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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支持教育创新的报告》

 建设科技强国有赖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培育需要创新的现代教育。

 科技创新与教育的结合将全方位改变教育的理念、实践与治理体
系。通过科技创新深化学习认知规律的认识、协力促进教育改革
创新。

 中国基础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步，已蓄积了推进教育变革与
创新的起步动能，迎来了系统运用自然科学方法重构教与学体系
的可能性。

 科学基金支持教育创新：增设代码、设立重大项目或研究计划。

科学技术是教育变革的内生动力。科技已经极大的改变了教育，
也必将是持续冲击未来教育，成为教育变革的强大动力。



 教育从规模化教育向规模个性化教育转变

 教育规律研究从经验主义向科学主义转变

 教育从知识为中心向学习者为中心转变

 从重视成绩向重视过程和能力转变

 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是教育变革的根本性动力

 信息科技有可能极大改善教育公平

 中国独特的教育治理体系是实现教育变革的重大优势

 基于证据的教育管理决策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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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趋势的若干判断：



（一）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

4.加快培养聚集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建设人工智能学科。

 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

学科建设，尽快在试点院校建立人工智能学院，增加人工智能相关学科方

向的博士、硕士招生名额。

 鼓励高校在原有基础上拓宽人工智能专业教育内容，形成“人工智能+X”

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重视人工智能与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生物

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

 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机构合作开展人工智能学

科建设。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三）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

1.发展便捷高效的智能服务。

 智能教育。

 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包含智

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

 开展智能校园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管理、资源建设等全流

程应用。

 开发立体综合教学场、基于大数据智能的在线学习教育平台。

 开发智能教育助理，建立智能、快速、全面的教育分析系统。

 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提供精准推送的教育服务，实现

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定制化。

四、人工智能+教育。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AI+教育：正在成为产业界关注的新热点



AI+教育：正在成为产业界关注的新热点



AI+教育应用趋势与挑战

AI+教育：正在成为产业界关注的新热点



 本质特征：
 科教融合、创新驱动
 结构重塑、流程再造
 开放生态、尊重个性
 服务智能、自治演进

 重要应用场景：
1、智能批改作业；
2、智能导师、教育机器人
3、精准诊断、学情分析报告；
4、自适应学习、个性化推荐；
5、智慧校园、智慧化决策。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AI+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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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基础研究成为新重点：破解科学难题、推动教育变革

— 北师大陈丽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新大纲与新内容中高考改革的新方法核心素养与课程新体系教与学的新方法教育评价改革 （中高考）教育治理创新新课程体系丰富的教与学方法科学的评价体系综合的教育治理基础研究：下面两个维度





F0701 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

F070101 教育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与方法

F070102 在线与移动交互学习环境构建

F070103 虚拟与增强现实学习环境

F070104 教学知识可视化

F070105 教育认知工具

F070106 教育机器人

F070107 教育智能体

F070108 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F070109 学习分析与评测

F070110 自适应个性化辅助学习

教育科学基础研究成为新重点



2018年F0701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概况

申请代
码 申请内容 申请数量 批准数量

F0701 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 737 60
F070101教育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与方法 106 7

F070102在线与移动交互学习环境构建 97 13

F070103虚拟与增强现实学习环境 64 7

F070104教学知识可视化 33 1

F070105教育认知工具 37 0

F070106教育机器人 17 2

F070107教育智能体 8 1

F070108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169 15

F070109学习分析与评测 122 8

F070110自适应个性化辅助学习 84 6



10个三级申请代码项目申请量占比

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
用（F070108）的申
请占比最高，为23%



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F070108）的批准占比最多，为25%

三级申请代码 项目数 比例
教育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与方法(F070101) 7 11.67%

在线与移动交互学习环境构建(F070102) 13 21.67%

虚拟与增强现实学习环境(F070103) 7 11.67%

教学知识可视化(F070104) 1 1.67%

教育机器人(F070106) 2 3.33%

教育智能体(F070107) 1 1.67%

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F070108) 15 25.00%

学习分析与评测(F070109) 8 13.33%

自适应个性化辅助学习(F070110) 6 10.00%

10个三级申请代码项目申请量占比



2018年F0701 申请项目主题词可视化图



教学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与方法

（F070101）对应：

聚类2：偏向于教育资源配置

聚类5：偏向于机器学习方法

聚类10 ：偏向于协同学习

2018年F0701基金项目申请项目主题词可视化图



聚类 2：偏向于教育资源配置
•主题词：资源配置、教育供给改革、复杂教育系统演化、 开放教育模型

•申请举例：特殊教育管理与公共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

2018年F0701申请项目主题词可视化图

聚类5：偏向于机器学习方法

•主题词：机器学习、数据挖掘、 关联分析、模式发现、 关系挖掘、学习需求预测

•申请举例：面向课堂教学的计算机课程学习路径优化研究

聚类10：偏向于协同学习

•主题词：协同学习、学习共同体、开放学习社区、 群体动力学、 知识扩散

•申请举例： 大规模在线协同学习行为分析及干预机制研究



在线与移动交互学习环境构建 （F070102）
对应 聚类8 和 聚类9

聚类 8：偏向于交互学习
 主题词：社会交互、混合学习系统、

泛在学习、 学习支持系统、 教育云
、教育物联网

 申请举例：社会性交互对视频课程教

与学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与应用研究

聚类9：偏向于数字化教学资源
 主题词：数字资源、电子教材、全景

视频学习、 资源聚合、资源优选
 申请举例：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生成性

资源优选策略研究

2018年F0701 申请项目主题词可视化图



主题词：增强现实、虚实融合、
多感官融合、情境式学习、沉浸
式学习、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现
实学习

申请举例：基于生物仿真材料与
增强现实技术的腔镜手术学习环
境建设研究

虚拟与增强现实学习环境 （F070103）
对应 聚类1

2018年F0701 申请项目主题词可视化图



主题词：教育机器人、创新

学习模式、教学行为分析、

学习诊断、学习成效评估

、课堂教学

申请举例：融合3D视觉的

多模态交互教育机器人研究

教育机器人（F070106）
对应 聚类3

2018年F0701 申请项目主题词可视化图



主题词：精准化教学、学习推

荐、教育智能决策、 学生成长

监测、专业推荐系统、教育大

数据、学习动机

申请举例：面向精准教学的教

育大数据关键技术研究-以大气

科学专业为例

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F070108）

对应 聚类4

2018年F0701 申请项目主题词可视化图



主题词：自动评测、学习习惯

分析、群体学习行为分析、情

感态度、 情感计算、学生模型

申请举例：面向汉译英口语测

试中自动评测方法的研究

学习分析与评测 （F070109）

对应 聚类6

2018年F0701 申请项目主题词可视化图



主题词：个性化教学、 自适应

学习、 个性化资源推荐、 同伴

推荐、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

申请举例：拓扑知识网络构建

与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关键技

术研究

自适应个性化辅助学习 （F070110）
对应 聚类7

2018年F0701 申请项目主题词可视化图



教学知识可视化（F070104）、教育认知工具（F070105）、
教育智能体（F070107）在主题可视化图中未予体现，未有任何
聚类与之对应。

领域 申请数 批准数

教育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与方法(F070101) 107 7
在线与移动交互学习环境构建(F070102) 98 13
虚拟与增强现实学习环境(F070103) 64 7
教学知识可视化(F070104) 33 1
教育认知工具(F07105) 36 0
教育机器人(F070106) 17 2
教育智能体(F070107) 8 1
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F070108) 169 15
学习分析与评测(F070109) 121 8
自适应个性化辅助学习(F070110) 84 6



问题观察

 研究范式：自科基金与社科基金思维范式的不同。要特别重视数据。
 明确定位：用信息技术方法创新解决教育实践中的真问题。关注人

的认知过程。模型的可解释性。体现科技为教育服务。
 发展阶段：技术迁移、工具开发。由外向内看多、有内向外看少。

下一阶段本质研究、实际应用。人为对象的代际差异。
 加强引导：评审指标研讨；组织研讨提炼科学问题。
 交叉融合：教育信息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有可能涉及到学习、认知

的本质问题，比如快速学习、类脑计算等。促进教育学、心理学、
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深度的交叉融合。

 代码调整：十个申请代码下申请量和资助量的差异，反映出研究队
伍体量分布，也涉及与人工智能代码的区分。研究调整代码结构。



感谢各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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