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



F0701申请书内容组织方法交流



2/16

 陕西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

 本、硕：计算机

 博士：教育技术专业

 研究方向：移动自组织网络，视频、音频多媒体分析，教育技术学

申请人研究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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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代码：F0701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移动社会网络的校园协作学习交互与微视频扩散关键技术研究

 2019/01-2022/12

 45万元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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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自然科学与教育学科的交叉点

 体现出教育视角下的重要研究意义

 具有切实可行的方案

 题目长度20-30字为宜，既能准确描述研究范围又能突出新技术
与重要细节

 题目中词汇要新颖，适当体现新理论、新方法、新问题

 eg. 基于移动社会网络的校园协作学习交互与微视频扩散关键技术
研究

题目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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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事情很重要，对于XXXXX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怎么做的，中间存在着什么局限性；

 新技术、新环境的出现，使得状况得到改变，有了新的办法；

 自己打算怎么做；

 做好了能怎么样；

 (400字写满)

摘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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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写作，给出该研究迫切开展雄辩的理由
 充分论述为什么必须要开展该课题研究
 表达逻辑：

 重大背景，发展动态，瓶颈问题，科学问题，解决思路，研究核心
内容和意义。

 让评审者读了申请书以后要有如下感觉：
 这个研究很重要，国内外都在做，但应用有瓶颈，科学问题没搞清，

申请人提出了很好的解决途径，思路很独特且合理，若沿着这条思
路做几个方面的研究，有解决希望这个科学问题，并可为解决应用
问题提供依据。

立项依据（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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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以教育问题开始，某个问题很重要，要有效地开展实施，重
点在某个点上

 逐步收敛聚焦，这个点存在XXX问题，制约着某问题的有效解决。

 最终定位某个自然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采用该方法有望为某个点提供支撑，进而解决某某重要问题。

 论述该自然科学的技术方法对关键教育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基础
支撑作用。

立项依据（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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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

 论述以学生为中心对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协作学习对以学生为中心学习模式的重要支持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发展遇到瓶颈，协作学习交
互中还没有充分运用到新兴技术

 移动社会网络及其巨大优势

 国内外现状分析

立项依据（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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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研究现状

 建议：针对聚焦的教育问题也展开调研，论述解决该教育问题的焦点在
哪里，呼应之前立项依据中的论述：现有的方式，目前主流的方法，以
及自己拟采用的方法属于具有潜力的前沿技术或者新兴领域。

 然后再通过2-3个方面技术层面的文献调研，清晰的梳理要解决该技术
问题，自然科学领域有哪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该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
归纳出目前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文献列表也要注意学科交叉。 近3年、高水平的国际国内教育和自科的
论文。（团队人员研究背景交叉）

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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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层面的研究，解决具体的教育问题

 可以将项目分解为3-5个研究内容，每个内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
衔接；每个研究内容要作简要说明（200-400字不等）；

 体现研究难点、重要性、解决思路、衔接关系；

 eg. 研究内容：围绕移动社会网络支持下的校园协作学习交互开展：

1.交互行为建模 2.学习资源扩散

3.学习者声望估计 4.微视频传输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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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XXX算法，建立量化的理论与方法模型、或者搭建XX平台。

 也可列出2-3项具目标

 eg. 

 探明方法、揭示规律、发现联系

 建立模型、构建体系、设计系统等

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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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得是科学问题，不是教育问题，思路收敛的终点、研究的焦点

 整个本子研究工作的最底层，已经和教育问题没有直接关联。

 点不宜多，2-3个就行

 研究中最深入、最核心、最底层的关键问题

 注意是科学问题、自然科学的问题

 eg.

 移动交互条件下的多层次社区发现问题与意见领袖发掘

 基于声望计算的学习资源最优化扩散

关键科学问题



13/16

 与研究内容对应展开方案设计

 针对研究内容逐项展开，提出如何解决

 重点在科学与技术层面，少量涉及教育问题

 文字+流程图 ，精细构图

 篇幅充足，详略得当
— 研究思路：明确研究内容的关系，要干啥

— 技术路线：阐述拟攻克难点的过程，怎么干

— 可行性分析：进一步秀功力，能干成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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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从教育角度、科学角度两个层面来叙述

 特色可以宏观一些，但要鲜明、具有独特性，或者独辟蹊径

 创新可以从科技前沿最新的理论方法层面叙述

特色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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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一个基金本子就是为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Why）为什么研究？（立项依据：意义与实践价值）

2.（What）研究什么？（研究内容：相互之间有逻辑关系）

3.（How）打算怎么做？（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4. 为什么给你来做这个事情？（研究基础：已经有了探索）

5. 能做出什么东西？ （预期的成果：解决了科学问题）

6. （When）何时做？ （时间安排：合理规划）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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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找准痛点、未能聚焦问题，选题过大，概念不清，科学问题不突出
 对学科前沿与研究现状总结不到位，现有研究体系分析不清晰
 研究内容缺乏创新（eg教育信息化）
 只是常规套用研究手段，无关键科学问题
 目标大而空或者目标过高
 科学问题凝练不充分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过于泛化，方案不具体
 缺乏对应的核心成果与技术，难以判断项目的可行性
 人员配置交互性不强
 纯社科类申请书

常见问题



属于个人偏见 仅供参考交流

敬请各位领导、专家批评指正！

祝 老 师 们 申 报 成 功 ！

计算机科学学院

李鹏邮箱：lipeng@s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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