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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教育，我们是敬畏的，因为她将塑造人类的灵魂；
对待技术，我们是谨慎的，因为技术采用必须有成效；
对待智慧，我们是纠结的，因为不确定性越来越多；
对待学术，我们是认真的，因为学术研究必须讲证据。

— 黄荣怀院长，2017 年 3 月 20 日于第二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闭幕式

联系人：程真真

邮    箱：chengzhenzhen@101.com
电    话：0591-88066792
网    址：sli.bnu.edu.cn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温泉

               支路 69 号 851 大楼

邮    编：350013

联系人：郐红艳

邮    箱：smartlearning@bnu.edu.cn
电    话：8610-58807219
网    址：sli.bnu.edu.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12 号京师科技

               大厦 A 座 12 层

邮    编：100082
智慧学习研究院

微信二维码



2017 年・秋季刊・总第 3 期

主编

曾海军

副主编

张定文 

郐红艳

编委

岳丽杰

高    媛

王永忠

焦艳丽

迟    瑞

姜    男

谢    政

  

京师智學刊 目录 

投稿或意见反馈，请联系：

邮箱：smartlearning@bnu.edu.cn

电话：(8610)58807219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12 号京
           师科技大厦 A 座 12 层 

邮编：100082

网址：http://sli.bnu.edu.cn/  

2017年・秋季刊

目 录

专题：研究院国际化 04-07

国际博士生课程：Foundation of Knowledge Sciences 开课

黄院长受邀出席第二届世界开放教育资源大会并做主题演讲

黄院长受邀出席 eLearning Africa 2017 大会并举办研讨会

黄院长受邀出席 UNESCO 中非高等教育高级别对话会并举办展览

研究院受邀参加中国 — 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议并洽谈合作

2017年・秋季刊

  教育与农村发展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设计·学习课程系列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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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OER 实践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在研究院召开

 “一带一路”OER 联盟“多语言发展策略”研讨会在研究 

  院召开

  应用眼球追踪技术探究科学学习历程学术工作坊在研究院

  举办

研究院能力培养

08-15

16

17-18

重要活动

合作交流

项目动态

20-23

19

能力建设

好书好文

Michael Spector 教授

24-25人物专访

目录 01

中  国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索马里

吉布提

也 门

阿 曼
阿联酋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巴 林

科威特伊拉克

叙利亚

约 旦

巴勒斯坦

黎巴嫩

埃 及
利比亚

希 腊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乌克兰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毛里塔尼亚

苏 丹

乍 得



研究院简介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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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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新一学期的国际博士生课程开课了，知识科学基础（Learning,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ce）国际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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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研究院面向硕博士研究生以及研究人员开设了“全球化视野下的学习技术前沿”系列国际课程，每年一个主题，由全

球各国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共同授课，数百名青年教师、硕博士生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参与了远程同步课堂，获得了高度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 Jonathan Michael Spector 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杨芳莹教授

美国孟菲斯大学胡祥恩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吕赐杰教授

美国孟菲斯大学蔡志强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张俊彦教授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Demetrios Sampson 教授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 Kinshuk 教授

2015 年 ——“Authentic Learning through Advances in Technologies”

2016 年 ——“Virtual Reality and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17 年 ——“Learning,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ce”

本次国际博士生课程讲师包括：

美国孟菲斯大学胡祥恩教授远程为博士生授课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Sciences 课程海报

国际博士生课程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Sciences 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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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院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先生黄院长作报告

9 月 18~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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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召

开。 UNESCO 总干事 Irina Bokova、副总干事 Getachew Engida、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主席 Milan Brglez、欧盟教育、

文化、青年和体育委员 Tibor Navracsics、15 国教育部部长以及来自全球 105 个国家的 6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 黄院长

和开放教育资源实验室主任高媛博士应邀出席会议。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面向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的开放教育资源：从承诺到行动”，大会发布了《卢布尔雅那开放教育资源

行动计划》。在“OER 支持性政策环境的发展”论坛上，黄荣怀院长作了“中国 OER 支持性政策环境的发展”的报告，将中国

OER 政策与 2012 年《巴黎开放教育资源宣言》进行对比，论述中国当前政策对 OER 的支持情况，而且针对大会发布的《卢布

尔雅那开放教育资源行动计划》提出反馈意见，与现场专家进行了深度交流。在“非英语国家的 OER 实践”论坛上，高媛博士

作了“中国 OER 发展现状”的报告，围绕投入、基础设施、开放协议、内容、用户、教学法、产出和影响八个部分进行分享，

概述了全球及中国 OER 研究情况，并以“101 教育 PPT”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第二届世界开放教育资源大会
黄院长受邀出席并做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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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举办的“利用开放教育资源提高教师信息化技术能力”论坛现场

黄院长在开幕式上作报告

9 月 27~29 日，黄院长一行参加了在非洲毛里求斯举办的 eLearning Africa 2017 大会。受主办方邀请，黄院长出席了“第

十届非洲数字学习部长圆桌会议”，与来自非洲 20 多个国家的部长或其代表交换意见。

在大会开幕式上，黄院长作了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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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和农教中心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利用开放教育资源提升教师 ICT 能力”的研讨会，UNESCO 前高级计划专家

Prof. Vinayagum Chinapah 和黄院长共同担任该研讨会的主席。会上，农教中心的秦行音博士作了题为“Teachers’ ICT 

Competenc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Experiences of China”的报告，智慧学习研究院的黄珮鑫博

士作了题为“Harnessing OER for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CT Competency”的报告，网龙华渔教育的陈浩作了题为“OER 

for Teachers: A Case from Private Sector in China”的报告，分别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中国利用信息技术和开放教育资源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的经验。

eLearning Africa 是非洲最大的 eLearning、ICT 及培训会议，旨在使参与者发展跨国和跨行业的联系与合作，以及提高他们的

知识与能力。 

eLearning Africa 2017 大会
黄院长受邀出席并举办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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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院长受邀出席 UNESCO 中非高等教育高级别对话会并举办展览

研究院受邀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议并洽谈合作

9 月 6~8 日， UNESCO 在总部巴黎举办了 “中非高等教育高级别对话会”、“全球扫盲联盟核心小组第三次会议”以及“国

际扫盲教育大会暨国际扫盲奖（包括中国在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孔子扫盲奖）颁奖典礼”系列会议和活动。 应“国际扫盲

教育大会”组委会邀请，周作宇副校长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出席会议， 黄院长在会议期间举办了以“教育促进农村转型”为主题的

展览，重点展示了中国在非正规教育领域，特别是技能开发促进农村发展与转型方面开展的工作及成果，并总结了中国的扫盲成

就与经验以及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技能发展的五个案例。会议期间，黄院长还拜访了 UNESCO 教育信息化部门和教师教育部门负

责人，介绍了中国的有关项目及最新进展，并探讨了可能的合作。

9 月 22 日，中国 - 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第四次会议

举行，塞尔维亚教育科学技术发展部部长姆拉登沙尔

切维奇、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等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

国 29 所高校的 49 名中方代表和来自中东欧 16 国的 88 名外

方代表共同参加了会议。

高媛博士和张慧博士代表研究院受邀参加出席上述会议，并对

塞尔维亚大学进行了交流访问，高媛博士向外方合作伙伴介绍

了研究院的特色和学科优势，及在国际合作与交流领域的情况

及兴趣点，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

周作宇副校长与黄院长参加 UNESCO 常驻团举办的招待会 黄院长与 UNESCO 终身教育研究所所长 Arne Carlsen

高媛博士、张慧博士与诺维萨德大学校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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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农村发展论坛
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7.17，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北京师范

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教

育与农村发展论坛——信息技术促进

农村教育发展”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湖北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

院长周洪宇教授，江西省上饶市委常

委、市政府副市长、华东师范大学党

委常务副书记任友群教授，华中师范

大学王继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中国

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秦玉友教

授，贵州省福泉市教育局蒋士萌局长，

中国农业大学刘永功教授，北京师范

大学袁桂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扶贫研究中心主任张琦教授等多位国

内知名研究学者及地市级教育单位领

导、媒体代表等。

导   读

论坛从国际教育发展议程下审视中国在教育与农村发展方面取得的成

就并与国际社会分享，探讨中国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

村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分享县域农村教育典型案例及传播中国经验，发展

高层次科研机构间高质量研究合作，探索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农村地区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促进在国际农村发展、农村教育信息化等领域的学术

产出、实践应用及路径探索，为中国农村教育精准脱贫，实现教育高位均衡

发展提供智慧支持和行动指导。

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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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余位教育专家共同探讨教育与农村发展

团队数十年来扎根一线农村学校，亲眼见证了信息技术在助推中国农村

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巨大作用。农村发展分三步：脱贫、小康、富裕，教

育也是一样，如何能够实现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信息技术为此带

来了极大的可操作性。

《以信息化促进偏远地区薄弱学校教育均衡发展》

我们应健全“协同推进”的领导体制，建立“多方参与”的教育信息化

建设运行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设施建设；

启动实施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攻坚计划；设立试

验示范区，试点先行。

《互联网 + 教育精准扶贫在贫困县域的探索》

首先，须统筹做好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和试点先行，注重发挥聚合效应，

摊薄成本、提升效益；其次，要充分利用已有发展基础，将教育信息化

投入重心从建设转移到应用和服务；另外，还要坚持低成本、低门槛、

高效用的原则，既要持续增加投入，又要用好现有投入。

《新时期“教育与农村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在教育制度、教育财政、教育矛盾、发展模式框架模型下回顾了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脉络，在联合国 2030 议程框架下比较

分析全球九个人口大国（E-9）农村教育发展情况，探讨如何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框架当中传播中国的声音、讲述中国的故事。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何克抗：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周洪宇：

江西省上饶市常委、副市长、华东师范大学常务副书记 

任友群：

UNESCO 农教中心主任、北师大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 

黄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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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城镇化：异化样态与应对思路》

城市教育扩容压力大与随迁子女入学难、县镇巨班大校问题突出与进城

上学代价大、乡村学校小规模化与学生上学去留困扰多是教育城镇化异

化的三大影响要素，解决之道在于不仅要坚持城乡教育的特征思维、推

进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化，还要建立问题友好型教育城镇化治理模式。

《四破四立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三权下放激活教育内生动力》

贵州福泉教育发展的瓶颈表现在校长岗位吸引力不强、学校编制管理僵

化、激励机制不活、优质生源外流比例大等问题，为此，福泉探索出“四

破四立”的发展道路，建立职级“负责制”、全员“聘任制”、人岗“动

态制”、激励“捆绑制”等举措，使得社会对学校的认可度明显提高。

《信息化支持县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模式与政策研究》

针对湖北咸安 700 多位中心校和教学点的学生，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

及不同教学场景的调研，设计和实施了同步混合课堂模式、同步互动专

递课堂模式，以及基于多媒体的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模式基本上可以解

决了教学点开不齐、开不足课的问题。

《新时期“教育与农村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在教育制度、教育财政、教育矛盾、发展模式框架模型下回顾了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脉络，在联合国 2030 议程框架下比较

分析全球九个人口大国（E-9）农村教育发展情况，探讨如何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框架当中传播中国的声音、讲述中国的故事。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秦玉友：

贵州省福泉市教育局长 蒋士萌：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王继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袁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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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电视台报道

7 月 17 日，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

报道》栏目以“教育与农村发展论坛：

把脉农村教育发展关键问题”为主题，

对论坛进行了报道。

9 月 9 日，中国教育报以“信息技术点亮农村教

育这片蓝天——‘教育与农村发展论坛’观察”

为主题，对论坛产出及农村教育发展典型案例进

行了整版报道。

媒体报道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光明网等多家媒体对此次论坛进行了报道。

中国教育报报道



设计·学习课程
系列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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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习课程是研究院与网龙公司联合打造、针对设计思维的创新型课程，该课程以系统化、模块化的形式完整展现一

个设计流程的全貌，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未来，研究院与网龙公司将针对不同领域推出适合不同年龄、行业、

职业特点的设计·学习课程，逐步形成系统化、立体化、本土化的创新设计教育课程体系，为我国培养大量创新设计人才。

该课程首期面向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将于 2017 年 10 月正式开课，由刘德建和黄荣怀两位联席院长作为主讲教师。作为

一个全新的课程，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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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普及推广创新设计方法，提升该课程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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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教室”设计方案，项目团队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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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大学 ME310 是全球知名的产品设计创新培训课程，已经有 40 多年历史，学员通过完成一个真实的项目来掌握创新设计全

流程和具体方法。

北师大的 ME310 课程宣传海报

与斯坦福大学 ME310 课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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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创新设计教育研讨会（组建专家委员会）

8 月，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网龙华渔

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和行业代表汇聚研究院，围绕“创新设计

人才培养”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充分肯定

了创新人才教育于当今提升全民创新素养，推动双创，服务

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大意义。研究院也将牵头组建创新

设计专家委员会。 

专家合影

组织设计学习工作坊和成果展

7~8 月，研究院在北师大组织了多次针对学生的设计学习工作坊，引导学生走出被动接受知识灌输的定势，充分感受运用

现有知识储备尝试主动探索带来的愉悦，提升面对创新的心理准备。在设计学习工作坊的成果展上，6 个学生设计团队向

来自北师大、清华大学、中央美院等多所高校的领导和专家汇报了他们的设计成果，得到了专家的专业点评和指导。未来还将通

过工作坊、成果展、设计大赛等方式来进一步普及推广创新设计方法，推广设计·学习课程。

设计与学习成果展现场 学生作品展示



理事会现场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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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314 会议室召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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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移

动政企客户分公司戴忠总经理、副理事长网龙网络公司董事长

刘德建的授权代表熊立总裁、副理事长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庆峰的授权代表吴晓如总裁、理事北京师范大学郝芳

华副校长和陈丽副校长、以及实验室法人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和

共建单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陈丽副校长主持。此次会议上，

黄院长被任命为实验室主任。

9 月 14 日， “OER 实践与应用”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在研究院召开。黄院长出席会议，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

副社长马小强、国家开放大学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资源部总监

肖新华、高等教育出版社高职事业部项目部主任曹喆、百度教

育事业部高级经理黄桂晶、奥鹏教育 MOOC 中国资源运营中

心总监王晓平、渤海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马玉慧、首都师

范大学教育技术系副教授王晓晨等专家和企业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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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师
范大学召开

“OER 实践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在研究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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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莹教授与参与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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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眼球追踪技术探究科学学习历程学术工作坊在研究院举办

9 月 18 日，应用眼球追踪技术探究科学学习历程学术工作坊在研究院第一会议室举办，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

所的所长杨芳莹教授为研究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

研讨会现场

“一带一路”OER 联盟“多语言发展策略”研讨会在研究院召开

8 月 8 日，由研究院主办、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外语专业委员会协办的“一带一路”开放教育资源联盟“多语言发展策略”

研讨会研究院召开。本次会议汇聚来自国家开放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云南

民族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网龙华渔教育、北京视通天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蓝海达信科技有限

公司等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多语言发展策略问题。会议由黄院长主持，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常务副会长

张少刚教授、副会长钟晓流教授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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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8 届大会主席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7 月 3 日）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任杨晓春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8 月 3 日）

中国最高法院领导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8 月 11 日）

北师大移动学习暑期学校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7 月 20 日）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一行参观研究院
（2017 年 8 月 3 日）

国家行政学院高级领导干部研究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9 月 27 日）

各类领导和专家访问研究院

2017年・秋季刊 17项目动态

研究院项目动态

2017 年

联盟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教育机构、企业及其他相关机构共同组建，协助“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规划开放教育资源发展方向，依托共创共享资源平台，实现开放教育

资源的国际协同创建与发展。当前已加入联盟的国际合作伙伴包括阿拉伯教科文组织以及来自于

巴林、印度、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埃及、塞尔维亚、乌克兰、罗马尼亚与希腊的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和出版单位。

“一带一路”开放教育资源（OER）国际联盟

该数据库是一个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

状态数据、调研报告和学术文献的大型综合门户网

站，为世界各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在线分享研究成果和数

据提供服务，也为政府和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直观、全面的

可视化数据及资料查询参考。目前已与合作方开展多次讨

论会，确定基本的功能框架和初步预算。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数据库

ICT in Education 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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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新媒体联盟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   

 项目区域报告》项目

本报告是美国新媒体联盟（NMC）与研究院（SLI）

合作研究的成果，旨在帮助中国职业院校领导及相

关决策人员及时了解有利于促进全国职业教育在教学、学习

以及创造性探究方面教育技术的重大发展态势。项目组目前

已完成专家邀请及桌面研究等相关工作。

高媛  供稿

高媛  供稿

高媛  供稿

高媛  供稿

OER 联盟的号召宣言

中  国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索马里

吉布提

也 门

阿 曼
阿联酋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巴 林

科威特伊拉克

叙利亚

约 旦

巴勒斯坦

黎巴嫩

埃 及
利比亚

希 腊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乌克兰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毛里塔尼亚

苏 丹

乍 得

“一带一路”开放教育资源国际联盟成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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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信息技术助力学科教学融合课题研究的

子课题——“101 PPT 助力教学研修项目”在贵州

福泉试验区落地实施，借助 101 PPT 互动教学平台和专业

的研修指导团队，致力于提升福泉市金山片区学校联合体

（包含城镇小学、乡村小学、教学点）的信息技术与学科

教学融合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探索

区域典型示范案例。

信息技术助力学科教学融合课题研究项目

9 月 27~29 日，庆阳智慧校园项目 2017-2018 学

年推进会及系列活动在甘肃省庆阳市举办。研究

院智慧校园项目专家与庆阳市教育局项目分管领导、信息

中心及教研室领导及 12 所项目校的校长共同出席了项目

总体推进及任务对接会，并开展了智慧校园校长工作坊、

智慧云教育教师培训、移动学习项目现场考察、STEAM

教育项目交流部署等系列活动。

甘肃省庆阳试验区智慧校园项目

创新设计方法体系的建设与示范

智慧学习研究院创新设计方法体系包括“需求分

析”、“干系人分析”、“目标用户分析”、“竞

品分析”与“情景分析”，可用于研发创新设计方法课程、

国际化教材、数字资源和信息化平台，建立稳定的创新设

计方法师资队伍，采用信息技术支持的人才培养模式，提

升学生的原始创新能力，为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创新设计发

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该方法体系已参与科技部、教育部、

地方科技厅等科技项目的建设与示范。                                                       

《雄安新区教育情况基线调研报告》项目

8 月 21~24 日，项目组在暑期开展实地调研，项

目团队奔赴雄安新区一线，跟当地师生前往安新、

容城和雄县的各级各类学校调研和收集相关材料，获取了

雄安新区各区县学校的第一手教育资料。

王永忠  供稿

王永忠 供稿

胡涵清 供稿

焦艳丽 供稿

“信息技术助力学科教学融合”课题学习现场

庆阳智慧校园项目推进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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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和混合

现实在教育领域中的各类应用、未来

发展趋势以及挑战，并收录了在美

国哈佛大学举办的“2017 沉浸学习

和 VR 教育应用国际研讨会”中的研

讨会成果， 作为全新丛书系列 Smart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ce 的第一

本出版。

导     读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混合现实在教育中的应用》

章节主题： 

第一章  介绍：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以及混合现实在教育中的应用（哈佛大学，美国）

第二章  通过沉浸式虚拟现实中的具身化进行内隐学习（巴塞罗那大学 , 西班牙）

第三章  沉浸式教学设计中的真实感（EnterpriseVR 公司）

第四章  社会交互的沉浸式力量 — 利用新媒体和技术通过社交沉浸感来促进学习（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 德国）

第五章  对沉浸式环境学习的评价（佛罗里达州大学 , 美国）

第六章 课堂上的沉浸式媒体基础设施（哈佛大学 , 美国）

第七章  虚拟现实在教育领域的潜力和趋势 — 近二十年来顶尖研究性学习的文献计量分析（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 中国）

第八章  虚拟现实，用于真实模拟的沉浸式媒介 — EcoMUVE 实例（哈佛大学 , 美国）

第九章 支持在混合现实环境中共创合作的系统（ 埃塞克斯大学 , 英国）

第十章 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和虚拟现实相结合的学习（麻省理工大学 , 美国）

第十一章 混合现实和媒体现实中的具身化教育 — VR 内容设计的一些结果和原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 美国）

第十二章 通过混合现实界面，让学生为未来学习做好准备（斯坦福大学 , 美国）

第十三章 结论：沉浸式学习研发的战略规划（哈佛大学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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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通过学术活动创造学术氛围

研究院通过各种讲座宣传研究成果

李国云老师做演讲

时  间 主讲人 题  目

8 月 11 日 李国云 普罗米休斯教育战略与产品定位

8 月 25 日 宫玉玲
庖丁解牛 带你轻松“玩转”千人大会
——会议组织实施的智慧

8 月 31 日 高媛 中国 OER 发展现状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活动名称 讲座人 题  目

7 月 1 日 武  汉 国际智慧教育协会（IAIED） 第 18 届智慧教育国际会议 黄荣怀 智慧学习引擎概念性框架

7 月 1 7 日 北  京 农教中心和研究院 教育与农村发展论坛 黄荣怀
新时期教育与农村发展的问
题与对策

8 月 5 日 福  建 网龙网络公司 高职院校虚拟现实教师培训 王    腾 虚拟现实课程设计

8 月 14 日 北  京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
同创新中心、剑桥大学心
理测量中心等

首届京师教育大数据挖掘与应
用年会

黄荣怀
Date-intens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A case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

8 月 18 日 甘  肃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
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信息时代教与学专业发展论坛 黄荣怀 教育技术学科的历史使命

9 月 18 日 斯洛文尼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斯洛
文尼亚政府

第二届世界 OER 大会 黄荣怀
中国 OER 支持性政策环境的
发展

9 月 18 日 斯洛文尼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斯洛
文尼亚政府

第二届世界 OER 大会 高    媛 中国 OER 发展现状

9 月 23 日 沈  阳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
展中心

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创新大会 曾海军
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智慧
教育”探索与实践

9 月 27~29 日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
& 德国 ICWE 公司

eLearning Africa 2017 黄荣怀
Deepen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on ICT in 
Education for SDG4

9 月 27~29 日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
& 德国 ICWE 公司

eLearning Africa 2017 黄佩鑫
Harnessing OER for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CT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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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风采

My research area of interest includes online learning, augmented 

reality, virtual reality, mathematics education, flipped classroom,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is great and people are kind and copperative. 

There are lots of opportunities for the young researchers to meet 

great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s like Prof. Mike Spector, Prof. Kinshuk 

and many more. You are always being motivated to acheive higher 

targets and accomplish quality research. It is a good and adventurous 

learning experince for me to be a part of SLI. 

目前主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信息化比较研究，九个人口大国（E-9）

教育信息化比较研究，以及学生信息素养（digital literacy）教育的相关研究。

研究院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与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合作的机会，还有一个强大

的国际专家团队，在研究院的博士后经历必将进一步拓宽我的研究视野，提升

从事研究的能力。 

目前主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信息化比较研究，九个人口大国（E-9）

教育信息化比较研究，以及学生信息素养（digital literacy）教育的相关研究。

研究院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与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合作的机会，还有一个强大

的国际专家团队，在研究院的博士后经历必将进一步拓宽我的研究视野，提升

从事研究的能力。 

在研究院先后接触了高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地平线报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等各项任务，感觉研究院平台高、视野广、资源丰富，从项目到成果，都处于

国内相关领域的领先水平。最重要的是，研究院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身边的

同事个个聪慧、勤奋又认真。能够来到研究院工作并结识这么多优秀的人是我

的幸运！

Kaushal Kumar Bhagat   
台湾师范大学博士

张慧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

陈潇  天津大学博士

白文倩  浙江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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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员工风采

曾就职于英国剑桥教育集团（Cambridge Education Group），深度参与由世界银行、英国

国际发展部（DFID）共同出资援助的中英西南基础教育项目（SBEP）、中英甘肃基础教育（GBEP）

等国家级重大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入职研究院以来，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感触最深的就是研究院各个部门之间高效率的共同协作机制以及扁平化、灵活的项目管理机制。

同时，部门高素质、高效率的 90 后小伙伴们给予我工作上极大的支持，我被她们年轻的活力、

深入的洞察力以及乐观的工作生活态度所感染、所鼓舞！

作为设计与学习实验室的一

员， 我 将 基 于 斯 坦 福 大 学

ME310 课程的知识和经验，

进一步推进创新设计教育体系

研究工作。研究院里舒适和谐

的环境，愉悦的工作氛围，都

让我专心并开心地投入研究工

作中。

深切感受到，研究院提供了

一个国际化平台，通过参与

ME310、OER 培 训、 京 师 智

学刊等项目，让我的组织能力、

协调能力、学习能力等都得到

了提升。此外，同事间相处融

洽，工作氛围和谐，大家互帮

互助，共同进步。

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的

一 员， 主 要 负 责 eLearning 

Africa 2017 大会筹备，以及

中国与俄罗斯高校合作项目。

与许多国外专家及学者建立了

沟通合作，希望未来可以给研

究院带来更多的国际间合作。

很喜欢在研究院的工作内容，

希望和研究院的同事共同学

习、共同成长。

入职以来，相继在项目孵化办

公室和院长办公室工作，由于

个人的国际商务专业背景，对

教育行业比较陌生，在未来的

日子里，我一定会继续秉承谦

虚学习的态度，积极努力工作，

从而能更好的为咱们研究院尽

一份绵薄之力。

姜   男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徐婧琦  
斯坦福大学硕士

谢   政  

伯明翰大学硕士

李至晟  

香港大学硕士

丁志强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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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领导的

关怀和同事的合作中不断提升

自己。在发挥自己语言优势的

同时，能通过调研工作训练自

己的逻辑思维能力，适应互联

网的趋势，让我非常满足。希

望以后继续努力，为研究院奉

献自己的力量。

入职研究院项目孵化部以来，

深切地感受到研究院高度的国

际化水平、人性化的管理体系、

和谐的工作氛围以及友好的同

事关系。很高兴能够加入智慧

学习研究院这个大家庭，希望

今后能够与同事们一起，最大

化发挥自己的所学所长，为研

究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入职以来，主要负责日常行政、

宣传事务以及一些项目的前期

调研工作，在每一份工作中都

不断学习和锻炼自己，培养自

己的细心和耐心，锻炼自己的

人际交往和言语表达能力。未

来的我会继续努力工作，与研

究院共同成长！

作为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的一

员，非常感激领导和同事们的

指引和帮助，每天都会接触到

新的内容，逐渐对教育和研究

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也是我人

生第一份正式工作，于我而言

意义非凡。

作为智慧城市与学习环境实验

室的一员，我感触最深的是研

究院的国际化——国际化的视

野与国际化的合作，让科研着

眼全球，起点更高；第二个印

象就是大家都很忙碌、充实，

层出不穷的研究报告、研究论

文和项目凝聚着各位专家老师

和团队的心血。希望努力为研

究院成长添砖加瓦。

入职以来，感受到研究院工作

环境非常好，同事们非常忙碌，

每天能接触到新的东西，学到

以前没学过的前沿技术。这些

经历，不仅让我学会了如何去

对待工作，并且对我自身的全

面提升非常有帮助。

成   倩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

靳荆荆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王   研  

首都师范大学学士

李政璇  
北京交通大学学士

陈   逸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雪   锋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我对人工智能的了解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我没有关

注新技术和新方法。我曾认为，一个智能教学系统，只有做到像优秀的人类

教师那样，在有意义的开放式讨论中参与学习，才可以称之为智能。到那时，

自然语言处理可能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现在我觉得，可以尽可能（或者不

A

人物专访

本期人物：Michael Spector 教授

曾 任 美 国 教 育 和 通 讯 技 术 协 会

(AECT) 主席；知名 SSCI 期刊《教

育技术研究与发展 (ETR&D)》主编；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信息学院学习

技术系教授；并主编教育技术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教育传播与技术研

究手册》

       通常来说，我先要了解什么是学习，即对某人（或一个团体、组织或系统）

的认知或其能做出的行为产生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变化。我从两个方面理解“深

度”。第一个维度是学习融入知识和行为的深度。例如，如果深度学习涉及

到评估对某事进行替代解释的能力，那么深度的问题就会涉及到该能力的使

用频度及其所能应用的话题和范围。如果这种能力很少被展现出来，或仅在

特定领域中得以展现，那么深度学习则不会像在多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那样深刻，对于普遍认为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议题往往更是如此。

深度学习指的是学习成为一种习惯性行为，并且在多种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

情况中展现出来。鉴于这种理解，我开始思考深度学习怎样能实现最好的发展。

因为深度学习与人们所说的思维习惯、智力习惯，或者逻辑推理相关，我认

为人们不会很快具备这种能力，也不会因为上了一两节大学水平的逻辑和论

证课就能掌握这种能力。相反，我认为，与深度学习相关的能力要经过多年

的积累，并且在儿童教育早期就应该得到培养。深度学习的发展过程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阶段：（1）养成对令人困惑的事物或新事物发问的习惯；（2）

考虑其他解释；（3）对支撑多种解释的证据进行验证；（4） 明确假设的可

能性，质疑假设的实用性；（5）识别与某解释不一致的地方；（6）暗示接

受某解释，使之清楚明白，或者还有更多。由此可见，一个人仅上一两节课

或者花一两年时间就想掌握这种能力是不可能的。

Q

Q

A      

我们了解到，您最近在施普林格出版社的一本书中发表了名为《以科技
促进并评估深度学习》的文章。深度学习现在已成为人工智能的热点话
题之一。因此，我们想了解您对“深度学习”的看法。

首先，您怎样看待“深度学习”？

第二，您认为，一般所说的“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深度学习”
有什么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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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技术领域，一贯模式是用新技术简单地取代 

以往的惯例。例如，在教室放一台电视机来取代老师的

授课，或者用智能板取代黑板。技术的可供性及特征与

其如何有效地促进学习之间有着潜在的相互关系。有时

候，这些可供性和特征需要教学法有所改变，以最大限

度地提高效率，但是这种变化会遇阻，经常难以为继（比

如当教师已经完全习惯现行教学模式时，对其进行全新

教学方法的培训）。

还有一种模式已被证明是没有成效的。这种模式期望新技

术一经引入，教与学便立即发生重大变化。这种事还从

未发生过。印刷机问世后，容易买到且价格合理的教科

书得以引入，之后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

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才得以实现。虽然变化的步伐加快，

但不能指望新技术在短时间内如魔法般不切实际地改变

教与学。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还需要在改善教与学和培

养人类逻辑推理能力方面做出大范围、持续性的努力。

A

张定文 供稿

能系统（1）能够为学习者获取大量数据，包括学习者的

兴趣、以往的学习成果、在多种学习任务中的兴趣和表

现；（2）能够挖掘这些数据，有助于确定条件以指导特

定学习的下一步操作；最重要的是（3）能够在这些数据

中确定可用来制定新规则或“如果……那么”表达的模型，

并将新规则和表达纳入系统的知识库或规则库中。当然，

我的理解也可能完全不对。

久将可能）让对话智能系统在有意义的开放式教育对话中

与学习者进行交流。

因为我对人工智能的了解不多，而且看法有些过时，我就

谈谈我所了解的，当今人工智能研究者对深度学习的看

法。首先，人工智能研究者所说的“深度学习”与认知心

理学家所说的“深度学习”有很大的区别。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我开发了 DEEP（增强解决问题的

动态评估）系统，该系统的主要构想是，试图了解一个人

在解决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时的想法，观察其如何表

现个人内部表征或心理状态。这里的“深度”基于一种想

法：认知心理学家（如肯尼思 • 克雷克、菲利普 • 约翰逊 •

莱尔德和诺伯特 • 塞尔）将一种心理模型（状态）假设为

自然发生但永久隐藏的心理结构。这种模型（状态）影响

着面对并有效应对新情况和新信息的能力。许多研究者（如

艾芬舍勒、皮尔内 • 达默、西尔、斯佩克特和王教授等人）

都在该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强调，让个体创

造关于如何将问题或问题解决空间概念化的外部表征十分

重要。

回到你的问题，关于我怎样看待这种深度学习与当前人工

智能研究者眼中深度学习的区别。我认为专家系统的基本

架构应类似于在早期生产或基于规则的系统中所使用的架

构。该系统通常包括许多以“如果……那么”句式表达的

规则，一般形式为“如果条件 X 存在，那么就进行 Y 操作”。

如果它是一个智能教学系统，“Y 操作”可能意味着给学

习者上一堂短暂的辅导课，或者举一个详细的例子，抑或

提出一个稍微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那么”的表

达可被视为规则，该句式构成了可嵌入系统的知识。系统

能够检测到的条件类似于现在通过多种学习环境收集到的

数据。我简单的理解是，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现代人工智

Q 第三，人工智能如何支持现阶段或未来的深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