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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关联并激发好奇心  

增强现实 (AR) 可以让学生和教师将各种信息、视觉元素和其他内容叠加到现实世界中，从而提供全新的情境并建立有效的关联，帮助学生增强学习效

果并加深理解。教师可以在现有课程中使用 AR app，将教室变成宇宙，让历史课像现实一样生动，让学生可以对日常事物深入探究，了解事物的构成

方式。 

想象一下，学生在数学课上围着 3D 形状和图形走动，或者在科学课上移

动 iPad 来直观地观察虚拟青蛙的各种系统。想象一下，在语言艺术课上，

学生将自创画作和照片置于现实世界之中，以此来编织精彩的故事，为他

们的文字作品提供崭新的表现形式。在历史课上，博物馆中的古代文物栩

栩如生地直接展现在教室中，让学生可以围绕这些文物四处走动观察。  



增强现实的教学应用：课程创意   |   2018 年 11 月 3

强大的学习技术  

增强现实将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结合在一起。iPad 上的 AR 将数字对象和信息引入 app 内的环境，带领学生领略画面外的事物，让他们以截然不同的

全新方式与周围互动。  

 
AR app 是功能强大的学习工具，有助于提升学生在多个学科领域的参与度 

和学习积极性。教师借助 iPad 上的 AR 可以： 

•  通过实际操作和逼真的探索来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  直观地展现抽象概念并进行试验 

•  深入探究隐藏的层面和系统 

•  以全新的方式讲述故事 

•  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进行探索 

•  对全局和细节都一目了然 

•  与原本无法接触到的资源进行交互 

•  补充现有课程 

•  扩展项目并提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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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 AR 教学应用中使用 iPad 

iPad 为移动而生，能够打造轻松又自然的 AR 体验。它集成了许多先进技术，如加速度计、运动传感器、强大的摄像头和特别为增强现实技术而优

化的操作系统。凭借出色的视网膜显示屏和轻薄的设计，iPad 无疑是体验 AR 最合适的设备。 

iPad 上的增强现实将硬件和软件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强大的新方式，

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  

•  引人入胜的大显示屏提供了与 iOS 和 AR app 进行交互的理想视角。  

•  快速的处理能力和令人惊叹的图形引擎与先进的摄像头相结合，将虚

拟对象与现实世界联结在一起。 

•  内建传感器使 iPad 可以对移动做出快速流畅的响应。  

•  Apple Pencil 的压力感应和方向识别功能提升了 AR 交互的逼真精度。 

凭借所有这些特性，iPad 创造了完整的增强现实体验，这是在其他平台

上无法轻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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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创意：历史  
Civilisations AR 

Civilisations AR 由 BBC 精心打造，能够将历史文物逼真地呈现于课堂或学习

空间内。学生可以探索罗丹的雕塑作品、埃及石棺、罗塞塔石碑、古代战盔等

等。他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文物的实际尺寸，学习背景知识，并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亲身探索这些文物。 

探索 Civilisations AR app

试试看：选择一件古代文物，仔细观察，然后写一篇文章来介绍这件文物、它的物理特征和用途。

① 将地球仪浏览器放在靠近学生的平整表面上。浏览地球
仪，然后选择一个文物，例如罗塞塔石碑或唐代陶马。

② 在物体周围移动设备，观察物体的相对大小、纹理和细节。 ③ 轻点闪光灯，并通过互动元素进行深入了解。选择一两
个角度来拍摄照片，为你的观察作文增色添彩。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civilisations-ar/id1350792208?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civilisations-ar/id1350792208?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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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创意：数学  
测距仪 

“测距仪”是 iPhone 版和 iPad 版 iOS 12 自带的一款 app。它利用摄像头和 
AR 技术来测量你周围物体的长度或面积。“测距仪”会将测量点置于物体的边

缘，并且能够自动识别所选物体的形状。学生可以使用“测距仪”来估测物体的

尺寸和面积，以一种新颖、有趣的方式探索周围的环境。   

探索“测距仪”app

试试看：得出通常无法测量的物体的长度、高度或面积。 

① 收集一些矩形物体，例如便笺本或笔记本。轻点 (+)，
将测量点置于在物体的各个边角上。添加测量点时，
“测距仪”会显示各侧边的长度。 

 

②“测距仪”还可以检测矩形并快速给出相应尺寸。尝试
识别矩形，并让“测距仪”自动找到各物体的侧边并给
出尺寸。 

③ 轻点矩形，“测距仪”即会显示相应尺寸和表面面积。
估测你所收集的物体中哪个面积最大，并使用“测距仪”
验证你的估测。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measure/id1383426740?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measure/id1383426740?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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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创意：科学  
Froggipedia 

利用 Froggipedia，学生可以了解青蛙的生命周期，在 AR 中研究活青蛙，并借

助栩栩如生的青蛙来探索器官、系统以及中相关词汇。这种 AR 体验能够让学生

为解剖做好准备，但解剖对象只是一只栩栩如生的虚拟青蛙，而非真实的青蛙。

Froggipedia 是对传统文字和图表教学法的补充，能为各个年级提供不同的学习

方式。 

探索 Froggipedia app

试试看：探索青蛙的生物系统。

① 使用这款 app 的“AR Anatomy”(AR 解剖) 功能，将
青蛙放置在桌上或其他平整的表面上。使用左侧的滑
块，选择一个特定的系统来进行探索。

② 从不同角度探索这只青蛙。观察口咽腔的运动情形，或
查看骨骼的连接和构造情况。点选青蛙的特定部位可进
一步了解相关知识。

③ 拍摄屏幕快照，然后使用标记工具添加自己的标签，
或将该快照添加到科学日志中。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froggipedia/id1348306157?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froggipedia/id1348306157?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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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创意：科学  
WWF Free Rivers 

无论 AR 是应用于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研究，都可以通过逼真的模型来呈现事物的

全貌。Free Rivers 提供了互动的叙事体验，学生通过它可了解野生动植物、人类

和自然景观如何依赖于健康、流动的河流。学生可以建造和移除堤坝，了解其对

自然景观的影响。 

探索 WWF Free Rivers app

试试看：深入探究河流生态系统，了解河水与动物、植物和人类栖息地之间的相互作用，然后探索河水被截流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① 将地图放置在平整的表面上，并按照屏幕上显示的步骤，
探索河流流域、其生态系统，以及如何与之互动。

② 在熟悉这个环境之后，选取一个主题进行深入探索，例
如截流建坝对水流的影响，以及对下游动植物的影响。

③ 使用“Map”(地图) 模式，探索更多河流、动物、堤坝
以及河流生态系统。拍摄屏幕快照，并写下截流建坝对
生态系统的影响。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wwf-free-rivers/id1349935575?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wwf-free-rivers/id1349935575?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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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创意：数学  
GeoGebra Augmented Reality 

iPad 上的 AR 为学生开启了身临其境的体验，帮助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将数学可视化。

GeoGebra Augmented Reality 允许学生在他们创建的 3D 形状周围走动，从而进行数学探究。

学生可以借助周围的环境将数学更好地可视化，还可以自定义公式以进一步加深理解。 

探索 GeoGebra Augmented Reality app

试试看：使用 GeoGebra 引入 z 轴，帮助学生探索 
3D 形状和公式。

① 使用 z = x2 + y2 创建一个抛物面，然后将这个形状置于
桌上。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 

② 调整公式来改变这个抛物面的形状，并观察结果。 

③ 在校园里 (公共空间中或运动场上) 找一些抛物面形状，
然后调整公式，使所创建的抛物面与找到的实际形状一
致。拍摄屏幕快照，以展示每个公式与实际物体的匹配
情况。与他人分享并比较你所创建的形状和公式。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geogebra-augmented-reality/id1276964610?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geogebra-augmented-reality/id1276964610?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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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app 使用技巧 
借助 iPad 上的 AR app，相机将现实世界生动地呈现在屏幕上。下面介绍一些提示，

帮助你充分发挥 AR app 的功能：  

光线。AR 在均匀一致的光线下效果更佳。避免炫光和光照有限的区域。 

表面。具有各种颜色和纹理 (例如木纹) 的桌面以及表面有变化 (例如记号和手写文字) 
的墙壁非常适合营造 AR 效果，而且这些在学校也很常见。避免使用光滑反光的表面

或深色表面。 

运动。找到合适的运动平衡。移动 iPad 设备可以更好地了解场景。尝试将设备慢慢

地朝物体移动，并在物体周围移动设备，以在 AR app 内捕捉场景。 

屏幕录制。叙述和录制 AR 体验是帮助学生记录和创建项目的好方法。了解如何在 
iPad 上录制屏幕或拍摄屏幕快照。 

更新为 iOS 12。利用 ARKit 2 和 iOS 12，多位学生和教师可以一起探索某款 AR 
app，也可以同时体验多款 AR app。此外，你还可以存储 AR 体验，并在其他时间

继续体验。这些新功能让师生可以在 AR app 内相互协作、尽情创作。 

总结  
iPad 上的 AR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套新颖的教学工具和新的机遇。目前推出的各种 
AR app 让学生能够以强大的方式来探索和学习。而这仅仅只是开端，随着 AR app 在
数量、类型和功能上的扩展，运用 AR 和 iPad 所带来的各种 AR 体验和学习机会将

迎来蓬勃发展。无论你是想扩展现有课程还是打造新课程，都可以在各学科领域中整合 
AR app，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对课程的理解。 

资源  
增强现实 - 基于 iOS > 

Apple 学习工具 > 

更多 iOS 版 AR app >

https://www.apple.com/cn/ios/augmented-reality/
http://www.apple.com/cn/education/products
https://itunes.apple.com/cn/story/id1433052094
https://www.apple.com/cn/ios/augmented-reality/
http://www.apple.com/cn/education/products
https://itunes.apple.com/cn/story/id1433052094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7935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0289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7935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0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