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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研究院大事件回顾

2018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与创新设计学术周

iSTEM Camp 2018

《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编制工作启动

平谷区教育发展专项规划专家研讨会

1 月 3 日，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秘书长宋慰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柳冠中、美

国斯坦福大学 ME310 项目专家 Eric Byler 等专家和学者出席学术周开幕式并发表精彩演讲。活动首日吸引

了 200 余位国内外参会代表，单位时段在线参会人员 2000 多人次。

1 月 24-28 日，活动整合了“可汗数学、编程教育、科学活动、科技体验”四方面的课程，吸引了来自北

师大附属实验小学 20 多名学生的积极参加，为进一步在全国试验区校开展此类活动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为了推动雄安新区建设，教育部科技司委托黄院长承担“教育部科学事业费重大项目”《雄安新区智慧教

育规划》的编制工作，将全面规划雄安新区教育布局，推进雄安新区教育现代化，促进京津冀教育创新协

同发展。

2 月 10 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北师大相关研究机构

领导专家，就《北京市城市总规划（2016 年 -2035 年）》

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平谷区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1 月

3 月

2 月

第三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2018 年第一期智慧教育网络研讨会

黄院长赴法国巴黎参加 2018 移动学习周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海丝分论坛

3 月 18 日，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德克萨斯大学校长 Neal J.Smatresk、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潘云鹤、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等中美教育科技界的知名专家领导出席大会。大会发

布《2018 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报告》, 同时举办了智慧学习环境国际会议和智慧教育展览。

来自研究机构、学校和企业的 8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3 月 20-25 日，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克罗地亚等 13 个国家的 17 位教育、设计、人文、科技及商业

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开放教育资源在职业教育中的创新应用”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受众覆盖俄罗斯、

日本、韩国、罗马尼亚、马达加斯加、东帝汶、阿尔及利亚等国家。

3 月 26-30 日，黄院长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参加 2018 移动学习周，介绍了我国信息技术的新课标

及教育信息化 2.0 的理念。

4 月 23 日，网龙承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海丝分

论坛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福建省副省长李德金

主持论坛，刘院长围绕“数字教育”与“数字海丝”发表

了专题演讲 , 并达成两项重要合作。

4 月
“创新设计方法论”系列培训课程

4 月至 5 月，“创新设计方法论”系列培训课程成功举办，

分别在研究院、雄安新区明珠小学和雄安容城县举办相关

的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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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ME310 Global 课程在美国斯坦
福大学圆满结束

2018 年第二期智慧教育网络研讨会

联席院长赴印度出席第十八届 IEEE 高级学
习技术国际会议

刘德建院长一行访问塞尔维亚

人工智能与教育学术沙龙

6 月 7 日，由网龙公司赞助、北京师范大学与斯坦福大学

组成的学习小组，在斯坦福大学 D-School 安排的一系列

ME310 Global 课程 EXPE 上，展示了以“未来教室”为主

题的设计作品“Teamo”，获得了 Larry Leifer 教授的认可

和各国设计爱好者的欢迎。

6 月 27-29 日，来自芬兰、美国、加拿大等 6 个国家的 10

位教育、设计、人文、科技及商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开

放教育资源能力建设” 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吸引了

近 10 个国家的 200 余位参会者，受众覆盖美国、加拿大、

印度、苏丹、芬兰等国家。

7 月 9 日，黄荣怀院长任本届大会主席，刘德建院长受邀

做主旨报告。两位联席院长一行与印度理工大学孟买分校

（IITB）校长、知名教授团队、印度知名科学家、印度教育

公司会面，洽谈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合作。

7 月 14-19 日，刘院长一行出访塞尔维亚，与塞方创新和技

术发展部部长 Nenad Popovic 进行亲切会见，参观访问了

贝尔格莱德大学、诺维萨德大学等多所机构。刘院长一行与

塞方创新和技术发展部部长 Nenad Popovic 进行亲切会

见，并与诺维萨德大学教授 Lalic 进行学术交流。

7 月 18 日，沙龙围绕“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展开对

话，特邀图灵奖获得者、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John E. 

Hopcroft 作了题为“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主旨报告。

7 月

“教育信息化合作伙伴”项目合作备忘录 
 正式签署

联席院长一行赴美交流访问

雄安新区教育发展论坛

黄院长一行参加伦敦学习节暨第十九届国
际教育人工智能大会

5 月 29 日，中国 - 中东欧高校联合会第五次会议期间，诺

维萨德大学校长 Dušan Nikoli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

宇及网龙网络有限公司 CEO 熊立共同签署了“教育信息化

合作伙伴项目”合作备忘录。

5 月 15 日，两位联席院长赴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 (UNT) 进

行访问，并出席网龙公司在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投建的

网龙数字研究中心成立发布会。

5 月 30 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教育部科技

司信息化处副处长任昌山等 200 余位相关专家共同探讨雄

安新区教育发展。黄院长作了主题为“关于智慧教育创新示

范区的思考”的演讲。

6 月 27 日 -7 月 1 日，黄院长一行赴英国参加 2018 伦敦学

习节暨 19 届国际教育人工智能大会。访问期间，先后前往

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进行了学术交流访问。

5 月

6 月

黄院长出席 2018 教育媒体国际会议和都江堰国际论坛

8 月 8 月 16-18 日，黄院长出访韩国，参加于忠北大学举办的 2018 教育媒体国际会议，再度应邀在会议上作了

题为 A New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主题报告。

8 月 30 日，黄院长出席 2018 都江堰国际论坛。作了题为“从信息社会的‘数字化’到‘数字化生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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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认知负荷理论大会

“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验室”揭幕

2018 年第三期智慧教育网络研讨会

智能技术支持学习环境及应用学术沙龙

“设计与学习”高校联合课程

9 月 4 日，国内外教育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领域优秀人才

汇聚一堂，围绕智慧学习环境下的认知负荷问题展开了深

入探讨。

9 月 14 日，该实验室由智慧学习研究院和百度教育联合建

立”。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傅首清，雄县

县长杨跃峰，研究院院长黄荣怀，百度公司副总裁赵承等

领导、嘉宾，以及白洋淀高级中学的师生参加了活动。

9 月 25-28 日，来自美国、英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俄罗斯及中国的 12 位教育、人文、医学领域的专

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应当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观众覆盖美国、

英国、俄罗斯、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南非、乌克兰、蒙古。

9 月 1 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育系副主任 Thomas Dana 教授、傅丹灵（Fu Danling）教授，互联网教

育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郑勤华教授，以及张跃博士分别作了报告。

研究院联合九大知名高校（华东师大、华中师大、陕西师大、

西南师大、西北师大、徐州师大、杭州师大、西北民族大

学 、东北师大）开设了设计与学习课程，课程共有 50 名

硕士研究生报名参与学习。

9 月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国际论坛

第三届设计、计算与创新思维培养论坛

STEM 教学研究与创新研讨会

2018 年第四期智慧教育网络研讨会

北师大“一带一路”冬季研修

10 月 18 日，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前沿

问题，讨论信息技术对未来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来自教育

信息化领域和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的全球专家学者和企业

界代表 2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12 月 9 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柳冠中、陕西师范大

学教授胡卫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嘉、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教授熊璋、网龙高级副总裁林琛等专家和学者分别作了

主题报告。在 Panal 环节，高校和企业代表与参会嘉宾和

300 多位现场观众进行主题分享和深入交流。

12 月 13 日，近百位来自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和

企业的专家学者和京津冀地区的教研员、骨干教师、信息

中心主任等参加了会议，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智慧

学习研究院黄荣怀院长、Apple 大中国区教育部黄文峰总

经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与会专家还就“STEM 教育”相

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11 月 26-30 日，来自中国、荷兰、美国、突尼斯、爱沙尼亚、哥伦比亚、瑞典、蒙古、波兰、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南非、印度等 12 个国家的 15 位专家围绕“互联网 + 教育”的教学资源等话题分别进行了精彩

的线上演讲。

12 月 10 -15 日，研修活动聚焦“中国未来教育：创新、设

计与科技”。来自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俄罗斯、

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国等“一带一路”国家的 20 名学

员积极参加了项目培训、参观体验和校际交流活动。

10月

11月

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国内外机器人教育研
讨会

11 月 7 日，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中小学机器人教师代表和

企业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中小学机器人教育的现状、存在

问题以及展望。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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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学习研究院副院长 曾海军

“第三届设计、计算与创新思维培养”论坛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12 月 8-10 日，面向全国，覆盖

各级院校的聚焦教育信息化的展会—

2018 国际智慧教育展览会在北京国

家会议中心举办。“第三届设计计算

与创新思维培养论坛”作为大会的分

论坛之一，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智

慧学习研究院承办、网龙华渔教育和

雅森国际协办。论坛延续往届传统，

汇聚众多学者、一线优秀教师和教研

员、优秀企业代表，从不同视角分享

设计、计算和创新三大思维培养的理

念和案例。同时还就国务院“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后的人工智

能教育等热点问题展开研讨。高校和

企业代表与参会嘉宾和 300 多位现场

观众进行主题分享和深入交流。“设

计、计算与创新思维培养论坛”自

2016 年开始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

三届，该论坛旨在探索三大思维培养

的理念与实践发展，已成为全国教育

信息化领域具有学术性、思想性、引

领性的品牌论坛。

导   读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专题

Panel 环节

“设计思维与创新思维”专题

《设计——再‘格式化’的思维方法》

 在现代社会，设计需要颠覆性的创新，设计是一 

 个博弈的思维方式。 

《基础教育阶段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及应用》

 结合教育技术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证明，    

 可以通过培养和干预来加强学生的创新素质。

《设计方法论 2.0——设计的工具化应用与人才
  培养》

“设计方法论 2.0”与高校中的设计教育的结合，

  开设“设计方法论”课程，训练学生的设计思维。   

论坛特设 Panal 环节，来自教学一线的教研员、教育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围绕“创客和 STEAM 中的设计思维培养”“计算思

维与人工智能”等议题，与参会嘉宾和观众进行分享和讨论。

 《开创未来的核心能力——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不是学习枯燥的代码，而是数理逻辑思维、创新意识、批判精神等优秀的  

  思维品质的培养，是成就未来精英，时代佼佼者的必修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嘉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柳冠中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胡卫平

网龙高级副总裁 林琛

《普通高中信息技术新课标中的计算思维》

 解读了普通高中信息技术新课标中的计算思维，明确了信息素养的四个维度：信息  

 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以及信息社会责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熊璋

《人大附中的人工智能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探索》

 介绍人大附中通过构建旨在培育智能素养的 AI+STEAM 跨学科综合、分层多维多元

 课程体系，将智能素养渗透到日常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 周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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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是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的分论坛之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前沿问题，讨论信息技术

对未来教育的革命性影响。

10 月 18 日， 来自教育信息化领域和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的全球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 200 多人参加了会议。围绕 “5G 与远程

教学交互系统”“知识图谱与科学教育” 等 7 大主题展开讨论，探索如何大力引进智能技术，倡导智慧教育，加速教育系统变革，

全面提升现代化人才培养质量。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国际论坛”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北师大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期待与政府、科研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

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教育的不断融合，破解教育难题，促进教育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周作宇

中国是全球较早认识到人工智能对教育发展重要性的国家，我们应积极应对新技术

浪潮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努力构建‘互联网 +’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教育

服务新模式和教育治理新模式。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处副秘书长 沈雪松

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的高端形态，新技术的出现对智慧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

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教育资源；二是智能化的教学工具；三

是新型学习环境。

论坛联席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主任 黄荣怀

加强教育科学基础研究，促进智能教育的创新发展。教育科学基础研究已成为新的

关注点，教育界和科学界应协同工作，共同推动教育变革。

论坛联席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

局长 郑永和

中国和美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发展，希望未来两国能够共同促进

全球智能技术的发展。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全球研究总监 Anthony Marshall

与会代表还就区域互联网与教育、智慧学习环境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了充分地研讨，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副教授

Nikola Zivlak、北师大教育学部副教授卢宇等参加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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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冬季研修
在北京“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框架内，研究院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至 15 日组织以“聚焦中国未来教育：创新、

设计与科技”为主题的 2018 北师大“一带一路”冬季研修项目。来自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俄罗斯、巴基斯坦、越南、

孟加拉国等“一带一路”国家的 20 名教育研究者及从业者、媒体人和设计师参与了项目培训、参观体验和校际交流。核心培训

课程为“互联网 +”时代的设计方法论，户外探访则覆盖百度教育、启智特殊教育学校、黄庄职业高中、国家图书馆、好未来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人文科教单位。本项目不仅切实增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层次人才间的了

解互信，更从民间文化交往层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良好基础，堪称“一带一路”建设优秀案例。

STEM 教学研究与创新研讨会
2018 年 12 月 13 日，近百位来自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和京津冀地区的教研员、骨干教师、信

息中心主任等参加了会议。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做了题为《实现“双创”目标的根本途径——创立中国特色创客教

育体系》的学术报告，何教授认为我国应从创新人才必须具有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三方面素质着手，去

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创客教育体系，使其成为创新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黄院长做了题为《信息技术新课标与科技创新教育实验

室建设》的报告，黄教授认为，信息社会责任、信息意识、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计算思维四个方面是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重

要方面。Apple 大中国区教育部黄文峰总经理做了题为《运用科技提升教学效果》的报告，他提到，要开发优秀的工具和课程帮

助教师达成使命，激发每一名学生的创造潜能。

2018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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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四期“智慧教育”网络研讨会

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国内外机器人教育研讨会

11 月 26-30 日，研究院成功举办了 “智慧教育”网络研讨会，为全球教育、设计、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交流平台。

来自中国、荷兰、美国、突尼斯、爱沙尼亚、哥伦比亚、瑞典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南非、印度等 12 个国

家的 15 位专家分别进行了精彩的线上演讲，话题覆盖“互联网 + 教育”的教学资源、教学模式、学习思维、学习分析、教学史

及发展前景等。近 200 多位听众参与了线上收听及问答环节，并在此活动中交流分享了经验与见解，获得了诸多启发。

11 月 7 日，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中小学机器人教师代表和企业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中小学机器人教育的现状、存在

问题以及展望。中国电子学会人才发展与科普部主任、

南京师范大学钟柏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方海光教授、北京师

范大学傅骞副教授、来自澳大利亚 ERC 机器人学校的唐鹏威校

长分别进行了主题分享。人大附中的周龙平副校长、徐乾老师、

北京景山学校的毛澄洁老师、吴俊杰老师、北京二中的高凯老师、

北京四中的王晓丽主任、以及来自北师大附中的吴士坤主任和

北师大二附中的罗明勇老师将他们在机器人教育领域数年的积

累、经验以及成果与大家做了分享。

《2019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研讨会
11 月 14 日，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邀请了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的代表围绕白皮书框架、教育机器人概念、

关键技术和产品测评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针对 2019 年全球教育机器人白皮书研究工作，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

林教授、图灵机器人联合创始人杨钊先生、乐高教育胡展总监提出重要观点。北京理工大学陆际联教授、清华大学陶霖密副教授、

北京大学谢广明教授、中科院自动化所刘希未教授和优必选王爽博士围绕如何理解教育机器人的议题展开研讨。

2018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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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领导和专家访问研究院创新设计专家研讨会

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讨会

11 月 13 日和 11 月 30 日，研究院举办了两次组委会专家讨论会，具体讨论 2019 年 1 月“智慧学习 ∙ 设计教育学术周”

筹备事宜。参会嘉宾来自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院、中国科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市教委等单位的设计、传媒、教育等领域。

经过研讨，会议最终就学术周的主题和表现形式达成一致，为活动顺利举办打好坚实基础。

11 月 15 日，研究院举办“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讨会，来自教育技术、外语学习、一线教师、企业等相关领

域的嘉宾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融合与应用的主题进行分享讨论，

探讨现存的外语教师发音、学生外语学习环境、兴趣、语言认知规律等问题，讨论信息技术下的语义识别、大数据分析、虚拟教师、

社群学习等的外语教学新路径。

重要活动 合作交流2018年・冬季刊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访问团参访
2018 年 10 月 22 日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参访
2018 年 11 月 8 日

丰台区副区长及区教委相关领导参访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广西师范大学教师团队参访
2018 年 11 月 6 日

芬兰教育技术公司参访
2018 年 11 月 8 日

国际教育学院网络 (INEI) 学术访问团参访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北京市科委领导参访
2018 年 11 月 26 日

澳门化地玛圣母女子学校参访
201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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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项目组与庆阳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中小学智慧课

堂教学观摩研讨会”，庆阳市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

学者、青岛市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及项目校的负责人和优秀教师等百余位参

加了会议。研讨会就“智慧校园建设的推进与实施”“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融合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庆阳智慧校园建设项目

王永忠 供稿

研究院项目动态

2018 年

2018 年 11 月 21 日 , 斯坦福大学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兼 ME310 课程

导师 Mark Cutkosky 教授和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未来教

育中心蒋里主任受邀举办讲座，北师大与合作院校师生、“一带一路”国家

在华留学生参与听讲。年智英老师介绍了研究院“设计与学习”课程；两位

斯坦福专家梳理了设计思维的理论和应用路径，分享了 ME310 课程经验；

帕罗奥多中学 Pamela Cutkosky 女士和中美比较教育学者唐女士也参与了

交流。

2018 年 10 月，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Bojan Lalic 副教授、贝尔格莱德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Danimir 

Mandic 教授一行先后来访研究院，就项目合作事宜进一步沟通交流。访问

期间，贝尔格莱德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还与北师大教育学部签订合作协议，并

访问网龙公司。

“设计与学习”课程迎来斯坦福大学专家讲座

中东欧未来教育联合虚拟实验室项目

第四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项目

2018 年 10 月 23-27 日，受美国教育技术协会（AECT）邀请，项目

组参加其“Learning for ALL”国际年会，并与该协会执行长 Phillip 

Harris、现任主席 Eugene G. Kowch 以及数位前任和继任主席举行会谈，

共同就“智能技术如何促进教育变革”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此次会谈为第

四届中美大会的筹备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和专家资源。

董志成  供稿

张定文  供稿

张定文  供稿

2018 年 10 月，受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委托，为其提供学校未来规

划建设方案。目前，项目组已完成学校初步调研工作，获取了相关

数据，并设计了以“智慧教育引领，助力未来发展”为主题的未来学校规

划草案。

《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编制项目通过系列调研、

比较研究，以及专家团队对项目内容的多次讨论和科

学性把关，已完成《雄安新区教育发展规划研究》（征求意

见稿）及相关研究报告，建设雄安新区智慧教育专题研究数

据库，起草了项目总结报告。

10 月 6 日、13 日，11 月 4 日， 项 目 组 以 zoom

会议形式邀请我国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 120 名测

评人员参与产品测评。 10 月 22 日、11 月 16 日，项目组

邀请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少刚、清华大学电教

中心副主任钟晓流、北京交通大学陈庚教授、中国科协信

息中心处长闫伟、北京网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震、戴

尔首席技术专家张涛等对项目进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12 月 11-12 日，研究院为青岛市教育局撰写的《青岛市教育信息

化发展评估报告（2016-2018 年）》和《青岛市教育信息化 2.0 行

动计划》发布会在青岛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展涛、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邓云锋、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培吉、青岛市教育局

局长刘鹏照等领导出席，来自各地的教育管理者、专家学者、学校代表及

相关行业专家代表共 300 余人参加活动。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未来学校规划项目

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项目动态 互联网教育产品发展指数项目

青岛市“互联网 + 教育”行动计划（2016-2018 年）评估项目
发布会

王永忠 供稿

焦艳丽 供稿

焦艳丽 供稿

王永忠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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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教育相关研究成果 研究院通过各种讲座宣传研究成果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活动名称 讲座人 题  目

1 月 21 日 西安 教育部 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 黄荣怀 新时代的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

3 月 1 8 日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第三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焦艳丽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

3 月 31 日 法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移动学术周 黄荣怀 信息技术的新课标及教育信息化 2.0 的理念

4 月 14 日 北京 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科技前沿与
战略圆桌会议

黄荣怀 智慧教育的三重境界——环境、模式和体制

4 月 16 日 广州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2018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年会 黄荣怀 面向智能时代的数字化生存能力

5 月 22 日 美国 北德克萨斯大学 网龙数字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黄荣怀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 and Education

7 月 1 日 伦敦 2018 年伦敦学习节活动组委会 2018 英国伦敦学习节（AIED）活动 李艳燕
Public Knowledge Graph Initiative for 
Science Education

7 月 13 日 印度
IEEE 计算机协会和 IEEE 学习技
术委员会

国际先进学习技术研讨会 ICALT2018 刘德建
Interaction and Engagement in Educ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s

7 月 21 日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
会

李艳燕 知识图谱

8 月 15 日 韩国 韩国清州全南大学教育学院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edia in Education

黄荣怀 A New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 月 31 日 成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8 都江堰国际论坛 黄荣怀 从信息社会的“数字化”到“数字化生存”

10 月 20 日 新乡 智能教育技术第一届年会秘书处 首届智能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黄荣怀 人工智能 2.0 与教育

11 月 1 日 北京 国家开放大学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 黄荣怀 发展智慧学习环境 促进教育系统变革

11 月 12 日 珠海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
家工程实验室和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

互联网驱动教育创新论坛 黄荣怀
圆桌论坛“新关系与新主体：校内与校外、
产业与学校”

11 月 18 日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年会 黄荣怀 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环境与学习工具

11 月 25 日 北京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
教育研究所与北京一零一中学

第二届“一带一路”教育对话分组会
议

黄荣怀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教育变革

11 月 25 日 北京 北京开放大学 第二届网络教育年会 黄荣怀 在线教育与智慧学习

12 月 5 日 北京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 GES2018 未来教育大会 黄荣怀 供给侧改革走向何方：教育的需求与满足

12 月 6 日 成都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人工智能与创新学习 黄荣怀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教育变革

12 月 7 日 宁波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 “新时代、新课标与新装备”研讨会 黄荣怀 信息技术新课标与实验室建设

12 月 17 日 苏州 苏州工业园 教育大数据 +AI 赋能个性化教育研讨会 黄荣怀 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现状及挑战

12 月 20 日 怒江州 教育部科技司和云南省教育厅
教育部“三区三州”中小学校长教育
信息化专题培训

黄荣怀 信息化如何有效促进学校发展

12 月 28 日 北京 教育部科技司 推进智能教育发展座谈会 黄荣怀
走向“智能教育”——智能技术变革教育的
机遇

2017 年 4 月 22 日，“‘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高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黄院长携项目团队成

员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了 3 个报告、1

个数据库。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教育数据进行调研和整理，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一线教育

工作者等提供有益借鉴。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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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我先后参与筹备了第二届、第三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参与组

织了《2017 新媒体联盟中国高等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和

A

       2019 年 3 月，北京师范大学将联合北德克萨斯大学共同主办“第四届

中美智慧教育大会”。历经三年锤炼，会议成为两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重要

品牌盛会，2019 年将首次移师美国举办。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智能技术变革

教育”，会议将聚焦智慧教育、教育服务机器人、人工智能与混合现实等 8

大议题，包括主题论坛、学术报告发布会、中美教育科技企业展览等 5 个环节。

目前，中美会务组正紧张有序地共同筹备，通过灵活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高效沟通，及时解决各项问题，目前进展比较顺利。

作为项目经理，我的主要工作包括学术报告和大会会务两个部分。一是学术

报告，2018 年 8 月以来，团队马不停蹄奔赴美国堪萨斯州、中国武汉和福州

等城市，连续组织了 10 余场面对面的访谈和 3 场微型工作坊，采访了清华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哈佛大学、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微软、谷歌、IBM、培

生等学术界和业界 20 余位专家学者，为报告撰写积累了丰富的专家资源和学

术素材。具体的报告内容我们还不能透露，这里卖个关子，期待大家持续关

注。二是大会会务，主要做了撰写概念文档、调研会议议题、策划项目立项

等工作，也积极参与制作宣传图册、邀约知名企业等工作。这些工作对我来

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处理好 effective —“做正确的事”和

efficient —“有效率地做事”的关系，明确好方向，再开动我的小马达，努

力干活。

Q

Q

A      

研究院举办的“中美智慧教育大会”从 2016 年开始举办，已经成功举
办了三届，目前正在积极为第四届做前期准备工作，您作为项目经理，
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工作进展如何？可否谈谈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跟
大家分享一些工作或管理的经验和体会？

入职研究院以来，由于工作表现优异，您连续两次晋升成功，可否和大
家聊聊您在研究院工作中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海外学习和生活帮助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敞开

胸怀、接受多元文化熏陶、倾听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对

我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增强了快速学习

和适应能力。来到一个迥异于本国文化的环境，尤为重

A

《2018 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报告》等报告。

通过上述工作，感觉自己在结构化思维能力方面有了较大

进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通过不断

地运用，尤其是高标准的执行，才能熟练掌握 PDCA 循

环、SMART 原则和 WBS 分析法等各类结构化思考方法。

以组织 2018 年职教版《地平线项目报告》为例，这个项

目安排我负责与 112 位中美专家沟通报告内容、听取反

馈意见两个环节。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我尝试运用 STAR

法则，应对大量并发的沟通需求。具体来说，第一步 S 是

Situation，就是分析项目背景，包括专家类型、沟通方

式、项目资源等。第二步 T 是 Task，就是划分工作任务，

包括定位我和协作成员角色、制定细分工作任务表、明

确重要里程碑等。第三步 A 是 Action，就是细化落实任

务，包括分时段与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沟通、及时整理经

验列表并实时分享、动态跟踪工作进展等。第四步 R 是

Results，就是量化工作成果，包括将阶段性和最终结果

数据化，将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及其处理方式标准化、将后

续的工作计划可视化等。我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研究院

各位师长的悉心栽培，正是他们的奋勇拼搏开创了研究院

这个广阔平台，也是他们的言传身教不断鼓舞着我们每一

个人踏实前行。

Q 您曾在英美两国留学，回想一下海外学习和生活，
有哪些感触？面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要的是快速了解文化背景和习俗，尽快适应全新的学习

和生活。其次是培养了积极乐观的心态。打开心扉，多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交朋友，主动换位思考，积极面

对困难，不断尝试增强自信心。最后是葆有对这个世界

的好奇心。英美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主导，提倡主动探究

精神，唯有自身不断发现问题，坚持不懈积极探索，才

能学有所获。求学期间的锻炼，让我能够从容适应角色，

快速学习；勇敢面对困难，积极应对；不惧复杂难题，

不断尝试各种解决方案。

今年元旦，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力争在学术研究和

项目工作都有长足的进步。在学术研究方面，夯实教育

技术领域专业知识，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希望即将发布

的学术报告能够切实服务于教育信息化理论和实践工作

者。在项目管理方面，我争取兼顾好中美文化差异，站

高一层，想深一度，走多一步，和团队一起“讲好中国

故事”！

本期人物：尹霞雨

研究院开放教育资源实验室项目经

理，硕士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

2018年・冬季刊



研究院简介24 京师智學刊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简称“研究院”）是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教育教学实验平台，由北京师范大

学设立，并与网龙华渔联合共建。研究院专注于研究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规律，打造支持终身学习的智慧学习环境和平台，

以切实支持数字一代学习者多样性、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学习。

研究新型学习环境设计、优化和评测的方法，研发学

习环境工程的关键技术，提供大规模推广的智慧学习

解决方案；

建构智慧学习理论，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双向融合的

方法与途径，提供智慧学习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

台；

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企业学习与公

共场所学习的特征和规律，为学习型社会和智慧城市

建设提供支持；

广泛拓展智慧学习试验区和试验校，探索信息化教学

的特征和未来学校的发展形态，助力推动教育变革与

创新。

联席院长 刘德建
网龙网络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师

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特邀教授。

联席院长 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

际农村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主任。

Springer 出版系列丛书
• Lecture Note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丛书主编 : Huang, R., Kinshuk, Jemni, M., 
                    Chen, N.-S., & Spector, J.M.

• Smart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ce
   丛书主编 : Huang, R., Kinshuk, & Dede, C. 

Springer 出版学术期刊
•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IASLE 官方期刊）   
   期刊主编 : Huang, R., Kinshuk, & Soloway, E. 

• Journal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GCSCE 官方期刊）
   期刊主编 : Huang, R., Hwang, G.-J., Kong, S.-C., & Che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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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学习实验室

研究青少年设计、计算和创新思维的特征及养成规律；开发

设计方法论、计算思维和数字化学习课程及丛书；搭建与国

际知名设计和创新的院校、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平台。

研究智慧城市与学习型社会中典型学习场域的

特征及规律；建设智慧学习环境研究数据库；

研制并发布学习环境、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和

产品等系列研究报告。

研究开放教育资源的特征及

对教育的促进作用；建设面

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

教育资源联盟；研究并发布

教育信息化趋势报告。

探索并实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理论和方

法；研究和推广智慧学习环境的应用方案；推动并服

务于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成果的产业转化。

研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场景及趋势；开发和推广机器人

教育和 STEAM 课程；设计和研发教育

机器人。

Virtual, Augmented, and 
Mixed Realities in Education

2015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发布会
(2015.09.20)

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
指数报告

第一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2016.01.14)

贵州福泉智慧教育试验区启动大会 101 教育 PPT 解决方案

2016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 教育机器人的风口 教育机器人原型

地平线中国系列
报告 

“一带一路”国家
教育发展报告

智慧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国际论坛 
(2017.05.25)

2016 中国互联网教育产品
发展指数报告

与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 Larry Leifer 教授交流 
(2017.04.11)

智慧城市与学习环境实验室

开放教育资源实验室

信息化教学研究中心

教育机器人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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