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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与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成功举办

“一带一路”开放教育学习周举办   

  设计与学习首期课程顺利结束

  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研究院团队携论文参加 ICCE 2017 会议

  人工智能专家咨询研讨会召开

  雄安新区智慧教育专家研讨会召开

  信息化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专家研讨会召开

  学前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专家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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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研究院大事件回顾

研究院举办智慧学习学术沙龙：虚拟现实与教育

研究院举办沉浸学习和 VR 教育应用国际研讨会

黄院长陪同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调研海
南教育信息化

1 月 4 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赵沁平，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等

专家领导出席会议。

1 月 13-15 日，研讨会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举行，汇聚来自中、美、英、德等国 40 余位知名专家。哈佛大学、

研究院以及网龙网络公司共同签署了合作授权书。

2 月 14 日，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调研海南三亚教育

信息化工作，黄院长及相关专家陪同，并提出意见和

建议。

1 月

3 月

2 月

研究院举办第二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研究院举办智慧学习与人工智能学术周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评估咨询会召开

黄院长赴美国旧金山访问交流

基础教育信息化调研座谈会召开

3 月 18-20 日，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校长 Neal J.Smatresk

等中美两国的 60 余位嘉宾及 260 余位国内外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正式发布《2017 地平线报告—中国高

等教育技术展望》。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3 月 18-24 日，在研究院成立两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学术周活动，本届主题为“智慧学习与人工智

能”，5 场专家讲座，吸引了 200 多人现场聆听，1000 多人在线观看。

4 月 7 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国家发改委高技司袁军处长等 30 余位专家出席评估会。

4 月 11-14 日，黄院长一行赴美国旧金山访问交流，先后访问了国际斯坦福研究院（SRI）、斯坦福大学设

计学院（D.School）、美国 IDEO 设计公司、硅谷创业加速器公司、 Google 公司、Facebook 总部等，

与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技术先锋对话。

4 月 21 日，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一行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基础教育信息化调研，北京师范大学董奇校长、

教育学部朱旭东部长等出席在研究院举办的座谈会。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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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举办贵州省福泉市校长领导力提
升研修项目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斯坦福大学 ME310 项目签约并正式启动

研究院举办教育与农村发展论坛

研究院召开“一带一路”OER 多语言发
展策略研讨会

6 月，研修项目在贵州福泉展开，研究院专家团队通过

实地考察、诊断指导、深度研讨及专题讲座等活动助力

福泉教育信息化建设。

7 月 8 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实验室理事会理事长程建平、教育部科学技术司雷朝滋司长和信息化处

张拥军处长、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创新能力处袁军处长等出席此次会议，黄院长被任命为实验室主任。

8 月，研究院从北师大遴选老师和学生组成项目团队，参与斯坦福大学为期 9 个月的 ME310 线上线下课程，

有 2 次赴斯坦福大学的交流机会，并参加斯坦福大学一年一度的设计展览。

7 月 17 日，研究院与 UNESCO 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

训中心联合举办论坛，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湖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

务副书记任友群教授等专家领导出席论坛。

8 月 8 日，来自国家开放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网龙华渔教育、等专家和行业代表出

席研讨会。

6 月

7 月
研究院赴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访问交流

研究院承办第四届“教育与全球城市：世界大学智慧学习国际研讨会”

研究院举办智慧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高峰论坛

5 月 1-4 日，两位联席院长一行赴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访问交流，进一步落实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北德克

萨斯大学签署的两校战略合作协议事宜。

5 月 19-20 日，研讨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黄院长作为主持人出席“21 世纪大学与智慧学习”主题论坛。

5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康凯以及来自中国、波兰、匈牙利、斯洛伐

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国多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共同探讨信息技术为教育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会上

正式发布了《2016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

5 月

研究院举办“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高峰论坛

4 月 22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吾守尔 ∙ 斯拉木、吴建平，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及多位专家

领导出席论坛。黄院长携项目团队成员发布了《“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一带一路” 国家教

育信息化发展报告》《国际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研究报告》和“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数据库。

4 月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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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院长出席 UNESCO 中非高等教育高级别对话

黄院长出席第二届世界开放教育资源大会

研究院受邀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议

黄院长受邀出席 eLearning Africa 大会并举办研讨会

9 月 6-8 日，黄院长受邀 出席 UNESCO 在巴黎举办的 “中非高等教育高级别对话会”以及系列会议和活动， 

并在会议期间举办了以“教育促进农村转型”为主题的展览。

9 月 18-19 日，黄院长受邀出席由 UNESCO 和斯洛文

尼亚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开放教育资源大会” ，并

作“中国 OER 支持性政策环境的发展”的报告。

9 月 22 日，高媛博士和张慧博士代表研究院受邀出席中国 - 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第四次会议，并对塞尔

维亚大学进行了交流访问。

9 月 27-29 日，黄院长受邀出席“第十届非洲数字学习

部长圆桌会议”，并作题为“深化中非教育信息化合作，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四”的主旨演讲。此外，研究院和

UNESCO 农教中心联合举办了 “利用开放教育资源提

升教师 ICT 能力”研讨会。

国际博士生课程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Sciences 开课

9 月，新一学期的国际博士生课程开课，邀请了来自美

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共

同授课，国内外的硕博士生均可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参与

在线课堂。

9 月

设计与学习课程开课

研究院召开人工智能专家咨询研讨会

研究院举办机器人与教育高峰论坛

研究院发布《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
报告》

研究院召开信息化促进农村教育研讨会

研究院举办“一带一路”开放教育学习周

10 月，由刘德建和黄荣怀两位联席院长作为主讲教师的设计与学习课程开课，不仅与国际知名的设计课程

合作，而且开展了一系列研讨会、工作坊，汇聚创新设计思维领域的专家力量。

10 月 18 日，各领域专家就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动态、大众传媒相关视频调研分析、党员主题需求调研

等工作进行了研讨。

11 月 3 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康凯、中国

服务机器人应用及推广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周京明等

嘉宾以及 500 余位国内外代表参加了论坛。

12 月 26 日，黄院长在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上发布

了《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报告》。

11 月 13 日，受教育部基础司委托，研究院召开研讨会，围绕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进行了经验和案例分享。

12 月 18-22 日，来自全球 14 个国家 23 名开放教育领域知名专家、教育机构及企业主管与参会者就“一

带一路”开放教育资源相关热点问题进行在线研讨，吸引了 10 多个国家线上线下 300 余人参与。

10月

11月

12月

研究院召开雄安新区智慧教育专家研讨会

10 月 20 日，受教育部科技司委托，研究院召开研讨会，围

绕雄安新区的智慧教育发展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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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康凯

“机器人与教育高峰论坛”
在南京成功举办

11月 3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主

办的“机器人与教育高峰论坛”在

第 50 届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览会上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此

次论坛聚焦智能机器人发展趋势、机

器人领域人才培养与教育机器人产业

发展，汇聚国内人工智能、智能机器

人以及机器人教育领域的顶尖专家学

者，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实践经验，

共同探讨机器人技术为教育带来的革

命性影响。

导   读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康凯、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

院曾海军博士为论坛致辞。康凯秘书长表示，促进以机器人技术为代

表的科学教育的发展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的关键。曾海军博士提到教育机器人涉及“教育行业中的服务机器人”和“青

少年机器人教育”两个方面，将成为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以后的第三类

机器人发展领域。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教育机器人工程中心

主任王腾主持。

专家共同探讨教育与机器人发展趋势

《热点及痛点、机遇与挑战、趋势与对策——漫谈服务机器人》   

就当前服务机器人的热点及痛点、机遇与挑战、趋势与对策等问题与参

会人员进行分享，他认为服务机器人发展依然面临着现实技术瓶颈，目

前还处在“机器助人”、“机器帮人”阶段，服务机器人 + 人工智能 =

深度结合后才有“化学反应”。            

《智能机器人发展现状研究》

机器人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智能化，智能机器人应是具有感知、思维和行

动功能的机器，他提出了未来意识化智能机器人的几大可能发展趋势，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验示范区，试点先行。

《机器人与 STEM 教育实践创新》

推进跨学科知识融合的 STEM 教育，她主张帮助学生打好扎实的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知识基础之上，培养其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促进创

新型、创业型人才的成长。

《智能时代的高等机器人教育和实验系统》

针对新形式下本科生、研究生机器人专业及相关课程的实训教育，以学

生动手为核心，搭建相关实验平台，以较低的开销，还原智能时代机器

人工作现场技术应用与未来科研前沿需求。

中国服务机器人应用及推广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  

周京明：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多智能体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   

朴松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艳燕：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  张华良：



“设计与学习”
首期课程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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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北京师范大学《设计与学习》课程接近尾声，研究院两位联席院长黄荣怀教授、刘德建先生共同担任主讲教师，

30 多名研究生选修了该课。课程将“设计方法论”作为培养学生设计思维的重要方法，在 12 周的学习中以小组为单位

自主选题、开展协作学习。同时，课程邀请了多位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教学和指导，九组学生开展创新性设计，都设计出了

具有创意的作品。

重要活动 11

赴斯坦福大学 D.school 学习 ME310 课程

11 月，研究院从北京师范大学遴选的学生共赴美国，与斯坦福大学师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与项目合作，共同完成此

次 CEP（Critical Experience Prototype）任务。ME310 项目将持续 9 个月，针对前 3 个月的学习，学生们做了精彩的

演讲与汇报。

小组讨论与汇报

斯坦福设计学院 ME310 课堂

黄院长授课

哈佛大学教授 Chris Dede ME310A 期末演讲与汇报

Global Kickoff 任务完成

刘院长授课

课程现场

2017年・冬季刊



网络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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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8-22 日，来自全球 14 个国家 23 名开放教育领域知名专家、教育机构及企业主管与参会者就“一带一路”开放教

育资源的创新性实践、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定位、国际合作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在线研讨，吸引了 10 多个国家线上线下 300

余人参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教育信息技术负责人苗逢春、传播与信息部知识社会处教育信息技术项目专家齐娜普·瓦罗格

鲁和广中浄、欧洲远程教育与数字化学习网络协会主席艾瑞娜·瓦伦格维齐亚尼、塞尔维亚创新和技术发展内阁部长顾问

兼“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博扬·拉里齐、国际开放和远程教育理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安·斯特拉肯、黎巴嫩圣母大学副校长法兹·巴

朗德等嘉宾作了精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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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开放教育学习周
面向“一带一路” 国家成功举办

专家作精彩报告

黎巴嫩圣母大学副校长法兹·巴朗德 Diana And one，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理工大学数字化学习中心主任

分会场学习情况

学习周日程丰富多彩，会议形式创新高效，既集中展示了全球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关于开放教育资源最新研究成

果，又全面分享了各国在开放教育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实践经验，为“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了交

流平台。参会者自发组成了塞尔维亚、泰国、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等多个分会场。

北京师范大学分会场

塞尔维亚分会场

奥鹏教育分会场

泰国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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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高媛博士与 Kaushal Kumar Bhagat 博士后

 12 月 26 日，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暨互联网教

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和来自国家发

改委、教育部、国家自然基金委、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移动、网龙华渔教育、科大讯飞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华向大会致辞，并为互联网教育智能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验室主

任和副主任颁发了聘书。会上还发布了“基础教育大数据应用

平台”和《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两项重大成果。

12 月 4-8 日，由亚太计算机教育应用协会（APSCE）

主办的第 25 届国际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ICCE2017）

在新西兰召开。研究院开放教育资源实验室主任高媛与博士后

Kaushal Kumar Bhagat 参会。

在“教育技术和教学的综合和趋势报告 : 他们的价值主张是什

么？”座谈会上，高媛主任代表研究院作《中国版地平线报告》

演讲。研究院研究助理刘梦蓉参与撰写的论文《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15 Years of Research on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获得会议最佳论文提名奖，并作远程报告。

研究院团队携论文参加 ICCE2017 会议

专家合影

雄安新区智慧教育专家研讨会召开
10 月 20 日，受教育部科技司委托，研究院召开雄安新区智慧教育专家研讨会，围绕雄安新区的智慧教育发展进行了讨论：

1）雄安新区的教育定位，要建设“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其基本产业形态及教育支撑问题；2）包含学校、

家庭、社区、企业、公共场所等场域的 “大教育”体系建设，以及学校布局问题；3）北京、天津和全国的“双一流”高校如何

支持雄安新区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以发展高端新产业，培育新动能；4）各级各类学校的提升，以及学校信息化的“升级换代”

与创新问题；5）怎样建设雄安新区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为学校发展和市民学习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专家合影

人工智能专家咨询研讨会召开
10 月 18 日，研究院召开人工智能专家咨询会，会上专家就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动态、大众传媒相关视频调研分析（普

及类、党政宣传类）、党员主题需求调研等前期工作给与了积极的评价，并就课程的主题内容、制作的形式以及策划方案、

拍摄制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
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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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现场

11 月 13 日， 受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司 委 托， 研 究 院 与

UNESCO 农教中心召开信息化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

专家研讨会，研讨会分析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信

息化助力农村义务教育的经验和挑战，分享了农村义务教育及

信息化的调研报告和典型案例。专家建议，教育信息化建设既

要总结和延续以往工作中已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也要针对问题

加强基础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持续深化信息技术在育人、服

务和管理中的创新应用，提升并释放出教育信息化的融合创新

效能，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

11 月 7 日，研究院召开大数据时代下的学前教育质量

监测与评估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结合其研究领域分享

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创新的实践经验，从学前教育质量监

测的基本问题、区角环境下的儿童发展评估、教育大数据的应

用模式、学习情感的视觉建模与计算等方面剖析了大数据下学

前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的重要问题，并提出了发展策略与建议。

专家认为，在学前教育发展迅猛的当下，学前教育质量监测与

评估体系的建立是平衡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之间关系的重要保

障。增强学前教育质量监测效力，主要是增强结果应用机制的

构建，将结果、问责与发展建立联系。

北师大教育学部代表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10 月 13 日

荷兰内梅亨大学校长 Daniël Wigboldus 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山西省电化教育馆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11 月 21 日

河北省教育厅领导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12 月 04 日

奥鹏教育和 Radboud University 领导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10 月 24 日

台湾中央大学教师代表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11 月 17 日

UNESCO 教育信息化研究所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11 月 27 日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长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12 月 20 日

各类领导和专家访问研究院信息化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

学前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

专家研讨会召开

专家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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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项目动态

2017 年

The Book of "Current State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ER 实践与应用”工作坊项目

本书以《青岛宣言》（2015 年）和《教育 2030 行

动框架》（2015 年）国家教育信息化的愿景为宗旨，

结合具有代表性及影响力的国家教育信息化评估指标，进

行深入分析。目前已邀请“一带一路”国家具有代表性及

影响力的专家，根据分析产出的国家教育信息化的评估量

表，撰写相关著作，集合成书，提供重要的文献参考与研

究支持。

打造以 OER 为主题的系列工作坊，邀请开放教育资

源领域研究与实践者针对 OER 相关问题与参会者深

入交流如何通过开放版权协议为资源提供灵活的授权方式，

从而支持开放教育资源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并探讨在“一带

一路”背景下 OER 发展存在的困难以及促进其发展的策略。

工作坊目前分别与百度文库和奥鹏教育开展两期合作，并初

步形成了开放版权协议标注方案。

人工智能精品视频及读本

项目将筹备一期人工智能精品视频课程和配套读本，

核心内容将围绕人工智能的核心概理、人工智能发

展历程、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国内外主要政策解

读，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及影响等。目前已经完成前期的内

容需求调研、专家咨询等工作，未来将完成主题方案、内容

脚本及案例集等工作。

全球教育资讯项目

项目主要是为国内外教师群体、教育政策制定者及

管理者、教育研究者提供最新的、有价值的、权威

的教育资讯及评论、专业的行业报告及学术交流平台，从

专业的角度来引领教育资讯和评论导向，成为教育界的意

见领袖，服务于全球教育行业发展。目前项目经过多方的

筹备，基本完成了平台搭建、功能设计、内容生产、团队

建设等方面工作。 
姜男   供稿

高媛   供稿
高媛   供稿

姜男  供稿

通过大量的调研分析，围绕“智慧校园建设”项目

有针对性的设置了“一体两翼”（智慧云课堂、移

动学习和 STEAM 课程）的实施方案。目前项目校教师已经

具备借助信息技术常规教学能力，个人信息素养和应用融

合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庆阳革命老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协同创新计划”

 之“智慧校园建设”项目

根据教育部朱之文副部长在北京师范大学调研的

指示精神，研究院组织十余次项目专家研讨会，

并实地考察、调研，经过多种形式和渠道收集大量详实的

信息、数据及案例。通过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装备与信息

化处多次沟通和密切配合，共同编写完成了“为进一步推

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指导意见”的报告，为新时代基础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实施策略和建议。

“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项目

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的编制项目

项目团队走访雄安新区三县 32 个镇 386 所学校，

进行地理位置经纬度标注。通过文献资料研究，全

面了解雄安新区地理、经济、人口、教育等数据信息，采

集北京、天津、深圳特区的教育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在

基线调研、2016 年成果《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

《打造京津冀智慧学习生态圈》等研究基础上，成功在教

育部科技司 2017 年度教育部科学事业费立项。                                                      

2017 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项目

《2017 中国场馆智慧学习环境研究报告》已完成

初稿 30 余万字，建设“中国场馆数据库平台”，

共计采集入库场馆 9528 个，其中图书馆 4590 个，科技

馆 361 个，博物馆 4577 个。

王永忠  供稿

王永忠 供稿

焦艳丽  供稿

焦艳丽  供稿

会议现场

考察现场

与百度会议



好书好文20 京师智學刊 能力建设 212017年・冬季刊

由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北师大智慧学习研究院共同研发的《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从学前

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与成人教育等五大领域分析了不同教育服务产业层次蕴含的不同服务及内容，指出当

前社会正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和互联网 + 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教育需求正从标准化教学向个性

化学习和终身学习发展，而教育服务供给也将由“标准化供给”向“个性化服务”转变。

导

读

《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

剖析了教育服务的内涵，论述了教育服务的事业性与产业性。从相关政策、市场需求、供给及技术发展几个维度展现当今教

育服务面临的发展机遇。

指出了网络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并在基础教育的课外辅导、企业数字化学习和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成

为主流。 

提出了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 4S 评价模型，从规模（Scale）、专注（Speciality）、服务（Service）、领域（Section）四

个指标对 262 家教育服务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全面分析，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为教育服务品质提升指明方向。

比较了中美两国教育服务发展相关政策、市场投融资、学生数量、民办教育机构等，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相对较低，需求

旺盛，发展潜力巨大。

提出了政府需要“两手抓”，既要提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也要统筹和优化教育服务产业的发展环境，促进我国的“教育服

务”健康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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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月 9 日 北  京 北京教育学院 中芬基础教育论坛 黄荣怀 面向未来的教育变革

10 月 1 3 日 武  汉 华中师范大学
computational Behavior 
Sciences 

黄荣怀

connected Learning 
scenario to Learning 
behavior: A data-intensive 
research

10 月 24 日 重  庆 中国移动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培训 黄荣怀 全球未来教育蓝图

10 月 26-28 日 福  州 中国计算机协会 2017 中国计算机大会 黄荣怀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国内现状
和国际趋势

11 月 9 日 北  京 北京师范大学 中小学创新能力教学大会 黄荣怀
智慧学习——
从“掌握学习”到“学会学习”

11 月 13-15 日 曼  谷
农教中心 INRULED
亚洲理工学院

International Forum 
on Education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黄荣怀
数字时代的教育促进农村转
型

11 月 27 日 北  京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2017 中国教育信息化国际峰会 黄荣怀
人工智能融入学校教育：
机会与挑战

11 月 28-29 日 北  京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 GES2017 未来教育大会 黄荣怀 学校教育信息化

12 月 2 日 成  都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等
2017 第二届新聚合国际教育
高峰论坛

黄荣怀
人工智能新时代，国际教育
新未来

12 月 15 日 上  饶 国家信息中心
2017 年第二届中国 “互联网 +
教育”峰会

黄荣怀
互联网促进教育变革的基本
格局

12 月 19 日 萧  山  
浙江师范大学智慧教育研
究院

浙江省智慧教育联盟成立大会 黄荣怀 从“掌握学习”到“学会学习”

12 月 27 日 广  州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第四届全国名师名校长峰会 黄荣怀 互联网 + 时代下的智慧教育



       自 2015 年 9 月发布《2015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以来，相继发布

了《2016 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2016 中国互联网教育产品发

展指数报告》《2016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

业研究报告》等系列研究报告。宏观层面，研究智慧城市中智慧学习环境建

设现状，关注城市创新活力和市民宜居体验，指向终身学习。中观层面，研

究由互联网和现代科技催化的教育服务产业现状，以期为解决当前我国教育

面临的问题以及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建议。微观层面，通过建立互联网教育

发展指标体系，从多维度综合评测互联网教育产品，以此反映互联网教育的

发展现状，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互利共生发展。另外，还有《北京市中小

学生网络生活调查报告》这些对中小学生网络学习生活状态的持续性跟踪研

A

人物专访

本期人物：焦艳丽

研究院智慧城市与学习环境实验室

主任，教育技术学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办公室主任

       报告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的学术指导，以及国家统计局、和君咨询、

芥末堆等机构在数据采集、爬虫技术、评价标准等方面的支持。项目组采集

了近十年的教育公共服务相关数据和 262 家“教育类”上市公司的简况和财

务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和梳理出教育服务的特征及现状，

以期为解决当前我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建议和意见。

报告分为 6 个部分：第一部分解读了教育服务的概念内涵、分析了教育服务

的事业性与产业性。第二部分通过分析近十年的教育公共服务相关数据总结

其发展状况。第三部分从相关政策、市场需求、供给以及技术发展几分维度

展现当今教育服务面临发展机遇。第四部分分析了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教

学模式，特别对高校网络教育情况进行了梳理。第五部分描述了“教育类”

上市公司的发展情况并采用 4S 评价模型对其教育服务能力进行了分析。第六

部分主要对中美两国在相关政策、市场投融资、学生数量以及民办教育机构

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Q

Q

A      

《2017 中国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刚刚发布，您能介绍一下  
 这个报告吗？

智慧城市与学习环境实验室研制了很多报告，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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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最早提出了“PI+PM”（首席科学家和项目经

理）共同负责管理制度，力求让研究工作变得更加“智

慧”。实验室的这几个研究报告都非常重要，执行起来

也有很多现实困难，在项目管理工作中，秉持开放共享、

协作共赢的理念，整合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各个项目

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就研究过程遇到的问题不断探讨

论证，确保每一个研究报告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在这里

也特别感谢每一位专家对实验室项目给予的指导和支持，

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专家加入项目中。

        2017 年 12 月，《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的编制》

项目在教育部科技司立项。2018 年，智慧城市与学习环

境实验室将具体执行落实这个项目的工作，智慧教育既是

教育信息化的高端形态，也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慧教育规划是“雄安新区规划”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项目组将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深入研究京

津冀城市与教育发展的现状及趋势；对雄安新区的人口、

经济和教育进行基线调研，研究雄安新区教育现状及发

展的制约因素；研究深圳等国家级经济特区以及东京湾

A

A

焦艳丽 供稿

究等等。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 12 月，基于实验室前期

的工作基础，在教育部科技司的支持下，《雄安新区智慧

教育规划的编制》在教育部科学事业费重大项目立项，这

将是实验室 2018 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Q

Q

刚才您提到报告在研制过程，得到很多专家的指导，
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智慧城市与学习环境实验室前期发布了很多研究报
告和成果，2018 年有什么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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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产业）、旧金山湾区（科技）、纽约湾区（金融）

等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程和教育空间组织形态，

为雄安新区智慧教育发展提供借鉴；搜集与雄安新区发

展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数据集，构建雄安新区教育

预测模型，多模态动态预测雄安新区的教育发展趋势；

依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从城市创新发展与市民宜居

体验的视角，编制《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

另外实验室将持续《中国场馆智慧学习环境研究报告》

《北京市中小学生数字学习方式调查报告》《北京市艺

术教育普及情况调查研究报告》等项目的研究工作，并

不断完善和建设实验室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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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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