Ｂｉｓｈｏｐ，２００９）。
切块拼接法力求通过学习任务的交流互助形成和谐

的同伴关系，促进学习者有效信息的流动。

整体而言，小组游戏竞赛法和切块拼接法既有

区别又有共同点。首先两者分组状态方面一致，皆

经历小组创建、解散和重组的过程，是较具代表性的

动态分组方法。在分组标准、触发条件和调整频次

方面两者又各具特色。例如，在分组标准方面，小组

游戏竞赛法以学习成绩为分组标准，切块拼接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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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合作学习文献分类

类别 作者和时间 文章名称 文献来源

传统学习环境的动
态分组研究

（Ｓｔｅｖｅ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ｎｍａｉｎｉｄｅ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Ｋｏｕｓａ，２０１５） Ｊｉｇｓａｗ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 ２０１５ＩＥＥ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计算机支持的合作
学习环境的动态分
组研究

（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ｅｖｏｌｖｅｄｆｒｏ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５ｔｈ ＡＳＥＥ／ＩＥＥ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ｇｒａｐｈｆ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ｓｆｏｒ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６ｔｈ ＡＳＥＥ／ＩＥＥ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ｓ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７ｔｈ ＡＳＥＥ／ＩＥＥ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Ｄｅｓｉｇｎｓ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ｕ，２０１０）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
ｄ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ｎｃｏｄ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ｇｒａｐｈｔｏ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ａｓ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ｐａｉ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ｆ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ｒｂａ ＆ Ｂｉｅｌｉｋｏｖａ，
２０１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

（Ｓ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ｔｅａｍｍａ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Ｕｂｉ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Ｆｉｘｅ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
ＣＳＣ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
ｐｏｒｔｅ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Ｚ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ｙｎａｍ
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ｈｉ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ｐｅ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ｕ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ａｎｉｔｅｍ
ｂａｎｋｂａｓｅ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移动计算机支持的
合作学习环境的动
态分组研究

（Ｚｕｒｉ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ｉ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ｈａｎｄｈｅｌｄ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Ｂｏｔｉｃ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ｅ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ｍａ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
ｔｅ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ａ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Ｇｒｏｕｐ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ｃｏｌｌａｂ
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
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
ｃｉｅｔｙ

学习任务为分组标准，其合理性依赖于教师的专业

判断。在触发条件和调整频次方面，小组游戏竞赛

法每周固定调整一次，切块拼接法按照小组成员的

学习状态动态调整。在传统学习环境下，动态分组

的分组标准、触发条件和调整频次为未来厘清动态

分组的基本规律提供了参考。然而，随着技术的发

展，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动态

分组法面临挑战，技术环境下的方法改良和创新不

可避免。

四、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动态分组研究

许多研究指出，如果没有计算机的支持，教师难

以为每个学习者找到合适的小组 （Ｈｕｂ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０）。斯尔巴和比利科娃（Ｓｒｂａ＆ Ｂｉｅｌｉｋｏｖａ，

·７８·

钟柏昌，黄水艳．合作学习动态分组的研究进展与思考———基于国际文献的系统综述 ＯＥＲ．２０２１，２７（４）



２０１４）认为计算机支持的小组形成方法优于传统方
法，因为它们能综合问卷、Ｗｉｋｉ或博客等信息考虑
学习者的特征。为此，一些研究尝试提出基于计算

机支持的合作学习的算法、框架、技术和平台等，促

进学习小组的动态形成。从技术角度看，已有研究

可分为基于知识论坛（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ｏｒｕｍ）的动态分组
和基于分组算法的动态分组两大类。

（一）基于知识论坛的动态分组

基于在线论坛的小组学习非常多见，但就动态

分组而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建构领域对知

识论坛的应用。知识论坛是专门为支持知识建构和

创新而设计的网络平台。作为知识建构环境，知识

论坛能够支持各类组织的知识探究、信息搜索以及

对思想的创造性加工等 （Ｓｃａｒｄａｍａｌ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知识论坛的核心是多媒体知识空间，它可以组成不

同的视窗（ｖｉｅｗ），每个视窗关注一个探究主题
（Ｓｃａｒｄａｍａｌｉａ，２００４）。查茨克尔（Ｃｈａｔｚｋｅｌ，２００３）认
为，知识组织可以根据学习需求分组，并根据学习状

况重新调整小组成员和学习资源。研究表明，基于

知识论坛的动态分组主要关注互动协作小组（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ｎｇｓｍａｌｌｇｒｏｕｐ）和机遇性协作（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两种策略。

互动协作小组是小组协作的增强版，指在协作

过程中加入跨小组知识共享和交互。在知识论坛

中，小组之间不再相互隔绝，而是通过组间交互促进

小组内部的知识发展，从而促进知识传播，增进集体

知识（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机遇性协作指在知识论
坛中，学习者根据兴趣和学习需求随机选择合作者

（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其流程是：教师先设置探究活
动，学习者自由组成小组讨论探究问题；然后随着探

究目标的细化，学习者在知识论坛建立小组；在此期

间，学习者可以自行选择参与某个小组的讨论（金

慧等，２０１４）。由此可见，机遇性协作是一种灵活、
生成性和动态的设计（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与静态
分组不同，机遇性协作没有预先确定的讨论焦点或

时间安排（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其外部结构看似复
杂，但每个小组成员责任明确，反而提高了协作效

率、增强了研究兴趣（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格洛尔
（Ｇｌｏｏｒ，２００６）认为机遇性协作有助于激发思维和
交换思想。

研究者为了论证互动协作小组、机遇性协作相

对于传统静态分组的优劣，分别作了比较实验。张

等（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知识论坛采用不同的分组
策略（第一年为静态分组、第二年为互动协作小组、

第三年为机遇性协作）提高学习者对光学知识的集

体认知责任感。结果表明，灵活的机遇性协作可以

引起更高层次的集体认知责任和动态的知识进步；

且在参与模式、探究深度和知识理解深度方面，机遇

性协作优于互动协作小组，互动协作小组又优于静

态分组。斯琴等（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采用静态和机
遇性协作的混合分组方式（前八周为静态分组、后

八周为机遇性协作）研究小组内的协作活动，通过

组内交互、对话模式以及从对话中生成的知识演进

检验协作效果。结果再次证实，相对于静态分组，机

遇性协作更有助于提高集体认知责任感，产生更高

层次的问题和想法。然而，与张等（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结果不一致的是，斯琴等（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发现学习者较少使用元认知策略且小组较少交互；

在后八周中，小组成员的持续变化降低了小组成员

的归属感，导致他们对共同监管不够重视。

整体而言，知识论坛为学习者提供了公共知识

空间和话语工具，以促进学习者对知识建设的集体

责任（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李等（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认
为知识论坛为学习者提供了开放的讨论空间，方便

学习者共享信息、交换想法。区别于传统学习环境，

知识论坛实现了从教师主导且预定的对话过程转变

为学习者围绕知识建构进行自组织的分布式对话

（Ｓｃａｒｄａｍａｌ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由上述研究可知，从互
动协作小组到机遇性协作，学习者的协作自由度逐

渐提高。从分组标准看，互动协作小组和机遇性协

作都强调学习者兴趣和生成性目标的重要性。从触

发条件看，两者均以学习者主导为主和教师引导为

辅。从调整频次看，由于生成性的目标不定，故两者

的调整频次也不确定。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开放式的知识空间，学习

者在合作过程中容易受到非小组内部成员的干扰，

难以探究小组内的交互方式和对话模式等 （张浚

?，２０１３）。为此，研究者尝试采用封闭的系统和相
关算法探究动态分组。

（二）基于分组算法的动态分组

高效的优化分组算法有助于解决分组的多目标

优化问题，常见的分组算法较多，但就动态分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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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相关研究集中在教学优化算法、成组技术、汉明

距离异构分组算法（Ｈａｍｍ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配对策略算法和遗传算法
（Ｍｏｒｅ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等的改良应用。
１．成组技术：关注小组协作反馈
在教育虚拟环境中（如 ＭＯＯＣ），协作学习正成

为学习成功的关键。学习者需要参加不断变化的短

期小组（通常少于一小时）的合作学习。这种动态

小组的学习者经常会遇到困难，尤其当小组成员的

学习特征无法互补时。尽管小组形成方法旨在解决

小组兼容性问题，但是大多数方法并未考虑动态小

组（Ｓｒｂａ＆Ｂｉｅｌｉｋｏｖａ，２０１４）。
研究者发现成组技术（ｇｒｏｕｐ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能解决

动态小组成员学习特征难以互补的问题。成组技术

是揭示和利用事物间的相似性，按照一定的准则分

类成组，同组事物采用同一方法处理以提高效益的

技术。其核心是成组工艺，它源于产品制造领域，主

要步骤为：先将零件按分类编码系统分类，其次制订

零件的分组加工工艺过程，接着分组设计生产工艺

装备，最后建造分组加工生产线（Ｓｒｂａ＆Ｂｉｅｌｉｋｏｖａ，
２０１４）。成组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Ｃｏｃｅａ＆Ｍａｇｏｕ
ｌａ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Ｐｏｌｌａｌ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ｇｕｓｔíｎＢｌａｓ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是利用学习者特征的相似性分组。
例如，斯尔巴和比利科娃（Ｓｒｂａ＆Ｂｉｅｌｉｋｏｖａ，２０１４）
提出了基于成组技术的新分组方法及其平台（Ｐｏｐ
Ｃｏｒｍ）来优化分组。作为具有实时协作功能的创新
学习环境，ＰｏｐＣｏｒｍ可以自动收集学习者信息。在
该平台开展在线协作学习时，该方法可以从小组协

作反馈中提取学习者的协作学习数据，计算学习者

特征（如协作特征和输入的人格特质）的比较值，计

算其相似度和相关系数，从而创建小组兼容性矩阵

并聚类，最后输出分组结果。小组完成任务后自动

解散，根据新的任务需求再采用该方法形成新的小

组。该方法可以及时反馈协作学习状况，实时创建

小组，并在迭代形成小组的过程中不断综合学习者

的典型协作特征并优化分类，实现更有效的协作方

式。实验表明，该方法以学习者协作特征迭代创建

小组，提高了小组协作学习的质量。

２．教学优化算法：避免“原点偏好”
教学优化算法（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ｐｔｉｍｉ

ｚａｔｉｏｎ，ＴＬＢＯ）是基于群体的启发式优化算法（Ｒ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优化过程包括教学阶段和学习阶段。
在教学阶段，学习者根据“班级教师”（该班级最优

学习者）和班级平均水平的差异调整教学；在学习

阶段，学习者会随机选取一名学习对象并根据彼此

的差异调整学习。相较于其他小组智能优化算法而

言，ＴＬＢＯ算法的参数少、算法简单、较易理解、求解
速度迅速、精度较高，且具有较好的收敛能力（Ｚｏ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然而，该算法在解决复杂实际问题
时易陷入“原点偏好”（有向原点附近搜索的倾向

性）的缺陷（平良川等，２０１８）。
针对此缺陷，研究者进行了改进并应用于教育

领域。例如，邹等（Ｚ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提出结合动态
分组策略的教学优化算法（ＤＧＳＴＬＢＯ），包括：首先，
根据学习者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将所有学习者分组（五人一组）；其次，在教学
阶段，为避免出现“原点偏好”，学习者根据“班级教

师”和小组内平均水平的差异调整学习；在学习阶

段，学习者在相应小组选用随机学习策略或量子行

为学习策略（ｑｕａｎｔｕｍｂｅｈａｖ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进行
学习（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增强算法的利用性和收敛
性能。然而，倘若小组结构不变，小组之间将不会交

换足够的信息，依然容易造成局部最优的情况。为

此，该方法采用动态分组策略更新“班级老师”和小

组结构，即学习者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后会重新分

组学习。通过模拟实验发现，动态分组策略使该算

法具有更好的分组质量和学习效果。

３．遗传算法：优化分组过程
在众多分组算法中，基于遗传算法的动态分组

研究成果丰富。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通过
模拟自然进化过程搜索最优解 （郑树泉，２０１９）。
运算过程一般包括六个步骤：１）初始群体的个体是
随机产生的；２）个体评价，即计算群体中每个个体
的适应度，用来判断群体中个体优劣程度；３）选择
运算，即从群体中选择优胜的个体，淘汰劣质个体；

４）交叉运算，即把两个父代个体的部分结构替换重
组生成新个体；５）变异运算，即将变异算子作用于
群体，修改个体的基因值；６）终止条件判断，即群体
经过选择、交叉、变异运算后将得到下一代群体，若

满足某种收敛指标，则以进化过程中所得到的具有

最大适应度的个体作为最优解输出，终止计算。

（王铁方，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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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启发式搜索算法相比，选择、交叉和变异

运算仅利用适应度大小作为运算指标随机操作，降

低了一般启发式算法在搜索过程中对人机交互的依

赖（马永杰等，２０１２）。
最初，研究者尚未发掘遗传算法应用于动态分

组研究的可能性，但也极力推动动态分组研究的发

展。例如，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以概念图学习诊
断系统为支撑设计动态分组框架，包括项目库、教

材、专家概念图以及评估概念图等模块。每个学习

阶段结束后，研究者先利用概念学习诊断系统的序

列概率比测试（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Ｔｅｓｔ，
ＳＰＲＴ）检定学习者对概念的学习状况（学习成功、学
习失败和学习不完全），籍此计算学习者知识结构

的分数，最后根据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互补计算小组

成员的最佳组合。分组实施后，研究还设计了“补

救—指令决策路径（Ｒｅｍｅｄｉ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ｐａｔｈ，ＲＩＤｐａｔｈ）”算法，即系统收集学习者学习失败
的知识点并生成补救学习材料，巩固学习薄弱点。

为减少全班分组次数并确保表现良好小组的学习状

态，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ａ）在该框架基础上
将学习过程分为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结束后进行小

组重组，并以重组阈值作为重组标准。若所有小组

的组内互补分数都高于重组阈值则不需要重组；若

组内互补分数低于重组阈值的小组多于一半则采取

完全重组；若组内互补分数低于重组阈值的小组不

足一半则采取部分重组。重组阈值可以由教师根据

所有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和教学计划灵活设置。结果

再次佐证，相对于静态分组的学生，采用该方法的学

生在学习和社交方面表现良好且知识结构较稳定。

然而，有关重组阈值的研究尚未达到较高的精准度，

难以依据不同课程给出具体数值。

由于上述动态框架仍无法精确指出知识结构的

差异以及分组标准单一等问题，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ｂ）对此作了优化：对序列概率比测试检定的不
完整学习概念进行学习成绩测试，以明确知识结构

的差异；以知识结构和思维风格为分组标准进行异

质分组。结果表明，相对于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ａ）的动态分组策略，该分组策略可以更有效地
提高学习成绩。此外，陈等（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在钟
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的基础上将思维风格作为分
组标准，证实了动态分组策略能提高学习者的学习

成就。吴（Ｗｕ，２０１０）则提出了两阶段的学习策略：
第一阶段为期中考试前，学习者自学简单概念后采

用序列概率比测试评估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如果学

习者被评估为学习失败，系统会收集这些失败的概

念并生成补救学习材料；第二阶段为期中考试后，采

用合作学习模式，以期中考试成绩进行初始分组；随

后在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的基础上增加人际关
系作为动态分组条件，经过三次动态分组优化小组

配置。结果显示，该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学

习成绩并增加学习者间的互动。

２０１０年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将
遗传算法应用于动态分组研究。例如，陈等（Ｃｈ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除了沿袭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ａ）的
做法，还将遗传算法作为动态分组的核心算法。遗

传算法将序列概率比测试评估的学习状况当作学习

者的学习基因，以知识互补性为适应度，经过选择、

交叉和变异等运算求出最优分组情况，并结合学习

阶段和重组阈值进行重组。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在其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遗传算法优化分
组过程，进一步论证了相比随机分组，该方法能改善

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表现和学习成绩。苏等（Ｓ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和施等（Ｓｈｉ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在钟等（Ｊｏ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的基础上除了增添人际关系为分组标
准外，还使用遗传算法优化分组结果，运算过程包括

四个阶段：首先，决定种群的个体数量及运行的世代

数量后，系统随机生成一个初始种群并开始进化；其

次，利用遗传算法和学习者的学习概念图生成具有

较高互补性的新群体；再次，将学习者的社会网络数

据输入遗传算法中，以生成更好的分组解决方案；最

后，当产生最大世代数时，算法终止，系统输出最佳

分组结果。该研究调整频率设定为两周一次。结果

表明，该方法改善了学习者的学习状态。

基于遗传算法的动态分组框架经过迭代改善

后，演变出了相对成熟的动态分组机制，包括：１）分
组标准，以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为主，尝试结合多种个

人特征（思维风格、人际关系等），从单一标准转变

为多维标准，进而提高动态分组标准的全面性；２）
触发条件，强调每个学习阶段结束后重组；３）调整
频次，教师根据教学概念和实验时长灵活设置学习

阶段的次数和时长，并根据重组阈值细化小组的调

整频次。相关研究也再度证实了动态分组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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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习者的学业成就。

４．配对策略算法：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伦尼和莫里森（Ｒｅｎｎｉ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３）认为

学习者的良好人际关系是合作学习的动力。配对策

略算法（ｐａｉ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主张两个有良好
关系的学习者为一组，彼此学习或模仿。该算法的

目的是通过分析人际关系为学习者找到最佳的合作

伙伴，促进全班的整体成就（Ｃ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为探究算法结合配对方式实现动态分组的具体

做法，研究者设计并开展了相应的教学实验。例如，

庄等（Ｃ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提出了基于配对策略算
法的分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１）友谊排名，通过社
会网络分析人际关系并进行友谊排序；２）学习成就
检测，以过去考试成绩为准；３）配对策略，对照组采
用随机配对，实验组结合友谊排名和过去的考试成

绩进行配对学习；４）评估，配对学习后进行测试，检
验学习情况和人际关系；５）重新配对，按照评估情
况重新配对，一般有三种情况：①班级平均成绩下
降，表明以前的分组不能提高成绩，需要重新检查社

会网络；②成绩优异者成绩下降，两人皆出现此情
况，意味着配对出现问题；③相对于上次班级整体成
绩，成绩显著下降，则需要重新分组。结果表明，与

随机分组相比，该方法可改进学习效果，同时使低成

就者找到更合适的合作者。然而，从评估效果看，三

种情况既有交叉且难以穷尽，还需重新探究配对

效果。

５．汉明距离异构分组算法：实现多维分组
还有一些算法虽也采取配对学习方式，但分组

标准却不一致。例如，黄等（Ｈ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
２０１３ｂ）提出了汉明距离异构分组算法：首先，将两
个知识水平异质性最高的学习者组成学习小组；接

着，依次将异质性第二高的两个学习者组成学习小

组；最后，将剩余的中等异质性的学习者两两分组。

该算法兼具同质和异质两种分组方式。以此为基

础，陈等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还增添了性别和认知风
格作为分组标准。随后，参考汉明距离异构分组算

法，陈等（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提出了新的动态分组算
法：首先，通过问卷获得学习者的认知风格和性别数

据；然后，每次调整学习小组时，通过系统测验计算

出学习者当前的知识水平；最后，根据认知风格、性

别、知识水平加权计算的结果分组。在调整频次方

面，依据奥苏贝尔有意义学习理论和课程内容特点，

研究者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可能在一周内发生变

化，故学习小组每周重组一次。研究表明，相对静态

分组，该方法更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合作能力（代

表学习者在合作过程中进行协调、讨论并最终与同

伴达成共识的努力水平），改善学习效果。

总之，算法的改良和创新应用丰富了动态分组

的研究，如基于成组技术的新分组方法改善了数据

输入情况，结合动态分组策略的教学优化算法改良

了本身的算法，基于遗传算法的动态分组发展完善

了系统框架，结合配对策略算法的分组方法改变了

小组合作学习方式，以及参考汉明距离异构分组算

法实现了多维标准的动态分组。

然而，上述五类算法的动态分组标准、触发条件

和调整频次各有不同。在分组标准方面，第一类研

究以学习者的协作特征为分组标准；第二类研究以

学习者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为分组标准；第三类研

究以知识结构为主，还尝试结合多种个人特征（思

维风格、人际关系等）；第四类研究强调人际关系和

学习成绩；第五类研究以知识水平、性别和认知风格

为分组标准。在触发条件和调整频次方面，第一类

研究以教师需求为判断条件，依赖教师对教学内容

的安排；第二类研究没有阐述明确的判断条件，只强

调小组结构变化的重要性，没有固定的调整周期；第

三类研究以学习阶段和重组阈值为依据灵活调整；

第四类研究没有详细说明触发条件和调整频次；第

五类研究严格按照周期执行分组调整，一般要求每

周调整一次。

五、移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

动态分组

　　随着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的提出以及无线通信
技术的迅速发展，移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成为

合作学习的新范例。在移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

中，分组标准不应只考虑学习者的个人特征 （年龄、

性别、技能、文化、宗教等），还应参考学习者学习行

为（交流、偏好、运动等）和动态的语境信息，因为大

部分移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活动发生在自然场

所（如花园、森林、博物馆等）（Ａｍａ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具有移动

性、独立性、适应性、连通性和上下文敏感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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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ａ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允许学习者随时随地参与高
水平的协作学习，学习者不再局限于计算机屏幕前

而能面对面地交流。有研究提出可以使用蓝牙、射

频识别、全球定位系统（Ｇ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和近距离
无线通信技术 （Ｌｅｅ＆Ｋｕｏ，２０１４）等无线通讯设备
协助动态分组。

例如，祖里塔等（Ｚｕｒｉ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介绍了小
学一年级学习者利用无线联网的手持设备寻找成员

合作学习的方法。前三天学习者随机分组，接下来

的１２天学习者每四天利用手持设备依次以学习成
就、偏好和社交性为标准寻找小组成员。研究表明，

小组的动态形成显著改善了学习者的学习和社交行

为（交流、互动、帮助、谈判等）的质量和数量。波奇

基等（Ｂｏｔｉｃ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要求学习者（８９岁）根据
手持设备的屏幕信息（不同的分数———数学的分数

概念），通过沟通、谈判和协调组成小组实现一个特

定目标（将手持设备的分数相加为１）。结果表明，
该方法促进了学习者的协作学习。上述两个研究证

实了手持设备的运用可以使协作活动更加自由，且

有助于学习者的社交行为。然而，两项实验对象皆

为低年级学习者，且学习活动皆为有趣的数字拼接

游戏，学习对象和内容的覆盖面较窄。

此外，阿玛拉等（Ａｍａ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通过对
１７８篇论文的元分析发现移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
学习研究存在不足。例如，大多数解决方案不允

许教师自定义分组过程，也难以自动捕获和评估

学习行为和上下文信息。为此，阿玛拉等（Ａｍａｒａ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提出了定制分组机制：允许教师自由
选择分组标准的类型、数量和权重；然后系统地结

合移动技术（ＧＰＳ、蓝牙、ＲＦＩＤ等）收集学习者的个
人特征、行为和动态的上下文语境信息，并通过算

法计算最优组合。经模拟评估发现，无论同质或

者异质分组，该方法对协作学习的有效性均比随

机分组高。

整体而言，人们基于移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

习环境采用不同的移动技术支持动态分组，而动态

分组的标准也随着移动技术的特性发生变化。分组

标准不仅涉及学习者的主观层面还结合客观因素

（如学习者行为和上下文语境信息等），以适应学习

者所处环境的变化。然而，目前研究主要借助移动

技术进行简单的动态分组，且大部分停留在理论框

架的设想层面，实证研究较缺乏。

六、总结与展望

传统合作学习的静态分组面临搭便车现象与旁

观者效应、角色固化、负面的小组思维效应和合作倦

怠等困境。为解决这一难题，研究者提出了动态分

组策略，以弥补静态分组的不足。本研究发现，动态

分组不仅具有多重教育价值，而且在具体操作层面，

采用动态分组的环境不同，具体表现也不一致，为未

来研究提供了不同角度的洞见和潜能。

（一）主要进展

之前研究专注于小组的构成，较少关注小组合作

学习的动态变化（Ｃｒｏｎ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Ｇｏｏｄｍａｎ＆
Ｄａｂｂｉｓｈ，２０１１；Ｒｏｅ，２００８）。动态分组研究所取得的
进展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一是动态分组的教育

价值，二是动态分组的操作方法（分组机制）。

１．动态分组的教育价值
相关研究结论显示，动态分组研究主要关注多

次改变小组结构对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影响，涉及学

业成就、合作能力和学习积极性等。

１）促进学习者的学业成就
在合作学习中，静态分组固定学习小组的结构，

忽略了小组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容易导致局部

最优。动态分组强调小组之间的交流互动，以促进

小组内部的知识发展，进而促进全班学习者的学业

成就。例如，张等（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和斯琴等
（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允许学习者在组间共享信息、交
换想法以解决问题，提高学习者更高水平的集体认

知责任和产生更高水平的问题和想法；钟等（Ｊ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２０１４）、陈等 （Ｃｈ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吴（Ｗｕ，２０１０）、苏等（Ｓ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和施
等（Ｓｈｉ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认为，相比静态分组，动态分
组可以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成绩。

２）改进学习者的合作能力
合作能力代表了学习者在合作过程中协调、讨

论并最终与同伴达成共识的努力水平。区别于静态

分组，动态分组可以让学习者迭代学习，总结合作学

习技巧，促进合作交流。例如，陈等（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发现，相比静态分组，每周调整小组成员更有
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合作能力；又如，庄等（Ｃｈｕ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发现优化分组算法可以帮助低成就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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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合适的合作者。除直接指向学习层面的合作能

力外，在动态分组过程中，学习者通过组间交流互

动，可锻炼其更具普适价值的合作能力———人际沟

通与交往能力。例如，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认
为，相对于静态分组的学习者，动态分组的学习者在

学习和社交方面表现良好；又如，祖里塔等（Ｚｕｒｉｔ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发现，小组的动态形成显著改善了学习
者的学习和社交行为（交流、互动、帮助、谈判等）的

质量和数量。

３）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如果学习者长期与相同的伙

伴合作，可能会感到无聊或者倦怠。动态分组鼓励学

习者与不同的小组成员交互学习，提高学习者的学习

积极性。例如，机遇性协作策略在明确个人责任的情

况下自然形成小组，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研究兴趣。

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通过课堂观察发现，相比静
态分组，动态分组的学习者参与小组讨论更积极主

动。研究者通过访谈还发现，静态小组的学习者期望

新的小组成员参与，以改善他们的学习结果。此外，

施等（Ｓｈｉ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发现，采用动态分组的方式
可以鼓励学习者更好地学习。

当然，动态分组也可能引发负面效应，如需要花

费师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张浚?，２０１３），且可能
增加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小组成员多次调整导致学

习者失去小组归属感或联系感（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２．动态分组机制
作为合作学习的下位概念，动态分组为合作学

习研究开拓了不同的分组机制。相对于静态分组，

动态分组除了重视分组标准外，还强调重组的触发

条件和调整频次。在具体操作层面，动态分组的环

境不同，具体表现也不一。

从分组标准看，动态分组在传统学习环境和计

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环境中均选取常用的学习者个

人特征作为依据，如学习成绩、学习能力、思考风格、

知识结构等；而其在移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环

境中还增添了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动态上下文语境

信息，甚至是个人健康等。此外，因传统学习环境缺

乏工具和数据支持，以单一的标准分组为主；而后两

者在计算机的支持下，提高了数据的处理速度，进而

从一维标准向多维标准分组演变。

从触发条件看，动态分组在传统学习环境中，触

发条件单一且主观，而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环

境中触发条件不仅多样，且使用多个触发条件时还

存在多种关系（如优先级等）的处理问题。例如，钟

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２０１４）、陈等（Ｃｈ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吴（Ｗｕ，２０１０）、苏等（Ｓ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和施等（Ｓｈｉ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认为，学习阶段为
一级触发条件，而重组阈值为二级触发条件；在移动

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环境中，触发条件也较为主

观，主要以教师要求为主。例如，祖里塔等（Ｚｕｒｉｔ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规定学习小组在一定时间内根据教师要
求进行重组。

从调整频次看，三种学习环境中小组调整主要

有两种表现：１）有序变化，遵循一定的规则调整小
组。例如，施等（Ｓｈｉ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两周调整一次；
又如，陈等（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每周调整一次；２）随
机变化，没有按照严格的规则进行调整，如基于知识

论坛的动态分组，主要按学习者的兴趣调整。

（二）存在不足

尽管动态分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但理论层

面和教学实践还存在不足，尤其是相关概念的廓清、

分组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范围的扩展，均有待开拓。

１．理论基础较为薄弱
在理论基础方面，除了陈等（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提及的奥苏贝尔有意义学习理论以及张等（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和斯琴等（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提及的
知识建构理论外，鲜有研究描述动态分组的理论基

础。动态分组是个复杂的过程，前期研究表明动态

分组的依据多元，如果缺少明确的理论基础做支撑，

则这些维度及其各自的重要性就缺乏“合法性”，从

而陷入经验主义陷阱。此外，如果没有理论基础的

指引，也就难以为动态分组设置合适的调整时机

（如重组阈值等触发条件）和频次，只凭教师主观判

断难免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２．技术研发零散，尚未成熟
在传统学习环境下，动态分组难以快速获取学

习者合作学习的状态数据。为解决这一难题，研究

者在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中尝试利用平台并结合

不同算法进行动态分组方法的改良和创新。例如，

陈等（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和钟等（Ｊ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借助嵌入序列概率比测试算法和遗传算法的概念学

习诊断系统快速评估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并优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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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又如，基于成组技术的新分组方法借助 ＰｏｐＣｏｒｍ
平台改善动态分组的输入情况等。然而，这些分组

算法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不利于普及推广，且缺少

通用的可由教师定制的分组平台。此外，关于小组

重组的时机，一些研究引入了重组阈值的概念，但从

操作层面看，依然缺少如何基于不同分组依据计算

重组阈值以及判定其合理性的算法或标准。另外，

小组成员多次调整可能导致学习者失去小组归属感

或联系感（Ｓ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这在高竞争性的合作
学习中可能带来负面效果。

３．实践应用的学段和学科分布不均，覆盖面窄
在教育实践层次，大部分研究以大学学习者为

实验对象且以电子线路、数学等理科课程开展教学

实验，而基于其他年龄层和学科的实证研究较零散。

在本文综述的２１篇动态分组文献中，面向小学阶段
的研究只有四例，如庄等（Ｃ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祖
里塔等（Ｚｕｒｉ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张等（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和波奇基等（Ｂｏｔｉｃ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暂时没有
面向初高中阶段的研究；学科方面，除大学理科课程

外，面向小学科学的仅一例，如张等（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面向小学数学学科的两例，如祖里塔等（Ｚｕｒ
ｉ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和波奇基等（Ｂｏｔｉｃ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简言之，动态分组的实证研究较缺乏，且教育层次不

均、学科覆盖面较窄。

整体而言，就国际范围看，现阶段的动态分组研

究依然较零散，处于初创阶段，尚未成熟，呈现出

“理论基础摸索，应用研究起步，研究体系松散”的

状态；就国内而言则基本属于空白，有待拓展。

（三）未来展望与建议

毋庸置疑，动态分组将成为未来合作学习乃至

学习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需要不同领域的研究者

深入研究。针对不足，笔者认为后续研究可以从多

个角度或方向深化，建议包括：

１．夯实理论基础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是动态分组的研究起点和

基础。概念界定方面，需要厘清静态分组和动态分组

的区别与联系，探讨动态分组的核心本质、要素等内

涵，以及特征和适用范围等外延，进而形成动态分组

的基本认知体系。理论基础方面，需要确认动态分组

之于合作学习的意义和价值，研究学习小组调整依据

和频次的科学基础等。例如，现有研究以奥苏贝尔有

意义学习理论为依据，认为学习者知识水平在一周时

间发生变化，故学习小组需要每周动态调整（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除此之外，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皮亚
杰认知发展理论、西蒙斯的联通主义，乃至脑科学与

学习科学的最新进展，均与动态分组有或明或暗的联

系，但显然缺少具体而充分的研究。

２．突破关键技术
动态分组的基本思想来源于计算机领域，研究

可以融合多学科的技术和算法，结合教育学、心理学

等基础理论，探索动态分组的基本规律，从而突破动

态分组的关键技术。

除了文中提及的分组算法，动态分组还可以尝

试借鉴静态分组的研究成果，如基于聚类和梯度选

择的网络协作学习分组算法（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ＫＭｅａｎｓＷｉｔｈ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ＧＳＤＢＫｍｅａｎｓ）、基于模糊 Ｃ均值算法（Ｆｕｚｚｙ
ＣＭｅａｎｓ，ＦＣＭ）和混合聚类的分组算法（罗凌等，
２０１７）和自编码神经网络（ＡｕｔｏＥｎｃｏｄｅｒ，ＡＥ）（陈甜
甜等，２０２１）等。以上算法结合动态分组的特性优
化改进，可以为未来动态分组的关键技术突破提供

新的思路。

３．探索动态分组新角度
目前，动态分组机制尚未完善，动态分组的实践

应用需要在不同的学段和学科中拓展丰富，应用案

例的积累和分享是目前关注的重点之一。动态分组

的影响因素众多，除了分组标准、触发条件和调整频

次外，还可以探究不同规模小组的动态分组。例如，

邹等（Ｚ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以五人为一组；小组游戏竞
赛法以三人为一组；此外，庄等（Ｃ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和陈等（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以两人为一组（异
质分组）开展配对学习。然而，钟等（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认为配对学习的有效开展，本质上要通过交
互交流寻找知识水平相当的同伴（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因此，从学习主体匹配的角度看，未来的研
究可以探究同质分组和异质分组对动态分组效果的

影响，以及不同规模条件下的动态分组学习效果；或

者探索动态分组与静态分组的混合式应用策略；也

可以研究不同主体（教师、学习者或系统）主导的动

态分组教学过程和效果。在学习环境方面，除了探

究本文提到的三种学习环境下的动态分组，还可以

探究混合学习环境下的动态分组。此外，现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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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仍在不断探究性别差异对静态分组的影

响，未来也可以探究性别差异对动态分组的影响。

总之，未来需要不断探索新的角度并开展严谨的教

学实验，在实践中获得更多的经验证据以支持和丰

富动态分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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