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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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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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验室”揭幕

人工智能与教育学术沙龙

智能技术支持学习环境及应用学术沙龙

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与企业协同发展研讨会

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教育机器人发展战略研讨会

创新设计专家研讨会

互联网教育产品发展专家研讨会

“设计与学习”高校联合课程开课

研究院员工开展各类活动

第十一届国际认知负荷理论大会成功召开

刘德建院长一行访问塞尔维亚

联席院长出访印度出席第十八届 IEEE 高级学习技术国际会议

黄院长出席 2018 教育媒体国际会议

黄院长出席 2018 都江堰国际论坛

“新兴信息技术下的教育产业转变”在线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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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6 日，第十一届国际认知负荷理论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拉开帷幕，大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认知负荷理论协会联

合发起，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承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部联合协办。大会分三天举行，共设置 4

个特邀报告，9 场学术报告，1 场海报展，来自国内外教育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领域优秀人才约 100 人汇聚一堂，围绕智慧学习

环境下的认知负荷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认知负荷理论创始人及国际认知负荷理论协会荣誉主席 John Sweller、协会执行主席刘子健、研究院院长黄荣怀出席会

议并致辞。大会不仅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更加强了国内外学者之间的情感联系，为今后学者们在探索智慧学习

环境中如何合理配置媒体资源、善用技术工具、有效设计教学策略、最大限度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促进高级教学目标的实现

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  Jan L. Plass

德国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教授 Detlev Leutner

国际认知负荷理论协会荣誉主席 John Sweller 刘子健主席为黄院长颁发感谢状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部长 刘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Chee-Kit Looi

2018年・秋季刊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 Jan L.Plass 分享了题为“Cognitive Load Theory - Challenges and Next Steps”的报告、北京师

范大学心理学部部长刘嘉带来了题为“Effective learning and Brain Plasticity”的报告、德国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教授

Detlev Leutner 分享了题为“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Transfer of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and Skills”的报告、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Chee-Kit Looi 带来了题为“When Mobile Learning meets Cognitive Load Theory”的报告。

第十一届
国际认知负荷理论大会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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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国家的四十余位作者就自己在认知负荷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做了精彩报告，并就研究问题与领域专家展开了热烈

探讨。大会还确定了下届会议将于 2019 年 6 月 17-19 日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举办。 

双方会晤 刘院长与 Bojan Lalic 教授交流

刘德建院长一行访问塞尔维亚
7 月 14-19 日，刘德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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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继 5 月 29 日诺维萨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网龙网络有限

公司签署“教育信息化合作伙伴项目”合作备忘录之后首次正式

访问塞尔维亚。

刘院长一行参观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大学、诺维萨德大学两所知

名学府，与相关的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外还参观了 Milan 

Petrović 特殊教育学校、Laza Kostic 中学等多所教育机构，较

为深入地了解了塞尔维亚的教育信息化现状和需求。 刘院长与 Nenad Popovic 部长

2018年・秋季刊专题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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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两位联席院长一行赴印度出席第十八届 IEEE 高级学

习 技 术 国 际 会 议（ICALT 2018）， 黄 荣 怀 院 长 任 本 届 大 会 主

席， 刘 德 建 院 长 受 邀 发 表 了 题 为《Interaction and Engagement in 

Educ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s》的主旨报告。 

ICALT 大会是全球公认的教育技术领域学术质量最高的会议之一。本届大

会在印度理工大学孟买分校（IITB）举行，汇集众多当前和未来教育科技

界的杰出人物，分享关于全球变革性学习科技的思考和探索。

大会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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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建院长做主旨报告

刘院长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做分享

参观 Milan Petrović 特殊教育学校

访问诺维萨德大学 e-Learning Lab 访问诺维萨德大学生物传感学院

访问贝尔格莱德大学电工学院

参观 Laza Kostic 中学

出席第十八届 IEEE 高级学习技术国际会议

联席院长出访印度

与印度理工大学孟买分校校长会谈 与印度理工大学孟买分校代表团合影

2018年・秋季刊专题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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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院长出席 2018 教育媒体国际会议

黄院长出席 2018 都江堰国际论坛

8 月 16-18 日，黄院长出席在韩国忠北大学举办的 2018 教育媒体国际会议，应邀在会议上作了题为 A New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主题报告，与国际的学者和研究员进行多方交流。

黄院长作主题报告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秦昌威

大会嘉宾合影

黄院长作报告

8 月 30 日，2018 都江堰国际论坛召开，论坛以“2030 年教育背景下的城乡教育统筹发展”为主题，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秦昌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展涛、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教育

处处长遇晓萍、教育部基教司德育与校外工作处处长朱东斌等多位专家领导出席。黄院长出席论坛并作了题为“从信息社会的‘数

字化’到‘数字化生存’”的报告。

9 月 25-28 日，研究院举办了以“新兴信息技术下的教育产业转变”为主题的在线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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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行业中，如何实现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有效结合应用”“在不同的教育分支中，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进

行智慧教育”等话题展开了讨论，10 个国家的与会者与专家在线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与互动。

在线研讨会召开

“新兴信息技术下的教育产业转变”

2018年・秋季刊专题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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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室基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物联网、脑科学等新兴技术，是一个集课程资源、教学平台、实训项目和虚

拟体验为一体的智慧教育解决方案，将服务于学校，乃至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教学、STEAM 教育和教师新技术能力培训。

实验室的落成是对国务院人工智能战略的响应，也将成为雄安智慧教育的组成部分。

“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验室”揭幕
9 月 14 日，由研究院和百度教育联合建立的 " 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 " 落成典礼在雄县白洋淀高级中学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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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黄荣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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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合作的三方将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探索雄安新区智慧教育

发展的新路径，以期对雄安智慧教育，乃至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黄院长讲话 百度副总裁赵承

2018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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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教育学术沙龙
7 月 18 日， “人工智能与教育学术沙龙”在研究院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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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陈丽副校长、教育学部朱旭东部长、余胜泉教授、郑永和教授、李艳燕教

授等出席，围绕“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展开对话，50 多名师生参与了沙龙。

康奈尔大学教授 John E. Hopcroft

沙龙嘉宾合影 沙龙嘉宾合影

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Thomas Dana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陈丽 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傅丹灵

智能技术支持学习环境及应用学术沙龙
9 月 1 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学习环境及应用学术沙龙”在研究院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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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郑勤华教授作了学术报告，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师生以及相关教育企业代表参加了沙龙。

2018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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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与企业协同发展研讨会

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教育机器人发展战略研讨会 互联网教育产品发展专家研讨会

7 月 13 日，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多位高校专家以及新东方教育集团、伟东云教育集团、科大

讯飞等十余家教育企业出席研讨会，会议就“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企业与政府、高校、中小学校协同机制共建”等

议题进行了探讨。

7 月 23 日，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珠珠等专家出席研讨会，就教育机器人发展战略目标、方向、

路径和行动策略等展开深入研讨，探索全球教育机器人联盟的运行方式。

9 月 18 日，来自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国教育装备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机构的领导专家出席研讨会，探讨了“2018 互联网教育产品发展指数报告”的相关学术问题。

智能技术支持学习环境及应用学术沙龙
9 月 12 日，中央美术学院动画系教研室主任黄汇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副教授崔笑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设计专业副教授李嫣、等多位艺术设计领域的专家齐聚研究院，探讨了如何将设计与科技、艺术融合，产出更

好的产品，为社会服务。

2018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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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员工开展各类活动“设计与学习”高校联合课程开课
9 月，“设计与学习”高校联合课程开课，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深圳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共 10 所高校的 50 名硕士研究生报名参与学习，

两位联席院长担任主讲教师。

课程融合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的设计思维培养方法以及网龙网络公司实践经验沉淀的设计方法论理念及工

具，帮助学生通过真实的教育产品设计项目来掌握设计理念和方法。

黄院长授课中

创新设计方法论培训

（7 月 13 日）

研究院中秋节午餐会

（9 月 20 日）

教育机器人白皮书研讨

（8 月 29 日）

Python 编程培训

（9 月 29 日）

2018年・秋季刊重要活动 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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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外国语大学专家组参访
（ 2018 年 7 月 4 日）

商务部培训班非洲学员（Chad）参访
（ 2018 年 7 月 23 日）

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外专组参访
（2018 年 9 月 3 日）

北师大教育学部首届高中生夏令营参访
（ 2018 年 7 月 19 日）

合肥市高中信息化领导力专题培训团参访
（2018 年 8 月 9 日）

认知负荷大会专家组参访
（2018 年 9 月 4 日）

各类专家和团体访问研究院

研究院的核心研究目标之一就是研究学校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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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白皮书》，从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视角全面解读了智慧学习和智慧学习环境，在国内各行政区域采集基础

数据信息，监控智慧学习环境领域发展状态、广泛开展产业调查，通过真实的数据反映了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的发

展水平。

而《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致力于编制和构建一套可类比、前瞻性、富有拓展性和可操作性的智慧

学习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全国各省市的智慧学习现状进行评测，形成基本判断和研究报告，为优化教育决策、

改善教学质量、均衡教学资源、提升就业水平等提供智力支持。

导     读

智慧学习环境系列研究报告

《2015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

《2016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

《2016 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

2018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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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高等教育“创新设计课程建设”专家研讨会在研究院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教学研究室主任吴博、

北京数字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马云飞、中国传媒大学副院长任锦鸾、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程九军、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牟焕

森等专家学者出席，围绕如何建设具有自主特色的创新设计课程展开研讨。

高等教育“创新设计课程建设”专家研讨会

董志成 供稿

研究院项目动态

2018 年

2018 年 8 月，受苹果公司委托，对《人人能创造》课程进行

解读并做中国化课程开发，为中国学生创造力培育提供课程支

持。预计，相关的课程方案、课程内容、课程资源、案例等将于 12 月

底完成。

7 月 11 日，智慧教育示范区培育行动方案研讨会

在研究院召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李

家永、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陈庚等专家学者出席，围绕智慧

教育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

《人人能创造》课程开发项目

智慧教育示范区培育行动方案研讨会

北京市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调研项目

2018 年 9 月，受北京市教委委托，为北京市 16 个区域、1000 多所中小学、38 所高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做评估调研，

项目组从基础设施、资源应用、管理信息化、保障措施四个方面展开工作，目前已完成调研报告初稿，预计 10 月底完成

报告定稿。

王永忠  供稿

曾海军  供稿

王永忠  供稿

8 月 22 日，雄安新区雄县教育局局长赵勇鸿、雄安

新区雄县白洋淀高级中学校长肖荣学一行与研究院的

相关领导共同探讨智慧教育在雄安新区的发展与规划，为

解决雄安新区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合理化

建议。

继 4 月 -6 月在雄安新区的雄安三小、雄安明珠小学、

雄安容城中学举办了 3 场针对教师的创新设计方法论

之后，研究院设计与学习实验室又受邀到了雄县职教中心，

130 多名教师参加了培训。

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验室事宜研讨会

雄县职教中心创新设计方法论培训

董志成  供稿

董志成  供稿

2018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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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心的项目管理方式与一般的项目管理概念可能不同。准确来说，

我们主要采用项目负责制，每位同学基本都是项目负责人，负责不同的项目，

根据项目体量大小、项目周期及复杂程度等因素进行分配和调整。

每位项目负责人又有多重角色。首先，每位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管理人员，负

责制定相关的里程碑事件、制定时间表、组织各种会议或活动、与委托方对

接沟通等常规工作。同时，每位项目负责人也是项目实施过程的中坚力量，

A

       研究院对信息化教学研究中心的定位是通过探索并实验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推广研究院智慧学习解决方案，旨在推

动并服务于研究院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成果的产业转化。依托研究院的专业

科研优势及专家资源优势，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流程，探索实践区域信息

化建设模式与路径，为全国多个地区开展区域性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规划、

咨询与服务。

依据中心定位，我们的工作以外部委托或合作共建项目为主，为区域提供教

育信息化相关的支持服务，所以团队绩效与项目推进实施及项目成果息息相

关，绩效指标都是可量化的。一般来说，每个项目都有约定的合同期限，需

要按照约定为项目制定可行性方案，明确项目的里程碑事件以及每个里程碑

事件的执行周期，并严格按时间表执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财务

管理要求，制定项目预算表，并按时提交项目预算执行报告，合理分配各项

支出，在项目预算内高质量的完成委托方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预算前提下，

优质高效地完成项目目标，给委托方一份满意的答卷，是我和我的团队一直

在努力践行的。

Q

Q

A      

您所负责的信息化教学研究中心，在研究院承担着什么样的使命？中心
的目标和绩效是什么？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您认为中心项目管理的有效方式有哪些？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分享给研
究院其他部门？

       黄院长一直引用柳传志先生的“搭班子、定战略、

带队伍”九字箴言来分享团队管理心得，作为这个中心的

负责人，我在团队建设过程中也一直秉承这九字箴言。目

前，中心有 6 位同学，5 位研究生（包括在读）中有 4 位

来自于北师大，其中 3 位是教育技术专业毕业的，有 3 位

同学具有丰富的一线教学工作经验，基本保证了我们团队

的专业能力。团队的同学们都有着较高的职业素养和敬业

精神，相互尊重、团结和谐，并且拥有一定过的教育情怀，

这都是我们中心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

中心发展三年以来，我们聚焦一线教育教学主阵地，在“区

域性教育信息化研究与实践”“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研究与实践”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截至目前，

我们已为浙江宁波、内蒙包头、山东青岛、北京平谷等

多个试验区提供市级教育信息化专项规划和评估咨询，

为贵州福泉、甘肃庆阳等多个试验区及实验校提供校长

信息化领导力专业培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以及信息技

A

必须具备足够的教育信息化相关的专业知识，有能力参与

需求分析、专家研讨甚至内容撰写等环节。另外，每位项

目负责人也是其他项目的成员之一，在其他项目中要承担

部分项目实施的工作，完成相应的工作量。

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中心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工作模式：

以项目制来统一部署，借助外部专家来进行专业引领、顶

层设计，积极发挥团队自身的优势来推进工作。这种工作

模式正是研究院所倡导的“项目管理扁平化”的有效尝试。

Q 中心发展三年以来，最大的成果或经验有哪些？未
来的挑战在哪里？

术支持下翻转课堂、项目制学习等教学模式的专业指导。

其中，在甘肃庆阳实施的“智慧云教育”项目，开展了

101 智慧课堂、iPad 平板教学、STEAM 教育等多项研究，

推动了试验区的教育均衡发展。

未来，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指导下，我们

将与更多试验区进行合作，继续探索并开展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与实践，继续推进新技术形态

下的教学研究和实践，继续探索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路径和策略，助力我国教育精准扶贫，为“提高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公平”贡献一份力量。本期人物：王永忠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信息

化教学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带领团

队为宁波、包头、平谷、青岛等地

完成了规划或评估报告，建设了 10
余个教育信息化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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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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简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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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