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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内容摘要：介绍人工智能发展相关背景以及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影响



国内外人工智能技术政策与报告

2016年 2017年

斯坦福大学

• 《2030年的人工智能与生活》

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

• 《美国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

国务院

• 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提出要围绕教育、医疗、

养老等迫切民生需求，加快人工

智能创新应用，为公众提供个性

化、多元化、高品质服务

新媒体联盟

• 2016年基础教育版《地平线报告》

美国白宫

• 《为未来人工智能准备》

Pearson公司 & 
UCL Knowledge Lab,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Intelligence unleashed: An 

argument for AI in education》



人工智能技术跨界融入教育核心场景、核心业

务，促进关键业务流程自动化、关键业务场景

智能化，从而大幅提高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的

效率，孕育新的业务流程，创新教育生态，培

养适应人机结合思维方式的创新人才。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教育与培养

“人工智能+教育”的内涵



“人工智能+教育”的典型领域

智能教育评价智能教师助理 智能学习过程支持

智能教育环境

教育智能
管理与服务



人工智能概述
内容摘要：普及与教育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常识，并提供通用的技术解决方案思路



通过构建神经网络以及研究神经网络间的连接机制

与学习算法，以实现对大脑功能的模拟

连接主义学派

采用进化的方式模拟人类行为活动中表现的智能

行为主义学派

应用逻辑推理法则模拟人类的智能活动，从而实现

对大脑功能的模拟

符号主义学派

• 20世纪40、50年代，来自不同领域的一批科学

家开始探讨制造人工大脑的可能性。1956年的

达特矛斯会议上，人工智能被正式确立为一门学

科。在这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科学

家们进行了各种不同方向的探索尝试，人工智能

领域也因此诞生了许多学派。目前，人工智能的

主要学派主要分为三家：连接主义、行为主义和

符号主义。

人工智能三大学派



云计算与
大数据

虚拟现实与
增强现实

机器人与
智能控制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知识图谱

计算机视觉

人机自然交互

人工智能八大关键技术



人
工
智
能
+
教
育
通
用
技
术
框
架



人工智能开源项目和云服务
开源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使得开发者们能够更加方便快速地熟悉和运用各类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同时也可以依照

自身需求进行适当的裁剪和个性化开发



智能教育环境
内容摘要：详细介绍智能技术在构建智能教育环境中的具体应用场景



智能教育环境

 利用普适计算技术实现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智能引擎，建立支持多样化

学习需求的智能感知能力和服务能力，打造联通一

体的智能教育环境，以促进人的发展。

 教育环境的智能化体现在其能够自动感知师生的需

求，自动提供智能化服务等。其核心特征可以概括

为左图中的八个特点。

 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与无处不在的网络技术融入到

教育环境后，将为教育教学提供全新的生态机制，

建立学习者与技术之间的新型人机关系，时刻满足

学习发生的各种可能性，智能教育环境下的学习将

是泛在化(Ubiquitous)的，即U-Learning。

智能教育环境的核心特征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校园建设

两大特点： 1.节能减排 2.智慧教室



案例

• 智能校园巡逻安保机器人

• 校园安全预警与事故防护

• 智能校车

校园安全探测与预警

智能书写系统

智能教室

智能图书馆

案例

• 班级无感知考勤

• 京师书法云教室

• 好未来“魔镜系统”

• 师生课堂情绪分析

案例

• 人工智能无人值守书店

• 智能机器人担任“图书管

理员”

• 智能图书盘点机器人

案例

• 拓思德E笔数字书法

教学系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

要“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深入开展平安校园、文明校园、绿

色校园、和谐校园创建活动，为师生创造安定有序、和谐融洽、充满

活力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同时强调，“加强安全教育和学校安全

管理，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和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完善学校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机制，妥善处置各种事端” ，这体现了国家对校园安全的重

视。

校园安全管理包括提供安全的校园内外环境，实施安全教育活动，

防范犯罪事件发生，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营造符合卫生标准的环境，

完善安全事故处置规程等保障整个学校达到良好的安全管理水平。

计算机视觉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维护校园安全成为

可能，其将在非法人员识别、校园巡逻、安全预警和事故防护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校园安全探测与预警



八大特点：

①感知适应

②虚实融合

③远程协同

④数据驱动

⑤智能管控

⑥人机融合

⑦自然交互

⑧智慧生态

智能教室

好未来魔镜系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可视化教学 上洋智慧教室大数据分析中心

Find智慧钢琴教室



学生弹奏和测验时，钢琴会自动判断是否正确，系统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得

出每个学生的成绩，并发现关键障碍点，推荐练习及在线弹奏演示。经过一段时间

的积累，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出具详尽的总结报告，指导学生查缺补漏，从而跟上

教学进度。

无 需 教 师 逐 一 评 判 ， 练 习 结 果 自 动 瞬 间 统 计

Find智慧钢琴教室



上洋智慧教室

师生课堂情绪分析

上洋智慧教室通过面部表情识别、语音情
绪识别，可以实现课堂情绪的分析，了解
教师授课风格以及学生的情绪契合度；运
用FaceID、声纹识别，可以统计学生到
勤率，以及区分课堂上授课、互动、讨论
等不同的教学过程；通过运用语音转文字、
关键词提取，可以分析课堂内容，实现知
识点的自动提取，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媒体
学习资料。



智能图书馆

智能图书馆借阅流程 图书馆智能机器人



智能书写系统

基于数字点阵笔的智慧课堂主要由以下几个系统组成

①互动反馈系统(IRS)
互动反馈系统实现了实时内容推送、学生学习真实状况采集、互动及时反馈等功

能。此系统能够将所有学生们的书写内容同步呈现在教师屏幕上，帮助老师掌握

学生理解程度及思考过程。

② CAA系统
CAA是Collect(采集)、Analysis(分析)、Assessment(评价)数据系统处理过程的

缩写。CAA系统将师生教学活动的各项数据进行全面采集，然后将学生的学习状

态、学习情况数据上传到数据处理服务器中，进行大数据对比分析，并以图表等

分析方式将结果反馈至屏幕上，从而为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提供有效手段。

拓思德E笔教学系统界面

拓思德E笔教学系统课堂实景



智能学习过程支持
内容摘要：关注智能技术在学习(新知)、诊断、练习、测评等学习过

程中的应用



智能学习过程支持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应用在学习过程中的各个场景，以认知模型、知识模型、环境模型的构建为基础，
关注智能技术在学习(新知)、诊断、练习、测评等学习过程中的应用

知识与能力结构的智能化表征

智能诊断与推荐

学习负担监测与预警

虚拟探究学习环境

1

2

3

4

智能学科工具

基于脑科学的智能辅助学习

智能机器人学伴与玩具

特殊教育智能助手

5

6

7

8



知识模型：知识与能力结构的智能化表征

学习者

教师

研究者

管理者

……

数据可视化中心

数据采集

数据分析模型

去噪、归一化



可汗学院知识地图

知识模型：知识与能力结构的智能化表征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是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于2008年创立的一家教育性非营利组织，目

前其在线平台中的课程内容涵盖了数学、科学与工程、计算机、艺术与人文、经济与金融、考试准备(如SAT、MCAT、

GMAT)等学科，并以知识地图作为各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基本架构。



Knewton知识地图Knewton自适应学习过程

知识模型：知识与能力结构的智能化表征

Knewton平台集数据科学、统计学、心理测量、内容绘图、机器学习、标记和基础架构于一身，旨在最大限度地实现

个性化。知识图谱是Knewton平台用于精准定位学生学习掌握状态的一种重要方式， Knewton平台的知识图谱具有可

扩展、可伸缩、可测量的特性，其建立是基于自适应本体来实现的。



知识点

C1 C2
D1

父知识点

已掌握

未掌握

待预测
知识点

知识点

D3
D2

C3

B3

B2A2

A3

A1 B1

知识点知识点

知识点 root

实线粗细代表权值大小

父子关系

先修关系

学习路径: B2 B3 D3 D2 C3 C1

服务推荐:
课件学案微课学习同伴

(基于先修关系)

(基于图相似度)
学科专家

学习元：学习认知地图概念模型

知识模型：知识与能力结构的智能化表征

学习认知地图是指一种能在语义和知识层面上仿真学
习者知识结构与认知状态、表征学习者知识学习目标的可
视化、开放性学习者模型，能够为学习者提供适应性的学
习资源、学习路径和人际网络服务。



美国：“神经科学研究蓝图”

2003

美国：大脑研究国家专项计划

2013

欧盟：人脑工程计划

2013

日本：大脑和精神疾病计划

2014

美国：

《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

2016

认知模型：基于脑科学的智能辅助学习



认知模型：基于脑科学的智能辅助学习

利用脑机接口操控机械手

神经反馈在工作记忆训练实验中的训练效率更高

基于脑电的学习反馈系统 脑电反馈训练技术



基于脑机反馈的注意力提升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姚力、
张家才团队研究



环境模型：虚拟探究学习环境

VR/AR
通过三维全景技术和3D建模技术，生成与一定范围
真实环境在视、听、触等方面高度近似的数字化环境VR

AR
通过3D建模、多传感器融合、场景融合等技术，使
真实环境和虚拟物体实时融合到同一画面中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技术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在教育中的应用

主要包括营造虚拟仿真环境进行教学、模拟技能训练、构建虚拟角色等。

仅需要具备摄像头和感知功能的电脑或手机，即可做到真实环境和虚拟对

象的融合互动。更重要的是，增强现实环境支持泛在环境下的情境学习，

将虚拟的学习内容与现实环境进行了有意义的关联。

学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实验，可以多次进行操作，规避了安全风险，

同时还可直观地观测到传统实验难以看到的现象。



环境模型：虚拟探究学习环境

Immerse橄榄球培训体验 谷歌“探险先锋计划” 古罗马斗兽场 Immerse在国防工业中的应用

Labster犯罪现场调查课程资源 Immerse在国防工业中的应用 Labster实验室安全虚拟仿真实验室



智能诊断与推荐

智能诊断

学习者在学习某个知识点时出现学习障碍，一类可能的

原因是学习者对于与当前知识点相关的其它知识点没有

掌握。可以通过构建领域知识点间的逻辑结构关系来帮

助进行诊断。

智能推荐

同样的科目在不同学生看来有不同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学

生的能力水平也影响着其掌握知识点速度的快慢，需要个

性化教材和课程的制定以及个性化学习内容的自动推荐。



学习负担监测与预警

学习
过程

情感

动机

自我
认知

影

响

情感计算

面部
表情

客观
行为

声音

产

生

监测

预警

基于情感计算技术，对学习者的面部表情、客观行为(例如眼动、手势)以及声音等特征进行监测与预警。



学习负担监测与预警

在课堂上收集基于智能可穿戴设备中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角速度传感器以及磁传感器数据，从而进行学习行为识别

智能手表情绪监控系统

采用了Kinect 深度相机(检测姿势和手势)、一个集成的网络摄

像头(观测面部表情) 以及皮肤电传导手镯(检测皮肤电传导活

动)，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面部表情等数据进行采集



唐诗别苑
语文学科工具

形色
生物学科工具

九歌
语文学科工具

WolframAlpha
数学学科工具

猜画小歌
绘画学习工具

微软小英
英语学科工具

智能学科工具

学习过程中，智能学科工具能够即时

收集海量教学和实践的学习数据，并

进行细粒度分析，这使我们能够追踪

每位学习者的知识和能力的发展情况，

提升学习分析的精准度，进而为学习

者提供及时干预措施及学习辅助。



唐诗别苑
http://poem.studentsystem.org/，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李燕艳团队开发

http://poem.studentsystem.org/




Google微信小程序——猜画小歌



智能知识检索——WolframAlpha

https://www.wolframalpha.com/

WolframAlpha 是由美国 Wolfram Research公司所研发的计算知识引擎，它可以理解用户提出的问题，经过
海量知识库进行分析计算，给出可视化的答案。



智
能
机
器
人
学
伴
与
玩
具

Anki玩具Cozmo美国麻省理工大学Tega机器人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智慧学伴机器人 科大讯飞阿尔法蛋



智慧学伴机器人

点击查看完整视频介绍

http://aic-fe.bnu.edu.cn/xwdt/xzsp/50103.html

 担当家长教育助手

 主动提供孩子学习建议

 与学校教育形成协同关系

http://aic-fe.bnu.edu.cn/xwdt/xzsp/50103.html


特殊教育智能助手

1

2 4

5

采用语音识别技术，通

过捕捉、识别语音，将

人类话语中的词汇内容

转换为计算机听得懂的

语言，甚至理解人的特

定意图

OCR技术让机器代替人

眼，对纸上的印刷及打印

文字字符进行识别，将识

别结果以文本方式存储在

计算机器中，目前准确率

可达90%以上

听障辅助

视障辅助

语言交流

攻克自闭症

通过脑机接口，让佩

戴者使用意念控制义

肢，轻松做出各种日

常生活中的动作

通过各种智能技术和智

能传感器的结合，设计

智能玩具帮助自闭症儿

童治疗和语言学习，练

习沟通和社交能力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数据，我国现有各类残疾人达8500多万人，如何为这些特殊人群提供辅助，帮助他们更好地学
习和适应社会，是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课题。

3

智能假肢

感知技术、手

语识别与合成

技术能够为聋

哑人与正常人

顺利沟通提供

智能解决方案



特殊教育智能助手

Ontenna震动发卡利用生物模拟

技术帮助耳聋人士进行声音交流

FingerReader利用扫描文本的摄

像头和识别文本的软件，通过合

成语言技术把文字转换成声音

Luke arm智能义肢用意念控制取

物，让残障人士也能轻松做出翻

书、喝水等各种日常生活中动作

https://images.ifanr.cn/wp-content/uploads/2014/05/prostheticswebfeature1-600x386.jpg


手语识别与合成系统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tech/244979.htm

手语识别及翻译

微软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合作研发了一个基于
Kinect的手语识别软件，能够根据手语动作的追踪识别进而
转换成为正常人能够读懂的内容。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tech/244979.htm


智能教育评价
内容摘要：阐述人工智能技术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应用



智能教育评价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使得教育研究者们不

再满足于仅仅利用问卷的形式对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

进行定点静态的测量，而是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计算

设备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高阶认知、元认知、

心理以及身体健康等进行多角度的综合评价。技术手

段的应用，也使得评价不仅局限于某些固定时间点，

比如期中期末，而是可以持续性地对学生表现进行追

踪，使评价更加客观公正。

1 2 3 4 5

实际问题解决
能力诊断评价

心理健康监测
预警与干预

体质健康
监测与提升

学生成长
与发展规划

口语自动测评智能课堂评价

6



实际问题解决能力诊断评价

教育部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和2017年发布的《中小学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中，多次强调了对学生实际问题解决

能力教学与考察的重要性。

不同于传统的评价，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测评，需要基

于学生问题解决的过程而进行。鉴于纸笔测试仅能捕捉问

题解决的最终结果，而不能记录问题解决的过程信息。

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交互测评环境，则可以实现对学生问

题解决过程的记录，并基于这些信息，对其实际问题解决

的过程进行诊断评价。

MicroDYN动态问题解决能力测评系统

Betty’s brain开放式环境下的建模能力测评与教学

PSAA问题解决能力测评系统



平台提供了一系列贴近实际生活的测试游戏，游戏内容紧紧围绕《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推荐主题，并不局限于

某一学科。游戏任务形式多样，包括基于学科知识的探究任务、基于仿真实验室的实验操作任务、3D场景虚拟角色任务及其他

场景交互任务。学生可以通过访问PSAA网站，自由选取多个游戏进行测评。

问题解决能力测试平台（PSAA）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ssessment

基于物理学科知识，探究最佳光照条件 在3D场景中完成“寻找恭王府主人”游戏任务



心理健康监测预警与干预

传统：自我报告、专门组织 分析社交媒体数据

 成本耗费较大

 时效性有所欠缺

 主动寻求的检验不够及时

 依赖自我报告的评估和筛查方法难以找到

隐藏的具有风险的个体

VS
 基于社交网络的人格与情绪分析

 基于定位技术的学生行为分析

 微博用户的行为和语言特征预测自杀风险

 人工智能标记社交媒体中的高危人群

 人工智能帮助教师关注潜在问题学生



微博用户情绪在一周之中的变化

“心理地图”微博为存在自杀风险的用户提供私信帮助Facebook的“自杀或自我伤害”报告

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综合心理素质模块

心
理
健
康
监
测
预
警
与
干
预



可穿戴
设备

软件
监控

睡眠

心率
阿迪达斯与IHT 共同研发的“Zone”

高精尖中心的智能手环与体育教学的结合 Sleep Shepherd 的智能睡眠头套

京师云橙校园足球智慧解决方案

体质监测监测与提升



 对学生的开放性答案进行自动识别和标记，给出即时反馈

 将学生的作答情况反馈给教师，使得教师可以掌握学生在

课堂上解答问题的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

人脸识别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实现学生的识别，起到自动签到的作用

 通过表情识别学生的情绪，使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是

否饱满，从而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

智能课堂评价



智能课堂评价

实验实训系统

盈可视的实验实训系统可以拍摄40路的学生操作画面，让教师能够实时监测每一个学生做实验的情况，给出反馈。教师
也可以通过该系统将自己的实验过程，以高清影像的形式，实时传输到每个学生终端，解决学生围观教学的问题。



学生成长与发展规划

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学生进行成长与发展的

规划，实现学生适应性和个性化发展

美国高校计分卡(College Scorecard)

Admitsee 入学申请共享平台



学生成长与发展规划

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学生进行成长与发展的

规划，实现学生适应性和个性化发展

基于学生特征的选科推荐系统



口语自动测评

评测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

评测应试者的普通话口语水平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对于学生口语能力

评分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科大讯飞E听说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 先声教育智慧AI系统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宏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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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知识地图

发展性评估报告



智能教师助理
内容摘要：介绍人工智能够帮助教师处理的各种事务，人工智能教师的未来角色



人工智能教师助理

主要实现的工作

智能教师助理

辅助教师完成：

 日常教学

 教研

 专业发展和学习



智能辅导

智能答题

智能出题与批阅

个性化作业

个性化评价报告生成

精准教研报告生成

教学设计生成

学期/年度总结生成

AI 育人好老师

智
能
教
师
助
理



智能辅导

在基本不需要教师干预的条件下，为学习者提供即时和定制的指导与反馈

拍照检索

自动解题

AI助教

AI辅导系统

智能音乐教学

机器人/智能玩具

案例：阿凡题智能拍照搜题

OCR识别和先进的搜索技术，大规模的手写字符集

案例：使用Photomath App拍照解数学题

通过文本识别技术，利用手机摄像头扫描识别数学方程

并直接在屏幕上显示分步解题方案和相关学习内容

案例：佐治亚理工大学AI助教Jill Watson

采用IBM Watson平台的部分技术，使用AI在论坛上为学生答疑

案例：“口语100”平台

助教式AI＋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

案例：Find钢琴结合人工智能打造新型智慧音乐课

内置训练教程和智能陪练纠正功能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

案例：Sphero智能小球帮助孩子轻松学编程

案例：机器人驾驶教练阿尔法2号



口语100人机对话平台驾驶教练机器人阿尔法2号

Find智慧钢琴弹奏录制自动生成五线谱 Sphero 智能机器人教孩子轻松学编程



• Ashok Goel教授有一门名为“基于知识的人工智能(KBAI)”的课程，该课程论坛每学期都会收到来自大
约300名学生的10000余条提问信息。这个答疑工作量对于Goel和他的八个助教来说无疑非常大。

• KBAI课程引入了第九名特殊的助教——Jill Watson。课程团队采用IBM Watson平台的部分技术，并以
2014年秋季以来该课程论坛上的40000余条答疑数据为基础，训练Jill Watson学习如何解答学生提出的
问题。

• 机器人在回答问题时非常强大，能够在课程论坛上回答大多数的常见问题，答疑准确率达到97%，而很
多学生们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课程的助教是人工智能。

佐治亚理工大学AI助教Jill Watson



智能答题

 涉及人工智能领域中的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因果推理，

知识表示等比较困难的技术

 涉及教育领域学科之间的不同特点和要求，构建既能够让机器

充分理解，又能够满足学科知识点之间关系的知识图谱

案例：

 日本高考机器人“todai robot”项目

 机器人阅读理解

 中国863计划“类人智能”项目

 阿凡题自动解题技术

通过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让机器学习相关学科的知识，自动对已有的结构化知识进行理解和加工，对给出
的特定题目进行解答



智能出题与批阅

教师精力有限，无法记录每个学生的
知识掌握情况

批阅过程受时间、环境等随机因素影响，
有可能产生随机错误

AI tutor

中的出题
与批阅

SAT，
GRE

考试自动
批阅

作文自动
批阅

Stack

数学自动
批阅

批改网
英语作业
智能批改

阿凡题
自动批改



STACK自动批阅数学题

阿凡题秒级自动主观题批改

批改网学生作文修改轨迹

科大讯飞AI助手作文批改数据统计



 建立学习者知识模型、学习风格模型，定义每个模型下的具体衡量指标

 基于学习者模型和学习风格模型中锁体现的特征，对题库中所有的题目进行语义化标注，使得题库中的题目可以用知识

点/能力层级/适合考查的学习风格进行标记

 基于学习者模型、学习风格模型的作业内容聚合和生成，通过对学习者特征的抽取，从试题库中依据已有的标注进行题

目抽取，并将抽取的题目组成个性化作业提供给个性化的学习者

 学习者完成作业后，系统将依据学习者的作答状况对学习者的模型进行更新，从而辅助下一次的作业生成

个
性
化
作
业

个
性
化
作
业
自
动
生
成
思
路

个性化作业
生成模块



个性化评价报告生成

 实时获取学习者评价数据和阶段评价数据

 对知识点覆盖情况、知识点能力层级、个体与班级对比情况等进行可视化

 形成直观的、系统化的报告，并结合系统的诊断库对报告反映出的问题提供诊断和指导



精准教研报告生成

 传统的教育教学中，由于教师的教研多线下进行，很多反应教

师专业能力的交互性数据难以留存，从而造成了智能凭借主观

经验和有限的听评课报告对教师进行评价，难以形成数据驱动

的精准教研报告。



精准教研报告生成

基于学习元的听课本工具：形成关于教师TPACK能力的整体评估，并对教师每个维度的能力进行可视化，
从而使得教师能够从感官上了解自己在教学知识、教学法知识、技术知识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对其
以后教学、教研起到指导作用。

备课 听课 评课 课例分析 教学效果



教学设计生成 学期/年度总结生成

建立教师学期、年度总结的指标

数据的分类采集和分析

评价数据的分类可视化

学习情境分析

授课内容分析

学习者分析

教学设计的聚合和调整



基于学习元的教学设计生成



AI育人好老师

当前教师在育人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

教师在课堂上轻视学生精神层面的教育引导，忽视对学生不当行为的矫

正等，忽视育人职责，只是单纯进行知识传授

师生间的互动交流非常少，且互动内容仅局限于知识上

对待班级的精神文化和制度建设非常不重视

忽视学生心理发展的健康与否，轻视学生学习兴趣及良好习惯的养成

育人方法过于强调告知和灌输



AI育人好老师
挖掘当前育人过程中遇到的核心问题，建立相应的问题库和知识库，并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感知学习者的问题，对其

进行实时反馈



AI育人好老师

对话互动

热门问题

育人对策



教育智能管理与服务
内容摘要：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管理与服务中的应用



教
育
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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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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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公平

打破地区和学校之间在地理上的资源壁垒，使教
育逐渐扁平化

打破时间限制，使学生可以在任何合适的时间进
行查漏补缺和复习

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双师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搭建的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服务管理平

台——智慧学伴和好双师，为学生优质免费的双师服务。

基于人工智能，分析学生需求，自动推荐适合的
教师服务，实现需求与供给的调度匹配



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双师服务）

所谓“双师”，是指北京市每位学生除了在校时间获得本学校教师提供的面对面实体教学服务，还可以在校外课余时间，通过学科知识点的精准在线诊断，平台智能推荐

或学生自主选择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全市优秀学科教师（包括区级骨干以上称号的教师），获得一对一免费在线实时辅导、问答中心教师免费解答，并且自主学习该教师

提供的微课课程、加入感兴趣的直播课程等，实现优质教师资源的跨学校、跨区域的精准匹配，帮助学生解决学科问题，实现扬长和精准学习。

双师服务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教师端界面双师服务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界面

某化学教师设置的擅长知识点界面

 创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新模式，满足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汇聚学科共性问题，为精准教学提供

支持

 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由于教育机会不均

等带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通过个性化教育公共服务的探索，有

效增进家长的教育获得感

 教师在线流转，助力北京新中考改革



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智能决策

教育数据
快线 国家教育管

理信息系统

• 由美国教育部与各州教育管理部门建设了“教育数据

快线”

•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提供可靠的、全国范围内的中

小学生学习绩效与成果数据，为国家层面的教育规

划、政策制定以及教育项目管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USA

• 中国教育部全面建成覆盖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

各类学校的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 提供宏观决策、动态监管、突发应急事件解决方案、舆

情分析、国内外教育综合比较分析、教育个体综合评

价、公众数据服务等七种功能

CHINA



北京市教育资源地图

通过即时的、过程性的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教育管理者可以通过实时动

态掌握人口流动数据、学校分布数据、公共开支预算、城市发展规划、家长

评价反馈等来及时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区域教育资源的优质均衡配置。

智慧学伴基于大数据的精细化班级管理模型

通过收集区域各级别测评数据，形成区域性个性

化学习诊断报告、能力素养报告，过程性动态建立学生

管理档案，作为信息反馈于学校教育管理者和学生本人。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智慧化教育服务体系，可以为区域教育质量提升、区域精准与协同教研提供全面支持

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智能决策



智能技术提升区域教育质量

基于多元数据融合，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为教育管理者提供全面客观的教育问题分析，并

通过智能算法为区域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撑模型



智能技术提升区域教育质量

百度教育AR考点解析-地理学科“地球公转”知识点

百度教育大脑

 借助AI技术发展“看、听、说、想”四种能

力，从而产出好内容和好体验

 通过智能大数据分析及智能基数输出，百度

智慧课堂助力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共建，并让

教育管理者能够及时了解教情、学情



教育质量动态监测

传统：阶段性测评 动态：教与学的过程

教与学发生的问题往往是在教学和学习的过程中
产生，难以有效采集到学生的作业及考试过程数
据

需要全面掌握和跟踪学生学习的过程数据和教
师教学过程数据，使用各种设备收集多种多样
的细粒度数据

VS



定制化教育服务

通过数据科学、机器学习技术、知识图谱等，搭建自适应学习引擎，为学生提供“因材施教”的个性化学习体验

七天网络：智能排课助力教学管理 智慧学伴：个性化智能教学路径



智能校医助手

利用医疗领域的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技术，辅助完成学校医疗事务的提前预防、监测、分析、问答等服务

智慧学伴心理健康测评

智慧学伴体质健康测评



“人工智能+教育”研究前沿
内容摘要：梳理“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展望可能的发展趋势



知识表示与教育知识图谱

学习者建模

机器阅读理解与批阅

脑科学与教育的结合

研究热点方向

认知诊断

教育试题资源表征

智能教育系统



Q1
希望将现实世界中的各类知识表达成计算机可

存储和可计算的结构

研究背景

Q2
以知识点及课程为中心的图谱和以教学及资源

为中心的图谱

研究热点

Q3
侧重在对单一实体类型的分析，如知识点、课

程、资源等

研究现状

Q4
对教学过程中多种因素的系统综合分析，如知

识点、学习资源与学习目标等的整体关联影响

分析

研究展望

知识表示与教育知识图谱



Q1
教师精力有限，无法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做

到精细掌握，需要技术进行辅助

研究背景

Q2
研究热点

Q3
DINA模型，多维离散模型的代表

FuzzyCDF实现大样本量、稀疏数据的协同建模

研究现状

Q4
继续解决数据样本量大、数据间非孤立以及稀疏

的问题

研究展望

认知诊断

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弥补传统IRT模型的不足



Q1
希望利用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对学习过程进

行分析，最终帮助优化学习过程与学习环境

研究背景

Q2
针对学习主体对象的学习者进行建模，对学

习者知识状态的识别和诊断

研究热点

Q3
贝叶斯知识跟踪模型BKT，深度知识跟踪模

型DKT

研究现状

Q4
如何能够对学习者复杂的认知状态和知识结

构进行准确描述与量化

研究展望

学习者建模



Q1
利用多模态学习方式整合多源异构数据，进而

理解试题考查目的和进行相应的试题语义表征

研究背景

Q2
使用深度学习模型对多源异构教育资源进行

深度表征

研究热点

Q3
TACNN框架消除了来自不同考试范围的误差

MANN模型提出了注意力模型

研究现状

Q4
通过自我修正和学习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标注

的准确率

研究展望

教育试题资源表征



Q1
希望让机器根据已知的问题和相关文档信息

自动推理或抽取出相应的答案

研究背景

Q2
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阅读理解

研究热点

Q3
LSTM算法，BPTT算法，注意力机制

建立了SQuAD等多个大型数据集

研究现状

Q4
研究展望

机器阅读理解与批阅

需要构建更具备难度的大规模阅读理解数据集

构建更加系统的神经网络结构

发展更为完善的推理机制



Q1
希望采用计算机技术又考虑到学生的认知规

律，从而面向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

研究背景

Q2
教育机器人、游戏化教学、对话形式的学习、

建立动态模型

研究热点

Q3
各类软硬件设备逐渐被运用在学习过程中，自然

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算法也被用于教学场景中

研究现状

Q4
需要建立在对上述理论和系统的整合基础上，

向更实用化和普及化的方向发展与创新

研究展望

智能教育系统



Q1
随着教育神经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研究者开始

了结合认识神经科学与教育学的跨学科研究

研究背景

Q2
交叉学科研究、教师对“神经神话”的认知、

对脑科学的信念、以及教师自身的脑科学素养

研究热点

Q3
结合教育的神经科学研究为脑科学应用于课堂

教学提供直接证据

研究现状

Q4
帮助理解学习过程，基于实证研究和大数据挖

掘，进而促使个体更好地学习

研究展望

脑科学与教育的结合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内容摘要：介绍人工智能在各阶段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具体解决方案



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引入技术体验 培养专业人才 提升就业竞争力

线上IT培训“小象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会智能机器人产学研合作

南师附中“人工智能”课程

商汤科技助力人工智能基础课程

南京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

各类人工智能公开课



学生不用掌握任何编程语言，在图形化的界面

中，用点击拖拽的便捷操作方式，便可基于深

度学习技术，进行AI模型的设计生产。在各种

实践项目中，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到了启蒙教

育，激发了自己对AI的兴趣。

南师附中“人工智能”课程

基础教育：引入技术体验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明确规定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并在

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把人工智能课程引入我国现行的中小学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多

种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信息素养的综合锻炼，在体验中感受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激发其对信息技术的兴

趣和对未来科技的追求。



基础教育：引入技术体验

2018年4月底，由商汤科技、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及知名高

中优秀教师共同编著的全球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

础(高中版)》正式出版发行，同时建立了配套的人工智能实验

室平台，在其上配合教材完成各种课堂实验、作业、竞赛及自

主创新项目，以培养学生的现代信息技术能力和综合素养。

商汤科技助力人工智能基础课程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明确规定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并在

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把人工智能课程引入我国现行的中小学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多

种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信息素养的综合锻炼，在体验中感受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激发其对信息技术的兴

趣和对未来科技的追求。



2018年3月，经研究决定，南京大学正式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旨在

顺应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切合产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南京大

学在人工智能方向上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优势，形成高端人才积聚

效应，探索智能产业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为促进我国在新一轮国

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

高等教育：培养专业人才

办学理念 核心课程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长期发展形成

了软件与智能两大优势，人工智能方向已经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

南京大学组建人工智能学院，将致力于建设一流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

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打造人工智能学科高峰，以自身实践探索人工

智能内涵式发展新道路，形成“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产业

创新”协同发展态势，建成国际一流的学术重镇和人才高地。

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需要掌握庞大的知识体系，包括坚实的数学基

础、计算和程序基础，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分析建模能力，这已

经超出目前计算机专业的培养内容，课程设置必须考虑到核心类课

程如机器学习、知识表示与处理，技术支撑类如模式识别与计算机

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自动规划、多智能体系统、计算智能等，平

台类如机器学习系统平台、机器人、智能系统等等。



小象学院更像是互联网从业人员的一个继

续教育的平台，所面向的用户群体主要是

毕业于985/211高校的技术型人才，具备

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基础，对于人工智能领

域具有足够的兴趣以及知识空白。学院给

学员真实的项目环境，解决真实的项目需

求。有云端服务系统和练习使用的数据。

线上IT培训“小象学院”

职业教育：提升就业竞争力



人工智能公开课

职业教育：提升就业竞争力

斯坦福大学
机器学习公开课

微软
人工智能公开课

http://introtodeeplearning.com/

MIT 6.S191
深度学习入门

Learn with Google AI
机器学习速成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

machine-learning/crash-course/

https://mva.microsoft.com/colleges/

microsoftai

http://cs229.stanford.edu/



展望与反思

内容摘要：反思当前人工智能应用教育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展望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

用与研究应借鉴吸收学

习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在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更科学全面地了解

学习过程的基础上，建

立更准确的学习模型，

实现更人性化的功能。

人机协作的
高效教学

应致力于培养面向人工

智能时代的创新人才，

引导学习者在学习和工

作中，不仅学会人人协

作，还要学会人机协

作，才能更好地适应未

来时代的发展。

核心素养导向的
人才培养

个性化、选择
性、多样性和
适应性的学习

建立促进个性发展的教

育体系，是未来学校发

展的基本趋势。使每一

个儿童在其原有的基础

上获得适合他自己的教

育服务是未来教育应该

追求的价值之一。

人机结合的
制度体系

与思维体系

善于运用人机结合的

思维方式，使教育既

实现大规模覆盖，又

实现与个人能力相匹

配的个性化发展。

关注学生的
灵魂和幸福

未来教育应是更加人本

的教育，为学生一生的

幸福和成长奠基。随着

智力劳动的解放，教师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

心学生心灵、精神和幸

福，跟学生平等互动，

实施更加人本的教学，

使得学生更具有创造

性。



技术 融合 场景 数据

现阶段人工智能教

育技术还未成熟，

不能“唯数据至

上”，重大决策中

需要加强人工干预

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

的结合还不够紧密，

灵活、全面的实践应

用和深入、扎实的科

学研究都还比较欠

缺。

不同教育系统、平台

之间有大量数据没有

开放和共享，未形成

统一数据标准，形成

众多数据孤岛

应当避免极端化思想的

出现，既不能全盘否定

“人工智能+教育”，

也不能万事都唯独人工

智能，需要给予正确的

价值引导

反思

价值

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过多聚焦讲测考练性的

应用，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有效降低教师工作

量方面的应用场景太少



建议

加强数据汇聚，消除数据壁垒，建立合理

使用数据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促进数据的

流通与流转，在保护学生和家长隐私的前

提下，合理、平衡利用数据来发展教育智

能；

 数据利用

关注多元应用场景，避免人工智能强化应试

教育，改变以“讲、测、考、练”为核心人

工智能教育应用现状，人工智能要在降低教

师的负担、降低学生学习知识的负担、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面等方面，起到

更加积极的作用；

 应用场景

开展跨学科研究，单一技术创新无法推进人

工智能+教育的变革，要积极推进教育学、

信息科学、心理学、体育学、管理科学等多

学科的协同攻关，国家相应设置重大攻关项

目进行引导，促进多领域、多学科的交流与

创新；

 交叉研究

提供开放平台和服务，大型企业和研究机构要多

开发开源的人工智能组件库和算法库，提供人工

智能开放云服务，对中小型企业开放其计算能力，

实现人工智能服务人人可用，打造智能教育服务

生态；

 开放平台

推广智能教育试验示范，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示范

区建设，推动规模化应用，探索人工智能破解教

育难题的思路，寻求能够有效提升教育质量途径，

探索“人工智能+教育”的制度体系设计。

 试验示范



未来的教育应该是幸福的、更加人本的教育。教育要

尊重生命、发展生命，使每个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教育

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是灵魂与灵魂的启迪。面向未来的

教育应该更加尊重学生、更加关爱学生，以学生为本，为

学生一生的幸福和成长奠基。我们大约1/4的时间都要在

学校度过，这1/4的时间不仅是在为未来学校做准备，而

且也是非常美好的生活形态，如果说用1/4灰暗的生命去

换取所谓未来的幸福，这是得不偿失的。

人工智能将会带来教师智力劳动的解放，教师能够有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心学生心灵、精神和幸福，有更多的

时间更学生平等互动，激发学生求知本性，能够实施更加

人本的教学，使得学生更具有创造性、创新性。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该更关注学生的灵魂和幸福



未来教育
http://aic-fe.bnu.edu.cn

We are ready

http://aic-fe.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