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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野互联网+冶推动教研发展袁引发教研形态转型遥 文章在梳理网络技术支持教研形态演化发展的基础上袁提

出野互联网+教研冶是信息化教研发展的高端形态袁其内涵表现为院以多维空间的开放互通袁优化教研生态环境曰以智能技

术的创新应用袁拓展教研活动场域曰以教师学习方式变革袁促进教研形式创新曰以促进教师高水平专业成长为核心袁推动

教师质量和教育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遥 同时袁从教研主体尧环境尧内容尧过程及评价五个方面分析了野互联网+教研冶的关键

特征遥 最后袁文章提出以下研究发展趋势院以研究范式转型来构建野互联网+教研冶理论体系曰重视人工智能技术与教研应

用的创新融合曰开展大数据驱动的野互联网+教研冶服务的综合效能评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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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百年大计袁教育为本曰教育大计袁教师为本遥 2015

年以来袁野互联网+冶理念席卷社会各领域袁野互联网+教

研冶也应时而生袁成为我国教师教育的研究新热点遥在

政策层面袁国家教育部门发布了叶关于开展人工智能

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曳叶关于实施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曳叶教育部关于实施全

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的意

见曳等系列文件袁强调利用新一代互联网及新兴智能

技术推动教研新发展遥 在理论层面袁学界主要侧重采

用统计分析尧社会网络分析尧内容分析等方法袁对野互

联网+教研冶 过程中的教师知识和交互行为状态进行

研究[1]遥 在实践层面袁野互联网+教研冶活动的组织形式

百花齐放袁野互联网+冶 特色的教师研训实践案例不断

涌现袁如视频直播教研尧远程协作教研尧基于数据的教

研等遥然而袁在理论与实践研究竞相兴起之时袁当前研

究却仍然缺乏对野互联网+教研冶内涵的清晰界定尧特

征的系统分析袁 以及对研究整体走向的宏观把握袁特

别凸显为野互联网+教研冶实践活动探索远远野领先于冶

理论建构的研究错层现象[2]遥鉴于此袁本文从互联网时

代的教研形态研究入手袁剖析其理论内涵尧形态特征

和发展趋势袁为更好地认识野互联网+教研冶提供参考遥

二尧互联网技术支持的教研形态演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袁其支持的教师教研形

态不断发展袁并经历了从数字化文本交互的信息化教

研尧教师在线实践社区的社群教研袁到智能互联技术

支持的野互联网+教研冶的过程袁呈现出继承基础上的

创新发展特征遥

渊一冤基于数字化文本交互的信息化教研

以教研博客圈的兴起为标志袁基于数字化文本交

互的信息化教研依托松散的教师网络联盟和自发自

为的博客教研或论坛教研袁开展网络环境下的教研实

践遥 例如院潘华东等通过调研总结了网络环境中的九

种教研技术和五种虚拟教研方式[3]曰胡小勇等分析教

师教研博客平台野天河部落冶后袁指出其以学科内容分

析与建设为教研核心袁基于教师教研反思日志尧教学

设计案例等生成性资源袁有效地促进了区域学科资源

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袁形成了基于教师教研博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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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学习共同体[4]遥与此同时袁也有学者注意到博客

教研因人而异尧因地区政策等而异袁其效果和质量参

差不齐遥 野李克东难题冶即为这一反思的例证袁并引发

了诸多的研究和追问遥有学者以海盐教师博客群体的

互动分析为例袁发现教研浅层交互问题突出袁如停留

在博客文本的浅阅读尧互动受限于单方评论尧关注平

台建设而忽视交流袁以及缺少对教学问题分析解决的

深度互动等袁并提出博客教研应走出个体化展示的困

境袁转向社群化教研[5]遥

渊二冤基于教师在线实践社区的社群教研

自 2010年以来袁基于教师在线实践社区尧网络研

修工作坊等形式的社群教研获得了快速发展遥 其中袁

在线社群平台和基于计算机终端的视频技术是其重

要的教研交互媒介袁并在教研的目标尧过程尧交互媒介

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遥

首先袁从教研目标来看袁更加强调提升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尧创生实践性知识尧促进教学能力发展遥

例如院通过区域网络协同备课促进教师知识建构[6]曰以

教育信息化草根共同体形式开展研修活动来提高教

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7]遥 其次袁从教研过程来看袁为

有效解决博客教研的困境袁社群教研进一步突出了教

研活动的系统设计与过程的管理评估遥 例如院李克东

提出网络教研应包括活动平台尧信息工具尧促进教师

知识发展的教育与教学问题尧 主题研讨与资源研用尧

基于个人反思与协作交流的网上活动尧成果展示与评

议六大要素袁通过应用绩效评价手段袁有针对性地对

教师在线实践社区开展绩效评估[8]曰王陆等开展了基

于教师在线实践社区的教师教学行为分析和教师实

践性知识创新的系列研究[9]遥从教研交互媒介来看袁针

对当时国内视频技术难以支持课堂教学定量分析的

困境袁 有学者开发了基于 HTML5的微格教学视频标

注系统袁为教研提供移动终端对接尧在线视频野字幕冶

标注尧轻量化的视频逻辑切片标注等功能袁但受当时

互联网技术条件所限袁在导出教研评价数据尧提供个

性化教研支持以及视频智能推送服务等方面袁仍存在

实操困难的问题[10]遥

渊三冤基于智能互联技术的野互联网+教研冶

2015年前后袁伴随着以智能手机尧平板电脑等为

代表的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袁 以及网络带宽的提升袁

基于智能互联技术的野互联网+教研冶应然而至遥 一方

面袁随着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移动互联技术以及

新型网络学习空间的发展袁野互联网+教研冶通过野云+

网+端冶的技术聚合袁强调教研方式创新融合袁促进专

家尧 教研员及教研名师等智力资源能够高效快速流

转袁提高了教研空间尧教研资源和教研成果的共享度遥

如教师可开展基于网络空间的协同教研尧基于移动端

直播平台的视频直播教研等遥 另一方面袁更加重视以

野互联网+冶的用户思维来关注教师教研体验袁强调个

性化的教研服务遥 例如院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支持网

络教研主题库的构建袁为教师智能推荐个性化的教研

主题尧学科报告尧学科作业分析等教研支持服务袁实现

基于数据驱动的教研[11]遥

三尧野互联网+教研冶的内涵阐释

目前袁学界关于野互联网+冶环境下教研形态变化

的内涵界定尚不多见袁仍在不断发展遥其中袁郑世忠等

认为袁野互联网+冶 教研是以提高教师的参与感与获得

感为目标袁 以专业的教研信息化平台为基本工作场

所袁以互联网思维为基本工作思路袁以混合教研尧实证

教研尧合作教研为主要形式的新型教研方式[12]遥 亦有

学者从时代背景和价值意义方面袁 认为 野互联网+教

研冶是信息化教学时期教师教研的引领方式袁具有提

高教学质量尧实现教师终身学习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等重要价值和功能[13]遥 基于已有研究袁本文认为野互联

网+教研冶是信息化教研发展的高端形态袁即在超越把

互联网仅作为技术工具实现简单信息连接的基础上袁

以互联网思维变革教研的理念尧方法与技术袁使得教

师在移动泛在尧云计算尧大数据和智能技术支持的环

境中袁采用多样化教研方式袁促进教师高水平专业化

发展的教研形态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智能互联技术支持的 野互联网+教研冶形态

渊一冤以多维空间的开放互通袁优化教研的生态环境

野互联网+教研冶环境主要是由物理空间尧信息空

间尧社会空间等三维空间构成的开放互通型教研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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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遥其中袁物理空间是指教研主体所处的实体环境曰

信息空间是指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依托袁为教研

提供数据和信息记录尧存储尧分析尧传输等的虚拟环

境曰社会空间是指网络环境下教研主体间的信息交换

和信息共享袁是以野人要人冶交互的互动空间遥 由此可

知袁物理空间尧信息空间尧社会空间的融合汇通袁形成

了一个有机的教研生态环境袁 以有效促进教研数据尧

教研信息和教研资源的共享遥

渊二冤以移动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袁拓展教研活动

场域

因应互联网尧大数据尧智能技术在教研中的创新

应用袁涌现出了多样化的教研活动场景袁特别是以移

动听评课系统尧直播社区和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智能

技术在教研领域中的创新应用袁使得野人人皆教研尧时

时能教研尧处处可教研冶成为可能袁极大地拓展了教研

活动的时空袁提高了教师参与教研的积极性遥例如院智

能视频录播技术具有独特的情景再现和跨时空共享

能力袁 能够捕捉记录课堂教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袁为

教师提供进入多样化课堂的窗口袁能够支持基于实践

的协作教研[14]遥 直播教研社区和教研学者运维的微信

公众号等自媒体袁让教师通过野屏幕冶就能实现异地协

同教研遥

渊三冤以教师学习方式变革袁促进教研形式创新

移动学习尧翻转学习尧混合学习等互联网学习方

式的兴起倒逼教师教研方式的创新袁这既有信息化学

习方式在互联网教研中的移植延伸袁也有基于互联网

创新出来的教研新方式[15]遥 例如院有学者基于实践与

学习尧生态与协同尧个性与灵活的价值取向袁结合形

式尧主体尧活动及关系提出并分析了混合式教研[16]曰有

学者将翻转学习理念迁移运用于教师教研袁构建了翻

转式培训模式袁即整体培训结构框架的野大翻转冶模式

和具体培训课程设计与实施环境的野小翻转冶模式[17]遥

近年来袁名师课堂尧名校网络课堂尧专递课堂尧同步课

堂等教研新方式受到普遍关注袁并在实践中不断得以

推广应用遥

渊四冤以促进教师高水平专业成长为核心袁推动教

师质量和教育质量的内涵式发展

从微观的教师个体层面来看袁野互联网+教研冶是

以教师主动适应智能教学工具等新技术变革为背景袁

通过改进教学行为尧提升教学能力尧推动教学创新和

实践智慧生成袁实现教师高水平的专业发展目标遥 从

国家宏观教育发展蓝图来看袁野互联网+教研冶 要为提

升教师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服务袁通过发挥野互

联网+冶的野连通冶优势袁支持区域内和跨区域尧发达地

区和欠发达地区尧 城市与乡村学校间的精准教研帮

扶袁推动教师质量和教育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遥

四尧野互联网+教研冶形态的特征分析

教研形态是指教研系统及其要素在特定条件下

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总体状态遥 以下从主体尧环

境尧内容尧过程及评价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院

渊一冤参与主体院覆盖面广袁交互结构关系扁平化

借助互联网手段袁有助于形成教研覆盖面的规模

效应袁使得教研交互结构关系趋于扁平化遥 以国家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中的野一师一优课尧一课一名师冶

为例袁它汇集了来自全国范围内教师尧教研员和专家

的教研智慧和力量袁 并借助互联网面向所有人开放袁

使其受益面和交互关系突破地域和时空限制袁教研参

与主体数量得到规模化增长遥

渊二冤教研环境院互联互通和虚实融合的教研云空间

野互联网+教研冶环境表现出具有野人要人尧人要机尧

人要信息冶互通性好的泛在教研空间特征遥诸多教育云

直播共享平台作为互联互通的云端教研空间袁 服务于

跨区域的中小学教学与教研遥 专业教研网络平台通过

教师在线教研尧名师工作坊尧在线会客室尧学科专家团

队工作室及直播教研等专业化教研空间袁 支持教师开

展优课直播教研活动遥 社会化自媒体渊如微信公众号尧

直播社区冤搭建了移动泛在的教研交流空间袁实现教师

线上线下的个性化教研互动遥更进一步袁智能技术提供

了野真实尧可感知冶的虚实融合型教研环境遥 例如院在虚

拟学校教学仿真社区渊Cook School District冤中袁系统为

教师提供示范性教学案例并随机分配一批虚拟学生袁

支持教师开展模拟真实情境的教学实践袁 并为教师提

供虚拟学生的学习行为及学习效果反馈[18]遥融合人工智

能技术的第二人生渊Second Life冤虚拟社区袁被用于支持

职前教师开展提升课堂行为管理方面的教研实践[19]遥

渊三冤教研内容院培育教师智能教育素养和提升高

阶教学创新设计能力

培育教师智能教育素养和提升高阶教学创新设

计能力成为野互联网+教研冶的核心和关键遥叶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

工作的通知曳指出袁要推动并开展教师智能助手应用尧

智能教育素养提升尧基于教育教学的智能测评诊断以

及远程同步智能课堂等系列建设应用行动[20]遥 因此袁

在智能技术与教学应用融合进程中袁携带野互联网+冶

基因的智能化教学新理念尧新方法尧新模式袁如促进学

习者学习方式变革的在线学习和混合学习袁自适应技

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袁 指向高阶思维的深度学习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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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教育尧STEM教育尧智慧学习等袁正成为野互联网+教

研冶的重要主题遥上海市高中名校慕课建设袁在实践中

形成了任务导向的慕课教师研修项目[21]遥 同时袁教师

信息技术教学应用能力升级转化为 野技术创新课堂冶

的教学创新能力尧综合性跨学科教学能力以及面向智

能教育时代的教师教学变革领导力袁 教师的设计思

维尧 数据思维以及评估素养等逐渐成为教研新焦点袁

以促进教师知识创造和提升智能教育素养遥教师需要

通过教研提升数据素养袁打破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的

教学决策袁形成多元数据驱动的教学专业技能 [22]袁并

能够开展利用机器进行学习预测尧学习迁移与学习增

强的智慧教学新实践[23]遥

渊四冤教研过程院以优质资源为支撑袁注重教研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模块化尧 生成性和个性化的教研资源建设与应

用袁提升了教研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遥 叶教育部关于

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曳指出袁要推动人

工智能尧智慧学习环境等新技术与教师教育课程全方

位融合袁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尧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袁

建设开发一批交互性尧 情境化的教师教育课程资源袁

并建设 200门国家教师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4]遥 同

时袁通过自适应系统和个性化推荐等自动化技术手段

对教师教研过程开展持续动态的需求分析袁生成个性

化的优质教研课程及项目资源[25]遥 微视频尧自媒体渊微

信公众号平台尧直播空间冤等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教

研过程中人要人尧人要资源的交互频率袁促进教研过

程个性化和协同化袁提升教研效果遥 课堂教学视频能

够捕捉到教学情境中的复杂性袁促进教师基于真实课

堂开展教研和学习袁并为反思提供充足空间[26]遥 其中袁

基于视频的自我反思可以帮助教师鉴别教学问题曰基

于视频的同伴反思能够帮助教师提出解决方案曰整合

多种视频方法能够更好地拓展教师教研的深度和广

度[27]遥

渊五冤教研评价院用智能化技术处理教研数据袁促

进精准教研

野互联网+冶背景下袁技术手段的智能化能够帮助

教师实现更加精准高效的教研评价遥在教师报告模式

渊Teacher-reported Model冤中袁借助 Geo Thentic系统能

可视化呈现教师 TPACK知识袁 实现教师知识技能的

野自检冶遥 在用户路径模式渊User-path Model冤中袁系统

对教师在线平台的使用数据进行追踪尧 挖掘和分析袁

能够自动评估教师 TPACK情况并掌握教师行为和需

求[28]遥 同时袁通过运用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采集尧分

析尧应用实际教学情境中的教学环境数据尧师生行为

数据及学业表现数据等多模态数据袁能够弥补传统教

研在数据采集尧数据使用和效果评估方面的缺陷与不

足遥 有研究指出袁大数据技术可以智能化分析教师的

讲课风格与授课模式袁帮助教师诊断课堂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29]曰采用多种基于大数据的知识发现方法与技

术袁通过教师实践性知识大数据和课堂教学行为大数

据可挖掘优秀教师群体特征并识别薄弱教师的教研

需求[30]袁形成数据决策驱动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研新

模式[31]遥 采用实时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SNAPP快速即

时获取教师在线教研过程数据袁能够即时呈现基于数

据的可视化社群结构袁便于组织者实施更有效的指导

方案和干预决策[32]遥

五尧野互联网+教研冶的研究趋势

渊一冤通过混合研究范式来弥合理论与实践的断层

综合互联网技术支持的教研形态演化历程袁野互

联网+教研冶 在实践与理论的双向转化方面还存在着

不足遥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加以分析渊见表 1冤袁在价值

取向上袁偏重于关注教研问题的现状描述曰在研究主

体上袁形成了教师作为教研实践者尧高校专家与教研

员作为研究者的角色分工袁却同时遮蔽了教师作为重

要研究者的实践需求袁引发教研问题野不真实冶和教研

投入度不高的问题曰在方法论上袁大多数研究设计方

法都集中于统计分析尧社会网络分析等袁缺乏对潜藏

在教师教研实践现象背后的重要理论机制及发展规

律的深度论证曰受研究对象范围尧周期尧教研情境多样

性和复杂性特点的影响袁野互联网+教研冶 模式策略推

广应用的有效性也亟待实现由实践探索上升为理论

建构遥

混合研究范式可有效弥合野互联网+教研冶理论与

实践研究的空隙袁以构建融合实践研究成果的系统性

理论体系遥 理论建构首先需要经过质性研究袁从来源

于实践的真实数据中发现规律袁再通过定量研究对其

进行验证袁 最后通过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的三角互

证袁确保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33]遥 因此袁面对理论与

实践错位的现象袁需关注研究主体特点及需求袁多角

度与全方位挖掘野互联网+教研冶的深层次问题袁综合

选用融问题解决和理论建构为一体的基于设计的研

究尧扎根研究尧行动研究等方法袁通过混合研究范式转

型来构建野互联网+教研冶的理论体系尧组织模式与实

践策略袁促进其可持续发展遥 兼具实践和理论创新双

重取向的基于设计的研究 渊Design Based Research袁

DBR冤是通过教师和研究者之间始于发现问题和寻找

问题的共同活动袁 帮助教师对课堂经验进行反思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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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互联网技术支持的教研形态研究范式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

形态历程
价值取向 研究主体 焦点与内容 研究方法

数字化文本交互

的信息化教研
基于现象的描述

1. 教师院实践者曰

2. 高校专家与教研员院研究者

教师教研行为渊博客和论

坛的发帖行为为主冤

社会网络分析尧调查研究尧

案例研究

教师在线实践社

区的社群教研

现象描述+基于问题的

实践探索

1. 教师院实践者曰

2. 高校专家与教研员院研究者

1. 教学专业能力发展曰

2. 教师教学行为+教师知

识创新

社会网络分析尧行动研究尧

调查研究尧案例研究

智能互联技术的

野互联网+教研冶

基于问题的实践探索+

理论体系创新+应用成

果的验证推广

1. 教师院实践者+研究者曰

2. 高校专家与教研员院 研究

者+实践者曰

3. 跨界教研参与者院 研究者+

实践者

1. 野互联网+冶时代的教学

专业能力发展曰

2. 野互联网+教研冶理论与

实践体系构建

社会网络分析尧行动研究尧

调查研究尧案例研究尧基于

设计的研究尧 扎根理论研

究

构教学新知识袁以产生适应性和推广性更强的教育创

新[34]遥 基于设计的研究作为教师在线培训研究的方法

论袁可提升教师培训平台尧学习支持服务和培训管理

模式的可用性尧适切度和有效性[35]遥 与此同时袁扎根研

究渊Grounded Theory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分析技术袁

扎根于原始资料数据和经验事实袁以归纳式推导出理

论袁并通过比较来修正和完善理论袁可将其深入而有

效地应用于教师网络实践社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袁帮

助教师解决教育教学问题[8]遥

渊二冤重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教研中的创新应

用研究

野互联网+冶时代的精准教研新需求尧国家教研政

策的新导向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发展将进一步加快

推动新技术在教研中的创新应用研究遥由于教师实践

性知识的具身认知特征袁仅以野讲座冶野报告冶等形式的

教研容易割裂教师实践活动与知识之间的联系[36]袁这

种野离身认知冶是教师难以实现知识迁移和改进教学

行为以实现精准教研的症结所在遥 人工智能尧虚拟现

实尧增强现实等技术在模拟真实情境和优化感知体验

方面袁能够为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创设智能拟真

的问题情境和实践环境遥 目前袁宁夏和北京外国语大

学等要试点开展教师智能研修行动和教师发展智能

实验室行动袁 以实现教育教学的智能测评和诊断袁支

持教学示范尧模拟教学和虚拟教研遥同时袁研究者也已

经开始探讨如何运用人工智能尧增强现实尧虚拟现实

等技术支持新型的教师教研活动遥 例如院将人工智能

教师助理作为精准教研中的互助同伴以及数据驱动

的教育决策助手[37]袁通过野数据采集与存储尧行为建模

与计算尧智能服务冶的课堂教学行为智能分析模型为

课堂教学分析尧教师教学分析和教学管理分析与决策

提供精准教研服务[38] 遥

渊三冤开展大数据驱动的野互联网+教研冶服务的综

合效能评估

从技术平台服务效能尧资源建设与应用效能及基

于野目标要过程要结果冶的实践绩效等方面拓展和深

化野互联网+教研冶质量评估研究遥 从技术平台服务效

能来看袁其一袁数据是野互联网+教研冶创新发展的重要

要素袁需注重教研数据采集技术的开发应用遥目前袁诸

多教研活动虽采用智能录播系统等途径生成教研数

据袁但从数据生成过程来看袁仍然难以满足大规模教

研的精准评估需求曰其二袁注重进行教研行为的大数

据挖掘袁形成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常模数据库袁为教

师提供基于大数据的教学行为诊断与干预袁有效促进

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改进 [39]曰其三袁增强基于数据驱动

的野互联网+教研冶平台的综合化应用服务遥例如院增强

教研平台的自动化数据采集能力尧智能化数据分析能

力尧可视化数据表达能力袁确保实现数据驱动的教研

需求分析尧教研过程管理尧教研实施效果预测袁提高教

研平台的数据服务效能遥

教育资源的建设尧 应用与评估研究成果较为丰

富袁但基于教研资源层面的建设和应用效能评估研究

却相对比较欠缺遥总体来看袁多元渠道建设尧获取及应

用优质教研资源是趋势袁且个性化的教研服务仍是突

出矛盾和关键难点袁推动野互联网+教研冶资源评估和

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变革将成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乡村教师已不再满足于对传统培训内

容的野照单全收冶袁呈现出由习惯性消费需求向提升型

消费需求转变的鲜明特征[40]袁应用野互联网+冶思维袁通

过研修组织模式尧课程模式尧资源模式尧支持模式及交

互模式等方面的协同创新袁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供给

侧改革[41]遥 因此袁建立教研资源设计尧开发和应用的评

价标准袁 构建优质教研资源的分类框架和服务体系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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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借鉴生态学视角和开源众筹机制袁通过跨界融合来

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袁 为教师教研提供 野规模化+个性

化冶的优质服务袁实现教研资源尧活动及支持服务的智

能化推荐将成为未来研究重点遥

基于野目标要过程要结果冶的实践绩效目标袁构建

野互联网+教研冶的系统性支持服务与管理体系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遥 在理论层面袁借鉴最新国际教师专业发展评

估标准袁结合教育信息化 2.0教研政策导向和教师专业

知识尧技能尧素养新需求袁以精准定位教研评估目标和内

容遥在实践层面袁充分发挥新兴技术优势袁开展并深化教

师教研数字画像研究[42]袁优化教研评估手段和方法袁以

适应多样化的教研场域和个性化的教研服务需求遥

六尧结 语

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研新形态袁野互联网+

教研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境况遥 在教育信

息化 2.0背景下袁本文对野互联网+教研冶的内涵尧特征

和发展趋势加以分析袁而如何深度理解和实现野互联

网+教研冶理论的系统建构与实践创新袁仍需加以深入

探讨袁以促进野互联网+教研冶的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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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tern of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nno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HU Xiaoyong, XU Huany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Internet + "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trigg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enhanced by network techn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the advanced pattern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its connotation is as follows: optimiz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with the

opening and interworking of multidimensional space, expanding the field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pattern through the reform of teachers' learning methods and promoting the connotation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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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quality of teacher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t

a high level. Meanwhi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from five aspects: main bod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 content, process and evalu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tre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innovativ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the service of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driven

by big data is carried out.

[Keywords]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mmun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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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of Learning Space of "Internet + Education": Connectivity and Integration

LI Shuang, BAO Tingting, WANG Shuang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ternet + Education" has triggered a structural change of educational paradigm袁and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space to bear and support the new concepts and model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o, the reform of learning space is imperative. This paper firstly sorts out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of learning space, and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learning space and corresponding

teaching paradigm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oncept of learning space, and proposes a new concept of "Internet + Education". Meanwhil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new learning space is based on the spatial epistemology of material, social and spiritual ternary

dialectics, and the learning space has a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with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at the new learning spa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nectivity and

integration in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spiritual space. Finally, based on the three spatial dimensions of the

new learning space,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innovatio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learning space.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learning space of "Internet +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net + Education; Learning Space; Spatial View; Ternary Dialectical Space

Epistemology; Production of Space; Integration; Connectivity; Peopl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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