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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6, Maker became a hot spo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kers and innovations, and Maker Education also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the renewal of people's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nd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it are also increasing. Virtual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stably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experiment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Maker Education can not only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Maker Educat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ker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cases of virtual experiment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ker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T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experiment in maker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maker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virtual experiment in maker education as well
as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examples are analyzed,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ir own ideas for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virtual experiments in the field of maker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es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model of Maker Education.
Keywords: Maker Education, Virtual Experiment Technology,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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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创客在2016年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世界各国对于创客、创新的发展尤为重视，而创客教育也随着前沿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人们教育理念的更新而迅速发展成熟,与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应用也日趋增多。虚拟实验技术近几年来
发展稳定并且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而将虚拟试验技术应用于创客教育，不仅能解决创客教育现存的问题，
而且对创客教育未来的发展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分析了近年来虚拟实验技术及创客教育发展的相关文献资
料和案例，以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作为出发点，从创客教育现存的问题、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应用原则以及应用实例等方面进行分析，最后提出自己对于虚拟实验的未来应用在创客教育领域的想法。因此，本文
的研究可对创客教育的未来发展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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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的关键在于创
新。21世纪，教育的本质已经由知识的积累转向创意创新
[1]。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创业和智创高潮的
到来，“创客”、“创客教育”、“创客空间”等词汇进入大众
视野，不管是美国、欧洲国家还是中国等亚洲各国，对创
客、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2016年6月18日，在第三
届白宫“创客嘉年华”上美国政府宣布：“创客国家计划”已
经调动政府、企业、教育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创客运
动和创客教育的发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
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和《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文件的通知中指出，支持学校开展创客教
育方面实践[2]。目前，无论是高校还是各地中小学都在大
力开展创客教育，社会上也出现很多创客公司，创客教育
也随着前沿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们教育理念的更新而迅
速发展成熟。创客教育的出现势必会对当前主流的传统教
育产生强烈的冲击，但这也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时代需
求。
而创客空间作为创客教育的主要承载形式，是创客聚
集、交流和协作创造的场所，也是学生培养创新能力、实
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的聚集地。因此创客空间必须具有
开放性、灵活性、动态性、交互性等特点。虽然目前世界
各国有很多的创客空间，很多高校、中小学也在进行创客
空间的建设，但更多的集中于实体创客空间的实现。创客
教育要想更大范围的得到普及和推广，虚拟空间的建设必
不可少，而虚拟实验技术恰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

2．
．绪论
2.1．
．研究背景
2.1.1．
．时代背景
在201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审议
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中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创新型
人才的匮乏，在未来10年，我国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为
教育改革的重点。[3]而传统教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暴
露出其自身的弊端，即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智力
因素轻非智力因素、重课业轻创造[4]。因此，改革现有的
教育模式及教育观念，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是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创客教育应运而生。将创客教育
引入学校教育，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创新实践能
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1.2．
．创客教育的发展需要
近年来，创客教育席卷全球。创客教育的教学模式以及
本身具有的创新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许多高
校、中小学甚至社会上的企业机构都纷纷启动了创客教育相
关的各种项目和计划。但创客教育作为传入中国的教育新模
式，其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比如创客空间的
构建、创客项目所需的各种设备、器材等资源都需要大量的

经费。并且很多学校、机构设立的创客空间开放使用的时间
有限，甚至有些只是形式，并不开放。像有些偏远地区，或
是资金不足的地区就无法正常开展创客教育相关活动，这些
对于创客教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阻碍。因此虚拟实验与创客
教育的结合将会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2.2．
．研究现状
虚拟实验目前主要应用于创客空间的建设。它能够为
创客爱好者提供真实实验和创客工作坊高度相似的功能
并且不受时空限制的低成本个性化学习环境。因此，虚拟
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潜力是巨大的。很多专家学者也
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于虚拟实验技术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潜力，王同聚
[5]认为一方面，虚拟实验能够营造出自主学习的环境，由
传统的“以教促学”的学习方式演变为学生通过新型信息
化环境和工具来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新型学习方式；另一方
面，虚拟实验给学生提供全新的教学工具，激发学生学习
新知识的兴趣，让学生在动手体验中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曽明星等[6]认为虚拟实验能够创设出虚拟化的实验代替
传统实验项目，实验效果甚至优于真实实验。创客教师可
在空间进行体验式教学场景设计，学生可进入虚拟空间实
时互动、感知和操作虚拟世界中的各种虚拟对象，将知识
内化镶嵌在虚拟现实的社会与物理境脉中，获得一种身临
其境的感受，并提出自己的创新想法。徐锦霞等[7]则认为
学习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易受到可视化信息、模拟实验
等启发。在有些MOOCs平台如Udacity及edX中均提供虚拟
环境，以便学习者直接进行虚拟实验，如电子线路实验或
程序运行环境实验等。王德宇[8]认为虚拟现实有利于学生
在与虚拟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理
解，同时整个交互过程中，易于对操作、行为进行采集和
分析。此外，还能够帮助学生提高探索问题、定义问题、
解决问题、交流沟通、团队合作等能力。而针对于创客教
育实际教学中的虚拟实验技术的应用，周利平[9]认为创客
教育的虚拟实验要能围绕创客课题的创新目标，提供充足
的创新创造素材，这是区别创客虚拟实验与普通虚拟实验
的关键所在。并且创客虚拟实验要支持多人协作，支持模
块化教学的特点，这是创客教育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综上所述，该领域分别针对虚拟实验技术和创客教育
的研究都有很多，而关于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的
研究却很少，仅有不足十篇文献。而且仅有的文献中都只
是把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作为一小部分提及，并
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分析。所以本文以此为出发
点，将研究分析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具体应用，包括
虚拟实验能够解决的创客教育遇到的问题，以及其应用于
创客教育的特点等。

3．
．相关概念的界定
3.1．
．创客教育
中国的创客教育起步比较晚，目前国内学术界祝智
庭、郑燕林、谢作如、杨现民等学者对创客教育的研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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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刻。荆玲玲[10]在总结以上学者对创客教育的研究得
出创客教育是以培育大众创客文化和培养创客素养为导
向的一种新的教育形态，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3D
打印技术、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融合为基础，以培养
创新型人才为目标，汲取体验教育、快乐教育、做中学、
大成智慧、DIY理念、项目学习法、STEAM 教育等先进
教育理念，并将创意、设计、实现、兴趣、团队、开放作
为整个创造过程的核心，借助各种工具，依托各种资源，
让学生将学习融于创造过程，进行基于创造的学习，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实现全人发展。
3.2．
．虚拟实验
虚拟实验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发展至今，已经经
历了由无到有、由雏形的平面实验发展到四维模拟实验的
过程。目前看来，虚拟实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
的更新与深化。本文认为虚拟实验是指利用多媒体技术、
增强现实技术、仿真技术等信息技术在计算机上模拟进行
实物实验中的各操作环节，实验者可以像在真实的实验环
境中一样完成各种实验项目，所取得的实验效果等价于甚
至优于在真实环境中所取得的效果。虚拟实验建立在一个
虚拟的实验环境(平台仿真)之上，而注重的是实验操作的
交互性和实验结果的仿真性。虚拟实验有交互性、虚拟性、
安全性、开放性的特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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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创客教育沦为中小学的“面子工程
创客教育沦为中小学的 面子工程”
面子工程
目前创客教育极其火爆。中国自2014年起陆续出现很
多创客公司，各大高校也纷纷启动了一系列与创客教育相
关的项目或计划，中小学也将创客教育引进校园，建设创
客空间，参加各种创客创新大赛等等。开展创客教育似乎
成为一种潮流，但真正实现常态化的学校并不多，甚至在
一些所谓的创客教育示范校里，也只是新建了几间新型教
室，费尽心思打磨几节观摩课，等活动结束后就把创客教
育抛于脑后[14]。相关的场所、设备、资源也不会让学生
使用。有些学校甚至把科技大赛获奖多少当做创客教育的
成果，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只是为了推出个别特长生
为学校争得荣誉。创客教育似乎沦为各大学校追逐政绩的
工具，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下去，那么创客教育无法普
及，其本身具有的价值也就不会改善当前的教育现状，创
客教育终将会消失。
4.1.3．
．创客空间封闭落伍，
创客空间封闭落伍，开放性有限

创客教育自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的实际教育教学发
展现状相结合，在为中国的教育注入新鲜活力的同时，也
在兴起与快速发展中逐渐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
如资源不足、师资缺乏、教学设计模式有待开发、校内创
客空间建设有待完善等[12]。而虚拟实验技术的一些特点
和优势恰好能够解决创客教育在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本文
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总结得出一下四个最主要的问题。

中国的学校关于创客教育的实施，虽然有一些知名学
校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创客空间
[15]，但其他大多数是在已有的图书馆、实验室、科研活
动中心等场所和设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因此学校所能提
供给学生用于创客教育的资源有限，很多设备也比较老
旧，器材落后，校方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配置配套的物资
资源。这会导致学生的创意、想法因为资源不足而无法实
践检验，长期下去会消磨学生的创新热情，降低学生的创
造意愿[10]，不利于创客教育的开展。
此外，部分学校的创客空间并不是长期开放，而是有
固定的开放时间，甚至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暂时开放一
次。这可能会与学生正常的上课时间冲突，而空闲时间又
无法进入创客空间学习和实践。大部分学校在寒暑假是不
会对外开放的，这会使师生、生生之间分享创意、合作学
习的机会大大减少。其次，很多学校只是对本校的师生开
放，对校外人士拒绝开放，把创客空间当做是校内资源，
这大大阻碍了学校师生与社会上的创客群体交流，也违背
了创客空间的共享理念。

4.1.1．
．教师的创客教育意识浅薄

4.1.4．
．创客教学过程中忽略学科间的联系

创客教育虽然是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教育方式，但其
背后有着丰富的教育理念，包括杜威的“做中学”理念、项
目学习法、建构主义[13]、跨学科融合理念等。
而现在的主流教育形式还是传统教育，创客教育还没
有达到极高的认可度，并且目前从事创客教育的老师也都
是传统教育出身，在进行创客教学课程设计上还是沿用传
统教育的教学模式、评价方式、测试和思路，即大量的传
授相关课程知识，让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以考试或者测
试的形式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而对于学生是否能够灵活
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实践并没有作为教学重点，这与创客教
育强调的“做中学”严重相悖。而各个学校的老师本身对于
创客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入，也缺乏相关的创客教育实践，
因此没有主动积极参与创客教育的意识与行动，这大大阻
碍了创客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多学科融合是创客教育的支撑理念之一。在创客教学
项目中，一般不会只涉及某一学科的知识，而是多个学科
的复杂问题。学习者需要在一个项目实践中综合运用多种
学科知识，解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就需要创客教学团
队的老师也要懂得各个学科的知识。而现在很多学校把创
客教育等同于信息技术，甚至有些学校直接让信息技术老
师负责创客课程的教学，而其他学科的老师更是认为创客
教育与他们无关。大多数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也只是传授
单一的学科知识，甚至根本没有跨学科相融合的意识，只
是浅显的把创客教育归于某一种前沿的技术应用，新潮的
硬件开发。这将不利于创客教育的发展。

4．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4.1．
．创客教育现存的问题与瓶颈

4.2．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特点
从虚拟实验技术近年来在教育教学上的广泛应用可
以看出，虚拟实验技术十分符合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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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虚拟实验若与创客教育相结合，则会很好的解决上
述创客教育在中国教育实际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

4.3．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设计原则
应用设计原则
4.3.1．
．虚实结合、
虚实结合、互相补充、
互相补充、能实不虚

4.2.1．
．互动性，
互动性，以学生为中心
在虚拟实验平台上，学习者可用鼠标拖动、点击实验
器材进行实验探究，实现人机交互，可以观察到交互之后
的结果——实验数据与实验现象[14]。除此之外，在虚拟
实验平台上，所有的用户均可互动交流，包括教师、学生
以及社会上的创客。这种人机互动和人人互动正是虚拟实
验应用于创客教育的主要特点之一。
而创客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在虚拟实
验平台上，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在互相交流、学习。学
生不再只是“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学习的“中
心”[8]；教师不再只是传授知识，也会在项目中学到新知
识，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教师创
客教育意识的树立和加强。
4.2.2．
．共享性
虚拟实验平台上的实验器材、专业设备等实验所需资
源可供多个学习者同时使用，不受时空限制，不仅如此虚
拟实验平台可提供给学习者大量的相关学科的资源，供学
习者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也不会在找资料上
面花费过多的时间。虚拟实验的“共享性”可实现学校的创
客教育的常态化，使所有学生均可自如的参与到创客过程
中。
4.2.3．
．开放性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应用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具
有开放性，可以让学习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创意进行实验
的设计与实现探究，不受时空、地点、年龄等条件的限制。
而且现在全国各地支持创客教育的资金、资源、师资力量
条件不尽相同，而虚拟实验就可以打破这些条件的限制实
现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创客爱好者的交流互动。
4.2.4．
．跨学科知识整合
在创客教育的实践教学中，教师大多数只以某一学科
为主，其他学科知识甚至不会涉及。而虚拟实验将会在平
台上提供给学习者多学科的学习资源，并且在实验的过程
中也会涉及到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这将让学生在项目
的完成过程中综合学习各学科的知识并掌握。虚拟实验的
跨学科知识整合的特点正契合了创客教育中的多学科综
合的教育理念，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应本着“虚实结合、相
互补充、能实不虚”的原则，实现真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
完成的教学功能。在涉及高危或极端的环境，不可及或不
可逆的操作，高成本、高消耗、大型或综合训练等情况时，
提供可靠、安全和经济的实验项目[16]。
4.3.2．
．支持“按需学习
支持 按需学习”
按需学习
创客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其面对的人群是社
会上的所有学习群体，不单单是在校学生。因此，创客教
育中的虚拟实验必须要满足所有人的学习需求，为不同类
型的学习者提供适时、适地、适当的学习服务，实现无缝
化按需学习[15]。
4.3.3．
．创新性
创客教育旨在创新，因此创客虚拟实验也应具备创新
性的应用原则，这是区别于普通虚拟实验的关键。创客教
育中的虚拟实验应给参与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创新素材，满
足他们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的创新需求，实现自己的创意想
象，提升自身的创新创造能力。
4.3.4．
．支持多人协作
创客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学习者的团队协作
能力，因此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应采用多人协作的模
式，多人合作完成实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与成员的沟
通交流中提高自己。这也是创客教育区别于传统教育的人
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所在。
4.4．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教学模式
创客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因此，创客教育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做中学”的教学理
念。而虚拟实验的出现，则会消除创客教育教学中的客观
限制因素。因此，本文将创客教育与虚拟实验相结合，总
结得出虚拟实验应用于创客教育的应用教学模式（见图
1）。在该教学模式中，除了“创设情境，确认主题”是在
线下老师与学生面对面进行之外，其余的教学环节均可在
虚拟实验平台上进行，也可线上线下同时进行。

图1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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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设情境，确认主题：教师利用网络空间上的
视频、动画、案例等交互性的媒体资源创设问题情境[17]，
并确认项目相关主题，提供给学生相关的学习资源。
（2）小组讨论，创意构想：学生分小组进行问题讨
论，构思创意，可在虚拟实验平台上进行讨论，也可线下
进行。
（3）实验设计：小组内根据本组的课题及创新点进
行项目框架的搭建，并完成相关实验设计。
（4）小组分工，作品创作：小组成员在虚拟实验平
台上分工进行作品的创作。
（5）发布分享：小组将本组作品上传至虚拟实验平
台的分享讨论区，并进行简要介绍，老师及学生进行自评
与互评。
（6）评价反思，改进完善：结合平台上老师的意见
以及同学之间的互评结果汇总反馈，对自己小组的作品进
行改进和完善，形成改进方案并返回第（3）步分工实施。
4.5．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优势
4.5.1．
．经济、
经济、方便
虚拟实验不仅能够提供给学习者创客实体空间的功
能，而且在虚拟实验平台上还能够实现所有人员的无阻碍
交流，不需要购买硬件材料、设备，也不需要特定场所供
师生交流实践，师生可不受时空限制，按照自己的时间安
排在虚拟实验平台进行创客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
创客教育的运行成本，有利于创客教育更快速度的普及发
展。
4.5.2．
．学习效果优于实体教学
在真实实验中，学生只能按照老师讲解的步骤一步一
步的完成才能达到实验的效果，并且在实验过程中每一个
步骤呈现的效果都是一成不变的。而虚拟实验在进行过程
中，学生可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实验过程中的任意一个条
件来观察最终实验呈现的结果。而且虚拟实验是利用先进
的计算机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来创建虚拟实验环境，是
对现实世界的虚拟，不仅要模拟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现
象，还要虚拟现实世界难以达到的理想状态[14]。因此，
在创客教育中采用虚拟实验会使学习者的学习体验达到
最佳，学习效果也比实体教学更显著。
4.5.3．
．安全性能高
在创客教育教学实验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就是安全问
题。而创客教育强调跨学科融合，学生在解决一个问题的
过程中必然会接触到不同学科的知识，有些知识在真实情
况下由于实验的安全隐患导致学生只能通过图文或者视
频来了解。而虚拟实验在创客教学过程中就可以排除掉这
些安全隐患，让学生亲身学习实践。虚拟实验的研发提升
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改善了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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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实例
虚拟实验技术正以不可估量的速度发展，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工作、学习。近年来，3D打印、移动学习、虚拟
实验等技术愈来愈多的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中。业界把
2017年称为“VR创客教育”元年，虚拟现实如何与创客教
育融合也成为了2018新型信息化教育的重点发展方向
[19]。
中国也有一些团队注意到虚拟实验技术可以解决创
客教育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付诸于实践，比如云幻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团队的创新教学产品—AR物理仿
真实验室[20]。云幻科教AR物理仿真实验室综合应用AI
和AR技术，通过3D建模虚拟再现真实的实验场景，借助
先进的体感交互设备Kinect识别操作者的手势，与画面中
虚拟的实验器材进行互动[20]，这使得学生对一些实体高
危险性实验的操作和完成成为可能，从而有利于学生对于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AR物理仿真实验室解决方案
整合常规教室与实验室，搭建校园创客空间与教学空间，
为学生探索与实践提供优质的实验器材，虚拟实验产生的
数据与真实实验器材产生的数据相同[20]。学生们将头脑
中的想法利用虚拟实验探究形成系统的、可执行的方案，
使得学生可以将自己的创意想法付诸实践，增强学生的创
新意识，提供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不仅如此，学生在实
践探究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从中习得广泛的经
验、技能、知识等。AR物理仿真实验室正是通过虚拟实
验相关技术应用于创客教育，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基于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推进
创客教育发展。
而在高校的课程中也引入虚拟实验技术，让学生在完
成项目、任务的过程中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能力。比如湖北
大学2015 级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通信
工程和通信工程专业三个班级的学生参与完成电子线路
PSpice仿真课程[21]。该系列课程中包括利用虚拟仿真
PSpice软件完成高频微弱声音监测实验和利用虚拟仿真
Protel软件完成图像采集与处理实验。在这两个利用虚拟
实验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学生对于元件选取、参数设置、
元件连接等实验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
尝试，并对产生的功能效果进行比对，在反复的修改、思
考、实践中对课程内容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21]。而在图
像采集与处理的过程中，小组成员分工利用虚拟仿真软件
完成自己负责的模块，最终再合成在一起。在实践过程中
利用虚拟实验软件，每个成员都在互相交流协作，共同完
成实验项目，同时也很好的掌握了相关的理论知识。

6．
．虚拟实验应用于创客教育的价值
虚拟实验应用于创客教育的价值
6.1．
．极大的满足学习者的创新需求
创客教育是创客运动与教育的结合，旨在用项目的方
式来让学生进行创新实践。而由于实体的创客空间、所用
到的设备、材料在实践过程中会存在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及

397

殷可欣，王楠：虚拟实验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探索

一些客观限制，因此学生的很多创意、想法在真实的实践
过程中无法得到实现，这将会逐渐降低学生的积极性。而
虚拟实验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虚拟实验空间中，学生
无需考虑安全性等客观限制，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
实验探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摸索，解决问题，实现自
己的创新。因此，虚拟实验能极大的满足学习者的创造热
情和创新想法，从而能够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
能力。
6.2．
．扩宽了创客教育的普及范围
中国各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达地区无
论是软硬件配置、创客空间的建设专业化程度都非常高，
创客教育的研发团队也有很多；而经济落后或者偏远地
区，学生的基础教育都无法保证，对于创客教育更是无力
支持。而虚拟实验应用于创客教育，将会极大的解决这一
问题，有利于缓解创客教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扩大
优质资源的分享范围，让全国各地的创客们平等的享受所
有优质的教育资源，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创意、想法。这
对于创客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虚拟实验将会实现创客教育的更
多功能的替代，学生不只是只能在虚拟实验平台上做已知
的实验任务，而是真正能借助虚拟实验，不用考虑安全性、
经济性等一切限制因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探索，实现
自己的想法，解决问题，进而完成项目。虚拟实验技术将
会更加注重于当代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对创新意识的
认知、对自主学习的培养、对新事物的探索的能力。虚拟
实验技术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在当今社会网络世界中有
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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