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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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58807219
邮箱： smartlearning@bnu.edu.cn
网址： http://sli.bnu.edu.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京师科技大厦 A 座 12 层，100082

HTTP://SLI.BNU.EDU.CN北师大智慧学习研究院

宣传彩页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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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w Frontier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丛书主编 : Zhongying Shi, Ronghuai Huang, Zuoyu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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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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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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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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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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设计 48H 晋级赛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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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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10-15

2019 北师大“一带一路”夏季研修项目圆满成功

2019 知识科学国际课程开课

2019 设计与学习课程开课

合作交流 16

项目动态 17-19

好书好文 20-21

人物专访 22-23

本期人物：周伟

黄荣怀等：
面向智能教育的三个基本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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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
在京发布

导读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颁布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战略部署的背景下，将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运用于教育领域

的实践探索越来越多。《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强调“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要加 强智能教学助手、

教育机器人、智能学伴、语言文字信息化等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教育机器人作为机器人应用 于教育领域

的代表，将成为智慧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在研究院发布的《2016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通过各类资料的采集、汇总、分析及比较，为学术界、教育界、产业界提供全面了解教育机器人学术研

究成果、产业现状及趋势、教育应用情况的报告。

8 月 23 日，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与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在 2019 世界机器人

大会上联合发布了《2019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副院长曾海军代表项目团队介绍了白皮书的研究框架和主要观点。以期为未来的教育机

器人发展指明可能的趋势，为一线教师、教育政策制定者以及想要进军教育机器人产业的企业提供参考信息。

2019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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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分析了近 5 年教育机器人的研究热点，归纳了教育机器人的 17 种角色和 12 类应用情境，提出了 4 个维度、

5 个层级的产品分析框架，获取了 7 类视角下 9 类人群对教育机器人的需求，总结了 3 项关键技术和主流设计思路，

整理了 7 层产业链框架，并预估至 2023 年教育机器人市场模型将达到 841 亿美元。

12 类教育机器人产品应用情境

10

图 2-2 十二类教育机器人产品应用情境

从市场发展现状来看，首先，教育机器人产品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学校场域中使用，如家庭中的智能玩具、儿

童娱乐教育同伴、家庭智能助理；学校一般教室与专用教室的远程控制机器人、STEAM 教具；专用教室或培训机

构的自闭症特殊教育机器人。其次，部分产品仍处于概念性阶段，如课堂机器人助教、机器人“教师”，这类产

品的功能设计仍需要市场的验证。再次，公共场所的教育机器人产品主要涉及安全教育功能。最后，专业培训上

的教育机器人发展显示教育机器人应用在各领域的潜力，如工业制造培训、手术医疗培训、复健看护等。

本白皮书以市场分析框架为基础，分析来自全球市场的 40 个产品，并依据产品的使用场域及扮演角色，整合

出目前全球市场上 12 类产品应用情境，如表 2-4 所示。

编号 产品类型 说明 产品案例

1
课堂助教

机器人

课堂助教机器人主要用于协助教师完成课堂辅

助性或重复性的工作，协助教师完成演示实验等任

务。

“未来教师”教育机器人

2
特殊教育

机器人

特殊教育机器人是针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使用

者设计的，可以有效改善他们的社交与行为能力。

Milo

QTrobot

ASKNAO

3
医疗手术培训

机器人

医疗手术培训机器人本质上是适用于某些外科

手术的机器人，也可用于外科医生的培训。

智医助理

达芬奇

表 2-4 十二种产品类型应用情况

幼儿

个人携带

家庭空间

学校一般
教室

学校专用
教室

学校公用
空间

校外培训
机构

专业培训
场所

社会公共
场所

小学生

适用对象

中学生 大学生 成人 老人

智能玩具

儿童娱乐教育同伴

家庭智能助理

课堂机器人“助教”

机器人“教师”

远程控制机器人

特殊教育机器人

STEM 教具

特殊教育机器人

复健看护

手术医疗培训

工业制造培训

应
用
场
域

安全教育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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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器人产业链框架图

专用教育机器人的探索之路

教育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相比，在形态、构成和功能上更加复杂，加之发展时间较短，仍然处于早期的创业探索阶段，

教育机器人的 7 层产业链中的企业并非严格的上下游关系，部分企业同时具备多种角色。

在教育机器人的 7 层产业链框架中，“AI 芯片制造商”提供机器人所需的人工智能芯片，这是实现机器人智能的基础；

“硬件制造商”提供组成机器人的主板、控制板、舵机、传感器、通讯模块、底盘移动机构、电源等各种零部件的制造、

组装及测试；“系统平台开发商”开发与管理软、硬件资源的系统平台，提供人机互动最重要的自然用户接口（Natural 

User Interface，简称 NUI）；“应用服务提供商”基于系统平台，开发包括教与学课程在内的各种教育服务功能软件，

并由“内容供应商”提供教与学过程中所需的内容；“系统集成商”负责将市场需求与软、硬件功能整合成一个最终

产品；“渠道商”通过各式实体与虚拟销售渠道，将产品传递到最终消费者或使用者。

22

本白皮书通过调研教育机器人产业相关的厂商现状，针对教育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成熟发展的平

板电脑产业链为参考，提出了教育机器人的 7 层产业链框架图，如图 5-1 所示。

教育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相比，在形态、构成和功能上更加复杂，加之发展时间较短，仍然处于早期的创业

探索阶段，教育机器人的 7 层产业链中的企业并非严格的上下游关系，部分企业同时具备多种角色。

在教育机器人的 7 层产业链框架中，“AI 芯片制造商”提供机器人所需的人工智能芯片，这是实现机器人智

能的基础；“硬件制造商”提供组成机器人的主板、控制板、舵机、传感器、通讯模块、底盘移动机构、电源等

各种零部件的制造、组装及测试；“系统平台开发商”开发与管理软、硬件资源的系统平台，提供人机互动最重

要的自然用户接口（Natural User Interface，简称 NUI）；“应用服务提供商”基于系统平台，开发包括教与学

课程在内的各种教育服务功能软件，并由“内容供应商”提供教与学过程中所需的内容；“系统集成商”负责将

市场需求与软、硬件功能整合成一个最终产品；“渠道商”通过各式实体与虚拟销售渠道，将产品传递到最终消

费者或使用者。

5.1 教育机器人产业链框架

图 5-1 教育机器人产业链框架图

AI 芯片制造商

硬件制造商

系统平台开发商

应用服务提供商

内容供应商

系统集成商

渠道商

FPGA ASICGPU

整机

操作系统

教育机器人专属应用程序

人工智能

通用数字教育内容教育机器人专属内容

完整机器人 机器人套件

教育培训机构 实体零售店 众筹 电子商务 自主销售

人机交互

通用应用程序

标准模块/零件 定制模块/零件

自主设计 /开发

定制开发

自主设计 /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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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器人发展的核心观点

统计发现，美国、欧洲（英、法、意）是教育机器人学术研究的主要地区，研究聚焦于教育机器人的本体、

教学角色及影响、教学实践、设计及应用情境五个方面，机器人对 STEAM、语言教育、身心障碍治疗的

价值和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受到学界更多关注。

1

教育用户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对教育机器人的需求广泛且不同。从应用场域来看，适用于家庭的需求明显

多于适用于学校的需求；从功能效用来看，辅助于语言教育和机器人教育的需求占比较大；从适用对象

来看，面向于学生的需求高于面向其他群体的需求。

2

教育机器人的设计应以需求分析为基础，以智能化为着力点，既要满足用户的主观需求，强化自然人机

交互体验，又要对用户需求保持理性判断。3

人机交互、机器视觉、情境感知是教育机器人研究中需大力发展的三大关键技术；教育机器人本机智能

与云端智能设计的结合将为提升感知与交互能力提供新思路。此外，教育机器人还应发展更多的教育适

用性，提高教育服务的胜任力。

4

教育机器人的终端消费市场在迅速扩展，教育机器人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期。专用型产品研发和推广的

思路逐步形成，将成为系统集成商的蓝海市场；细分领域有望成为未来教育机器人市场的主要发展方向。5

教育机器人市场将形成服务型生态系统圈。与智能手机发展历程相似，以教育机器人操作系统和开放的

SDK 或 API 服务吸引软件开发商的加入，形成从硬件集成到软件开发再到各种教学服务的一整套服务体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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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育的制度、政策与伦理论坛在人工
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成功举办

2019 年 8 月 1 日 -2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科大讯飞联合举办的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召开。其中由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和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承办的分论坛

四“人工智能教育的制度、政策与伦理”于 8 月 2 日上午在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本论坛聚焦于人工智能教育制度、政策以及伦理等问题，探讨当前人工智能教育在这几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发展建

议。论坛分为人工智能教育专题报告和人工智能教育的制度、政策与伦理专题讨论两个环节。

本论坛的成功举办，厘清了人工智能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以及明确应对策略，强调了伦理道德、数据安全等问

题，并展望了人工智能教育的未来应用场景，从而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创新。

与会部分嘉宾合影

黄荣怀教授作主题报告董奇校长作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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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育的制度、政策与伦理”论坛嘉宾合影

“人工智能教育的制度、政策与伦理”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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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信息技术发展与教育形态变革》

王振强    
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信息技术教
研室主任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现状问题与思考》

肖广德  
河北大学副教授

《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中关于人工智能的内容要求》

熊立  
网龙网络公司 CEO

《探索 AI+ 教育 寻求个性化教育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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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伦理教育》

樊磊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人工智能教育的伦理问题：挑战与对策》

毛澄洁
北京景山学校教师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课堂教学——无人驾驶课程的实践
与反思》

王卓 
讯飞教育事业群副总裁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实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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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师大“一带一路”夏季研修项目圆满
成功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北京市建设“四个中心”的总体部署，推动“一带一路”国家高端人才

培养和相关学科建设，北京市教委、市财政局设立了“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该基地由

北京市教委在参选院校中进行评选，选拔并资助“一带一路”国家高层次人才来京参加学习培训和文化交流。以项目

为框架，在 2018 北师大“一带一路”冬季研修项目的基础上，北师大智慧学习研究院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 -21 日组

织了以“聚焦中国未来教育：创新、设计与科技”为主题的 2019 北师大“一带一路”夏季研修项目并获得圆满成功。

本次研修项目主要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管理者和教育研究者，以北师大的优势特色课程——“互联网 +”时

代的设计方法论为核心培训课程，并辅以实地调研、经验分享等多种学习交流方式，以期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推动中

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创新教育发展。来自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爱沙尼亚、马其顿、波兰、俄罗斯、

蒙古、柬埔寨、巴基斯坦、菲律宾、缅甸、孟加拉 13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 24 名学员积极参加了项目培训、参观

交流活动，其中包括匈牙利创新科技部信息社会发展司司长、马其顿政府副总理内阁顾问、爱沙尼亚教育信息技术基

金会（HITSA）项目经理、保加利亚索菲亚 "Todor-Minkov" 创新小学教育顾问、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兼职讲师、

各国当地中小学教学主管及教师、教育学及语言学方向博士生等。

2019 北师大“一带一路”夏季研修项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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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国际处副处长肖凯，北师大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首席战略官郑永和教授分别致开幕词及

欢迎词，2019 北师大“一带一路”夏季研修项目正式开启。

学员们还先后参访了众多人文科教单位，近距离、多角度地了解和感受了中国信息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在结业仪式

上，黄院长为培训作总结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处副处长肖凯

参访北京王府学校

参观国家图书馆

北师大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首席战略官郑永和教授

参访唐风国际教育集团总部

黄院长为项目作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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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知识科学国际课程开课

该课程以 Cognitive Science, Psychology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等为主题，适用于计算机科学、心理

学、教育技术学、信息科学等相关专业。黄荣怀教授担任主讲教师。本学期开课后，先后邀请到清华大学的

许斌副教授、印度理工大学的 Kaushal Kumar Bhagat 助理教授、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兼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

胡祥恩教授等参与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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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斌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博士生导师，曾任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副院长，中国
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应用专委会主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言与知识计算专委会副秘书
长。
报告题目：如何让计算机拥有知识——知识图谱构建

胡祥恩
美国孟菲斯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心理学系、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教授、院长，中国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报告题目：会话智能辅导系统的编写、布局和数据分析

Kaushal Kumar Bhagat
印度理工学院 (IIT) 教育技术中心副教授，2016 年 9 月在台湾师范大学获科学教育博士
学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黄荣怀教授科研团队作为博士后工作人员工作
两年，发表多篇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被授予 NTNU 国际杰出成就奖、2017 年 IEEE 
TCLT 青年研究员奖等。研究领域包括：在线学习、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数学教育等。

报告题目：增强下一代科学学习的各项新兴技术

国际专家远程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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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设计与学习课程开课

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剧，如何发展创新经济，把握全球发展态势，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已经成为

未来教育面临的重点课题。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与合作精神的高端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北京师范大

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推出“设计与学习”创新设计品牌课程，该课程结合网龙网络公司等多家企业的设计经验，讲授设

计思维理念并实操体验，帮助学生提高合作学习能力、创新设计能力、项目管理能力，以及运用设计思维解决具体问

题的能力，从而达成培育创新人才，推动未来教育发展的愿景。

该课程 2017-2018 年两度在北师大开课。本学期课程，由黄荣怀教授、刘德建博士、年智英博士、张定文博士等共同授课，

并定期邀请设计领域的重量级专家亲临授课现场，为同学们带来精彩的讲座。

课程采取项目制学习方式，由 32 小时线上直播课和 16+ 小时线下指导（同步直播）（上海、福州、西安、杭州、重庆、

武汉、徐州、兰州、深圳）组成。导师团队全方位在线指导 ，助教团队 360°辅助教学，最终产出设计教育产品原型，

举办优秀作品展示和竞赛评比活动。

设计方法论课程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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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智英博士讲授“设计方法论”相关理论

张定文博士讲授“教学设计与学习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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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院长出席巴西举行的 IEEE ICALT 2019 并发表演讲

（ 2019 年 7 月 12 日）

黄院长参加曼谷举行的 SEAMEO CDM 2019 并发表演讲

（2019 年 8 月 8 日）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ummer School 

参观接待

（ 2019 年 7 月 8 日）

宁夏电信领导参访

（ 2019 年 7 月 10 日）

 

深圳外国语参观

（2019 年 7 月 16 日） 

 国家会计学院来参访

（ 2019 年 7 月 31 日）

 校长培训团参访

（ 2019 年 8 月 22 日）

Richard 外籍教授参访

( 2019 年 9 月 6 日）

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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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

此次大赛由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和北京师范大学

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承办。旨

在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大学生共同思考未来教育形态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活动由创新设计教育主题论坛、“一

带一路”教育设计大赛、学术沙龙等一系列活动组成。目前，

大赛招募工作全面开展，项目组出访塞尔维亚、突尼斯对

接比赛相关工作。

年智英供稿

2019 全球未来教育设计大赛

项目组举行了“课堂行为智能分析技术”研讨会，完成了“面向智慧学习环境的课堂行为调查”的线上调研

问卷编制和专家论证，先后在北京星火小学、北京市第十一学校、北大附小等多所学校对“学校管理者、教师、

学生”三份问卷进行了预测，并与师生开展访谈，广泛征询建议，目前已经完成问卷修订完善工作，预计 10 月份组

织实施线上调研工作。

王永忠供稿

信息化课堂行为调查项目

课堂行为智能分析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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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对接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和雄

县、容城、安新三县教育信息化负责人员，

就目前三县的教育信息化基础和智慧教育需求进行了

调研，同步开展文献、政策、数据等研究工作，已经

进入方案的实际撰写阶段。同时积极对接社会资源，

为雄安新区智慧教育建设提供支持。

焦艳丽 供稿

雄安新区智慧教育专项规划项目

本项目旨在探索开发针对初高中学生和教师开展人工智能教学所需的教学活动及配套软硬件，帮助教师顺利

开展人工智能教学，帮助学生学习了解人工智能相关知识。新学期伊始，研究院教育机器人工程中心项目团

队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开展课程试讲，反响热烈。

 任众 供稿

人工智能教学活动设计及配套资源研发项目 

人工智能教学活动授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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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智慧教育五年规划项目组对武侯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现状进行基线调研工作。线上调研于 9 月

中旬开始，周期为一个月，样本覆盖武侯各级各类学校校长、信息化管理者、教师和学生 4 个群体；线下调

研于为期 10 天，共调研 14 所学校，占武侯各级各类学校的 18%，覆盖成都市现代教育技术示范校、成都市数字学校、

武侯区未来学校、信息化建设薄弱校及普通中小学校；同时开展了对武侯教科院相关科室的调研工作。

王永忠 供稿

试验区 / 校项目

通过将“设计与学习”课程中相关资源生产相关成果出版发行，以便“设计与学习”课程以及该课程的相关

成果能够在更多的高校应用和推广，使更多学生从中受益，同时也可进一步提升“设计方法论”在高校及设

计领域的影响力。目前完成书稿第一、二章的写作；刘德建院长微课的多语种翻译工作也将于近期完成。

年智英  供稿

《设计方法论》书籍出版

项目组目前完成 “智慧教育示范区”工作时间表（2019-2020 年度）、 “智慧教育示范区”绩效评价指标（草

稿）、关于报送“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电子工作简报等项目资料的撰写工作；搭建“智慧教育示范区”

创建项目网站；建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微信公众号。

 靳荆荆 供稿

“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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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怀等：面向智能教育的三个基本计算问题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技术正在推动整个社会转型，人类社会将迎来人机协同、跨界

融合、共创分享为特征的智能时代，人们期待教育发生系统变革，向“智能教育”转型

和演进。本文首先论述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包括：1）社会信息化正“倒逼”

学校课堂教学改革，2）课堂改革的困境期待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3）以人工智

能为支撑的智能技术被期待以破解课堂教学改革困境；4）智能教育作为未来教育的基

本特征正逐渐形成共识。在综合分析当前教育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智能教育关键特征

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智能教育的三个基本计算问题，即认知计算、行为计算和环境计算，

并深度剖析了面向学习绩效提升的认知计算、面向教学过程重构的行为计算和面向学习

环境优化的环境计算的缘起及待研究的问题。文章最后提出了融合认知计算、行为计算、

环境计算的“计算教育学”要素模型，期待人们对面向智能教育的基本计算问题展开广

泛而深入的研究，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共存共生，推动教育变革健康有序和促进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

智能教育；认知计算；行为计算；环境计算；计算教育学；人工智能

黄荣怀、周伟、 杜静、 孙飞鹏、王欢欢、曾海军、 刘德建

好书好文

摘要

关键词

作者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智能教育

习近平在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

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新华网，

2019）。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必将引发新一轮教育变革，推动人类教育向“智能教育”阶段转型和演进。

 

二、智能教育的服务与计算

教学服务指通过教育教学及其他活动而使“教育对象”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行为，包含教育公共服务和教育服务

产业。未来教育的教育供给、教育评价和教育教学环境等都需要智能技术提供服务与支撑。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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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学习绩效提升的认知计算

学习绩效包括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两个层面的含义。从计算机辅助教学到智能教学系统，业界通过探索技术与教育融

合的方法提升学习绩效。

 

四、面向教学过程重构的行为计算

计算行为科学与教育结合，为学习活动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形成基于学习活动的教学行为计算框架。学习

活动分析的自动化使重构和优化教学过程成为可能。

 

五、面向学习环境优化的环境计算

研究学习环境计算问题，构建学习情境模型，对学习环境的设计与优化，并形成整合学习情境的自适应学习支持与服

务尤为重要。

 

六、结语

各领域研究者应推动教育学、信息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教育领域的基本计算问题，即学

习过程的认知计算、教学行为计算和学习环境计算，也是“计算教育学”需要关注的要素。

图 1 不同领域专家视角下的智能教学系统模型

图 2 基于学习活动的教学行为计算框架 图 3 “计算教育学”要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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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本期人物：周伟

北京师范大学 2017 级
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

Q

Q

我于 2017 年考取教育技术学专业成为黄荣怀老师的博士研究
生而加入研究院，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与教育、智慧学习环境。

工作内容为支持研究院各类项目的信息系统的构建与开发，发表学
术论文 3 篇，申请软件著作权 8 项。我参与第一个项目是场馆智慧
学习发展报告，对中国场馆智慧学习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
究。在该研究工作中，我主要负责场馆智慧学习环境平台的研发工作，
为研究提供数据采集、数据加工、数据分析及数据可视化功能，并
申请了第一项软件著作权《场馆智慧学习环境平台》。在参与该项
目的过程中了解到研究院常基于 WIFI 平台用德尔菲法进行调研工作。
WIFI 平台有协同编辑优点，然而有需要特殊的标记语言、专家产生
知识未结构化、专家回答需要手工标注、不能判断专家对材料的阅
读情况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为了降低专家使用平台的认识负荷，
提高专家协同知识建构的工作效率，减少项目组前期维护平台基本
数据和后期数据加工的工作量，我开发了德尔菲法研究平台。其后
开发了唐诗别苑、学习资源共享认证平台、教育资源标准管理平台、
河北雄安新区教育发展数据平台、未来教育技术实验室设备选型平
台及汉语二语自适应测试平台等支持项目研究的信息系统。

在接触的计算机早期认真练习了指法，有相当快的打字速度，
培养了浓厚的兴趣。我接触计算机可远至 90 年代中期的 586

计算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DOS 系统上的 TT 打字游戏，该游戏需
要在单词和屏幕上方降落到屏幕下方的时间内完成单词的输入。在
那个年代可以玩的游戏非常少，于是开始了狂练 TT 的情景，后来每
秒输入字母轻松过 200 余个，完成了从“一阳指”到“六脉神剑”
的进化。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虽然新世纪的计算机的普及度已远远
高于那个年代，然而新世纪学生的计算机基本功甚至远远不如上世
纪。

在中学阶段，紧张的学习中没有把计算机落下，计算机一直是学习

您加入研究院以来，参与了研究院多项信息系统构建与开发
相关工作，可否与大家交流一下主要的工作成果和科研经历。

这么短的时间，构建如此多的信息系统和服务平台，您有哪
些成长感悟与大家分享？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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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您研究的重点将会放在
哪些方面？

我们都是智能时代教育界的弄潮儿。将来我想
集中于以下三点展开科研工作：

一是快速培育一个信息化团队，在研究院和实验室良
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撑研究院和实验室各类研究项
目的开展；

二是进一步研究智能教育的计算问题，确保理性地推
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共存共生，推动教育变革的健康
有序；

三是研究面向未来教师的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实验室的
构建，通过学习人工智能基础原理、利用人工智能自
我提升、使用人工智能开展教学、传播人工智能辅助
的教学经验，从而加强师范生信息素养的培育和信息
化教学能力的培养。

Q

A

生活的辅助工具。虽然那会也沉迷于各种图形化的
计算机游戏，得益于当时的游戏缺少中文版本，为
读懂游戏的剧情中认识了不少英文单词，在过程中
也学会了电子词典等工具软件，也学会了五笔的打
字方法，在学生活动过程中，也学会了利用 Office
制作海报刊。然而现在的计算机游戏虽然图形效果
和可玩性大大提升，却不能以“游戏”驱动学习，
而使更多的学生沉迷之中。“游戏化学习”和“基
于游戏的学习”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青少
年可接触到的各种手游成为快消费品，不再有促进
某一方面学习的作用。

在本科阶段，四年数学的学习积累了较扎实的数学
基础知识和培养了数学思维，结识了编程学习伙伴。
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
业之时，即从小城市来到大都市学习后，发现中小
学的使用计算机的“成就”仅仅是“会玩电脑”而矣。
同学中就有中学阶段参与国际竞赛的 ACM 大神，渐
渐意识到与优秀同学的差距，一直勉励自己多思考
多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特意选修了与计算机相关
的课程，如数据结构、数值分析、运筹学、并行编
程等，培养了数学与计算思维。特别的是在社团工
作中，结识了一起编程的好友，自学了网站开发方
法，并一起开发了第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 Web 应用
程序——手机上网找自习室，受到媒体关注，真正
开始了驾驭计算机之路。现在各种计算机云服务层
出不穷，甚至不需要基本知识就可以开发某一领域
的网站、APP、小程序，而编程的学习曲线越来越长，
真是一把双刃剑。

在大四选择了工作保研，在工作之余中勤于思考，
利用抽象思维构建了软件模型，研发了一套通用的
软件构建框架——基于构件的云开发平台。我从招
生专业目录采集系统的研发开始，逐步构建了招生
专业目录、报名系统、考试组织、复试录取全流程
的招生管理系统，完成了第一个大型管理信息系统
的构建。在不断迭代和优化过程中发现系统越来越
难维护，开始思考通用的软件开发模型的方法。经
过不断尝试，推倒多个模式之后，终于构建了一种

基于构建的管理信息系统云开发平台，让开发者可通
过浏览器在云端组装构件 , 以迭代的方式快速构建和
部署系统功能，实践了 “组装而非编码，集成而非实现”
的编程理念。

在其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不断优化这一套软件
模型，编写完善的软件文档，使对 Web 开发感兴趣
的同事和朋友也可以利用该开发平台提供的更有组织
的软件复用方法，通过数据驱动的业务构件，使用开
发平台在线配置、组装和开发构件，大幅提高了 Web
应用的开发速度和软件质量，更快、更好地创建高质
量的 Web 应用。该开发平台已支持研究院和实验室
20 余个应用的研发。除上述介绍 8 个已申请软件著作
权的系统平台之外，还有智慧教室信息采集、人工智
能开源工具收集、学术资源爬虫、统一身份认证、联
系人共享等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