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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期望-采纳曲线



互联网+教育技术发展趋势

云计算 学习分析
游戏化学习

移动学习开放教育资源个性化学习环境

• 云计算与大数据是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两个方面。
• 学习分析 = 教育大数据 + 人工智能。
• OER和个性化学习环境都依赖于大数据。
• 而移动学习及游戏化学习是重要的教育大数据来源。



引自：NMC地平线报告2017（基础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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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教育到智慧教育

•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

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

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

会。

•网络化、数字化是数字教育的标志，个性化、终身

化是智慧教育的目标。

•大数据是实现个性化、终身化的基础，人工智能则

是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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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智慧教育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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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智慧教育的核心技术



什么是大数据？

• 大数据是一个概括性术语，泛指一切难于用传统
数据管理方法进行处理的巨大而复杂的数据汇集。

• 大数据的4V/5V特征：Velocity（更新速度）, 
Variety（多样性）, Volume（数据体量）, Veracity
（真实性）, Value（价值）。

• 研究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应用、评价及维护的
学科称为数据科学。



大数据的5V特性



大数据是智慧教育的核心？

以技术为中心 以用户为中心

范式转移



数据科学的演化



数据科学的演化



大数据处理过程

• 对大数据的处理过程可以分为六个步骤：

    1. 设定目标

    2. 汇集数据

    3. 数据准备（预处理）

    4. 数据探究

    5. 数据建模

    6. 数据呈现及自动化



大数据分类

数据源

Web数据与
社交网络数据

机器数据

传感器数据

业务数据

IoT数据

数据格式

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
数据

非结构化
数据

数据存储

面向文档

面向表格

图形数据

键值数据

阶段数据

清洗数据

规范化数据

变换数据

数据处理

批处理

实时处理

自动化

大数据 -- 多样性



数据获取 预处理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数据可视化

查询接口

Web数据仓储

大数据处理过程



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关系

• 任何大数据应用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成熟体系结
构、网络及其它硬件设施。

• 云计算是智慧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是运行
任何行业大数据应用的硬件基础。

• 基于大数据的行业应用是衡量信息化发展水平的
主要指标之一。

• 教育大数据既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具有一定独立性。



什么是云计算？

•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
算资源服务模式，通常以虚拟化的方式来动态实
现计算资源的增加、使用和交付。

• 根据NIST的定义：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计
算资源服务模式，这种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
按需的网络访问，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
（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
务）。

• 这些资源能够快速提供，并且只需投入很少的管
理工作，或与服务提供商进行很少的交互。



Web服务器
We b服务器接收诸如
URL、输入等指令，然
后智能地发回相应的响
应。服务器能在任何时
间点上同时处理巨量的
指令。

所有数据
云服务必须能够存储巨量
数据，有足够的空间为数
百万用户提供分离的和可
靠的数据存储。

云应用
云应用与安装在PC或移动设备
上的软件类似，所不同的是这
些软件实际存储在云中，功能
上与普通软件几乎完全一样。

本地互联网访问
路由器通过无线的方式将固
定互联网连接与任何可联网
设备进行分享，只需一个密
码就可以使用这种优势。

交换机
云交换机将多台计算机
通过相同的链接连接起
来，而每种设备的发送
及接收信息都是独立的。
交换机将流量和逻辑路
径进行分解并发送的适
合的设备上。

服务器        虚拟桌面       软件平台         应用           存储/数据

路由器

终端用户

交换机



云计算的分层与类型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计算等相关内容
已写入高中及中职新课标



大数据应用的一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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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AI - 行业应用



大数据应用的架构



大数据应用的数据流程



教育云平台

• 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三通两平台”是成为未
来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基础。

• 教育数据的采集、存储、利用、公开（教育大数
据）是破解教育发展难题的必经之路，而全社会
的信息化以及对教育的关注有助于逐步解决云数
据安全问题。

• 智慧教育支撑技术 = 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技术+物
联网+移动计算。



教育大数据

• 教育大数据是整个教育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以及
根据教育需要采集到的、一切用于教育发展并可创
造巨大潜在价值的数据集合。

• 教育大数据之“大”并非只指数量之大，而是更加
强调“价值”之大，即能从繁杂的教育数据中发现
相关关系、诊断现存问题、预测发展趋势，发挥教
育大数据在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实现个
性化学习、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辅助教育科学决策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教育大数据的特点

• 教育大数据采集具有更强的实时性、连贯性、全面性和自然
性。

• 分析处理更加复杂和多样，应用更加多元、深入。

• 传统教育数据采集是阶段性的，数据分析手段包括汇总、统
计和比较分析，关注重点是受教育者的群体特征以及国家、
区域、学校不同层面教育发展的整体状况。

• 教育大数据可以在不影响师生教学活动情况下实时、持续地
采集更多微观的教与学的过程性数据，比如学生的学习轨迹、
在每道作业题上逗留的时间、教师课堂提问与微笑的次数等。

• 教育大数据的数据结构更加混杂，常规的结构化数据(如成
绩、学籍、就业率、出勤记录等)依旧重要，但非结构化数
据(如图片、视频、教案、教学软件、学习游戏等)将越来越
占据主导地位。



教育大数据冰山模型



教育大数据分层结构

•技术：数字校园  云计算  物联网  大数据

•服务：教育利益相关方  教育伙伴  社区校园

•技术：无线网络  智能控制  UI设计  音视频技术    
•服务：学生  教师  教学管理者  家长  技术支持人员教室

•技术：学习支持技术  交互技术  智能感应  可视化

•服务：学习者  教师  教学管理者  家长  资源开发者桌面

•技术：智能搜索  语义推送  微交互  智能感应  语音控制

•服务：所有教育用户终端



教育大数据应用



教育大数据应用 -- 智慧课堂



教育大数据应用 – 精准辅导

机器学习



教育大数据 -- 学习分析



教育大数据 -- 学习分析



教育大数据 -- 个性化学习

个性化学习指教学方法、课程内容和学习环境的重组

和调配，以满足个体学习者的需求和愿望。

          调整教学进度

          调整学习方法

          允许学习者选择自己的学习路径

          调整教学内容及类型

          平衡学习兴趣与学习体验



三通两平台



三通两平台



教育云/大数据应用架构



教育云/大数据基础架构



大数据安全标准体系框架

引自：大数据安全标准化白皮书（2017），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大数据安全标准体系框架

引自：大数据安全标准化白皮书（2017），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引自：2017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国家信息中心）

大数据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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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发展瓶颈



引自：2017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国家信息中心）

大数据发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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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发展存在的问题



• 职教信息化与大数据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 职校信息化与基教信息化的模式区别何在？

• 职校信息化有可能弯道超车吗？

• 职教信息化与行业信息化的融合。

• 在信息化顶层上实现校企深度合作。

• … … … …

职校信息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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