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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变革

余胜泉袁 汪 丹袁 王 琦

渊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袁 北京 100875冤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特殊教育需求加速了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新业态的形成袁文章阐述了大规

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形态带来的教师的社会性变革方向袁并从联通主义视角袁提出新的教育形态下亟待解决的两

个关键问题袁即关键知识节点和关键人际节点的适配机制袁以及外部认知节点的信任保障机制袁并提出利用社会知识网

络技术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思路遥 在此基础上袁阐述新的教育服务形态下袁学校组织形态面临的开放挑战袁提出构建

基于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开放教育服务生态体系的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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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抗疫期间的社会性阻断与延续

在全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形势下袁学校延

期开学袁学生居家学习袁造成了教与学过程中师生的

时空分离袁阻隔了师生尧生生之间的社会性交互遥 日

前袁在教育部 野停课不停学冶[1]的倡议下袁各地教育部

门尧广大中小学积极响应袁尝试通过直播尧录播尧慕课

等形式开展在线教学[2]遥 同时袁教育部整合国家尧有关

省市尧出版社尧电教馆和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袁通过网

络云平台和空中课堂向全国的中小学生开放[3]遥 教育

企业尧辅导机构尧高校教师尧科研工作者尧师范生尧社会

人士纷纷通过微信公众号尧微视频等各种形式提供内

容和服务袁助力学生在家学习遥多方参与尧形式多样的

在线教育服务成为当下教育的支柱袁在不同程度上试

图延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社会性交互袁从而保障延期

开学期间的教学活动遥 相对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袁在

线教学的服务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院教师和学生

的交互行为袁从实体空间转移到了虚拟空间曰教育服

务的来源不再局限于学校或区域内部袁海量的学习资

源和教育服务来源于校外袁 并向所有教师和学生开

放曰 提供教育服务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中小学一线教

师袁而是来源于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曰教育系统的关键

业务呈现出一种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形态遥

互联网尧5G技术的发展袁使得信息和数据能够迅

速流通袁使陌生群体之间的大规模社会化协同成为可

能袁并且会进一步加速教育系统大规模社会化协同教

育服务形态的形成遥互联网技术和即时通讯技术的发

展袁 将实体空间的教育服务转化成数字化形态后袁可

以实现智力资源跨组织尧跨层级尧跨领域流转袁打破组

织尧层级和领域的边界袁形成新的社会性空间曰使得协

作内容生产成为可能袁协作服务供给成为可能袁通过

更精细化的社会分工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袁能够

大幅度提高教育服务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袁更能满足学

习者的多样化尧个性化的需求曰更容易形成内容与人

力资源的社会化连接袁可以实现群体智慧的汇聚和应

用价值的最大化袁更能够体现教育的社会属性遥

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对当前教育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袁而且也会推进未来教育的变革遥 未

来教育服务主体渊也就是教师冤的社会属性将发生重

要转变袁学生如何跟社会化教师提供的教育服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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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连接将成为关键袁学校也要很好地应对教师教育

服务的开放与外部服务的采纳袁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

的讨论遥

二尧教育服务主体渊教师冤的社会化变革

教育服务的大规模社会化协同将使得教师主体

的社会属性和组织体系发生深刻的变革遥未来教师要

以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方式开展教育服务袁利用智能

技术将教师的服务数字化袁通过互联网穿越学校的围

墙袁教师不再仅仅服务于固定的一个学校或一个班级

的学生遥 合作对于教师越来越重要袁个体户性质的工

作形式不再适应于当前的教育服务需求袁多个教师形

成团队共同提供教育服务将成为常态袁教师承担的社

会化分工将越来越精细化遥教师的服务属性的变化直

接导致了其身份属性的流转袁教师不再只有一个固定

的现实身份袁而是现实身份和虚拟身份的叠加体遥 以

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方式提供教育服务的主体袁除了

一线教师以外袁还有师范生尧辅导机构教师尧学者及其

他社会人士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教师属性遥 人

工智能教师将成为人类教师的得力助手袁协助人类教

师提供更精准尧个性化的教育服务遥

渊一冤教师的服务属性社会化

在面对面课堂中袁教师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将自己

的智力资源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袁而在在线教学

的服务空间中袁教师以技术为媒介传播自己的智力资

源袁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遥目前的学校教学服务空间袁

受到教师的工作时间尧班级人数等影响袁服务所能够

惠及的范围和对象都相对有限遥基于大规模的社会化

协同的教育服务强调将每个个体教师的智力资源数

字化尧标准化袁通过互联网开放共享袁实现跨区域尧跨

组织的无缝流转袁使学习者可以随时尧随地自由选择

教育服务遥 例如袁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性辅导计划[4]袁

实现了教师的智力资源社会化袁参与该计划的教师将

自己擅长的知识点或课程中学生的常见问题录制成

微课袁上传到智慧学伴平台袁依据平台对学习者知识尧

能力尧 素养等维度的全方位诊断和分析预测结果袁为

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服务袁支持跨学校尧跨区

域的学生与教师实现多对多的互动交流遥

渊二冤教师的社会分工精细化

互联网促进了跨越组织的大规模社会化协同袁使

得教育领域的精细化分工成为可能[5]袁未来个体户式

的工作模式已经不适合当前在线教学的需求袁一位教

师很难出色地完成知识内容规划尧教学设计尧录课尧技

术制作尧教学辅导尧评价等整个课程的设计尧实施和评

价流程遥 合作对于未来的教师来说越来越重要袁通过

社会化协同的方式袁 不仅能够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袁

减轻工作负担袁而且能够发挥教师的特长袁让他们能

够专注地把一件事情做好袁提高在线课程的质量遥 例

如袁可以让富有经验的学科专家负责内容规划袁让有

教育技术学或远程教育背景的教师负责教学设计袁让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作为主讲教师等遥学习者对于课

程内容及服务的多样化尧个性化需求袁使得单个个体

难以完成所有相关课程的设计和制作袁一个团队来建

设和运行一门课程将成为必然遥基于大规模的社会化

协同还强调课程团队的教师可以跨组织尧 跨团队协

作袁课程与课程之间尧课程的单元与单元之间建立语

义关联袁让擅长不同课程和内容设计以及开发的团队

分布式完成课程制作的任务遥

渊三冤教师的服务方式体现人机结合

未来的教育是人与人工智能协作的时代袁人工智

能程序也将成为提供教育服务的主体袁人工智能教师

将成为教育社会化的主体之一遥人工智能教师要发挥

自身优势袁协助人类教师提高工作效率袁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6]遥首先袁人工智能教师能够采集学

生的学习全过程的数据袁 根据学生的个性化特征袁自

动命题袁自动批阅袁诊断学习障碍并及时反馈袁评估学

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袁协助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和

辅导袁促进学生知识水平和关键能力的提升曰其次袁人

工智能教师可以通过多感知终端袁采集学生的多模态

数据袁对学生的心理素质尧体质健康尧综合素质尧职业

倾向等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袁辅助教师引导学生积极

健康地成长袁并根据特长和兴趣进行学业规划和生涯

规划遥 人与人工智能教师的协同袁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教师的工作效率袁 增强教师处理更高层次问题的能

力袁从而显著提高教育体系的生产力遥

渊四冤教师的身份属性体现虚实融合

智能技术将教师的智力资源数字化尧 标准化袁通

过互联网穿越学校的围墙袁服务于大规模学生的学习

和成长袁实现了教育服务的可流转遥由此袁教师的身份

属性发生变化袁教师不再仅仅服务于一所学校袁教师

的身份属性成为现实身份和虚拟身份的叠加[7]遥 教师

的现实身份由现实学校管理袁遵循金字塔型的科层管

理规则袁而虚拟身份由跨越边界尧扁平化尧虚拟化组织

管理袁由兴趣尧工作任务尧项目等联系起来的虚拟动态

组织的管理主要靠自组织遥 虚拟组织中袁更加体现出

每个个体都是知识专家的扁平型结构袁更加强调智能

技术支撑下的知识管理袁更加需要明确尧简单的共同

目标袁以指导个人的行动遥自组织的扁平网络中袁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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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要承担信息责任与行动责任遥新一代信息技术通

过减少信息处理和交流的时间与成本影响着教育机

构中人们完成工作的方式袁促进了教师身份属性的迁

移与流转袁这种身份属性的变革将对教育管理机构的

协调机制产生深远的影响遥

渊五冤教师的协同主体多元化

在智能时代袁知识不再是静态的存在袁更具有流

动性尧情境性尧社会性等特点袁学生的知识面尧知识深

度尧知识获取途径将更加多元袁知识经济时代的学生

要能够对知识进行社会性和情境性的应用遥在知识经

济时代袁知识的更新速度呈指数级增长袁知识的生产

是网络中群智协同的过程[8]袁教师作为知识垄断者的

权威地位被彻底打破袁网络中的每个用户不仅是知识

的消费者袁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遥 每个拥有情境性

知识和社会性知识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提供教育服

务袁其中袁社会人士是这种知识的一类生产者主体袁并

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遥越来越多的教育服务以

外包的形式袁由社会机构和社会人士承担遥 以北京市

的开放实践课为例袁通过资质审核的教育机构尧企业尧

大学都可以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综合实践课程服务遥大

规模的在线学习同伴通过发帖尧提问尧分享学习经验尧

制作人工制品袁为学习者提供主观的尧经验性与策略

性知识的教育服务遥疫情期间袁师范生尧教育公益组织

志愿者尧奥运冠军尧健身教练尧心理咨询专业人士尧医

学专业学生纷纷通过社交网站开展开放辅导尧在线答

疑尧体育知识分享尧心理咨询尧生命教育等教育服务遥

这些社会人士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师袁但在网络

学习中确实提供了促进学生学习和全面发展的教育

服务袁一定程度上具有教师属性袁属于教育服务的大

规模社会化协同的主体遥

三尧社会性教育服务的连接之路

教育服务的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给在线学习者提

供了更加丰富尧多元的选择空间袁但也给学习者的服

务选择带来了困难和挑战遥 一方面袁教育服务的大规

模社会化协同促进海量尧 多元化的服务和内容的产

生袁并开放给学习目标尧知识水平尧学习风格尧学习兴

趣尧价值观尧语言和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学习者袁导致

服务和内容选择的复杂性袁增加了学习者的选择困难

和认知负荷曰另一方面袁教育服务的大规模社会化协

同纳入了更加多元化的服务主体袁其专业背景尧擅长

领域尧教育经验呈现多样化特征袁其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袁 使得在线学习者面对陌生的教师和服务群体袁无

法了解哪些是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尧 优质的服务袁容

易产生信任危机遥

如何在大规模社会化协同服务的背景下袁帮助学

习者有效发现适合自己当前情境的服务渊服务适配机

制冤袁并探究提高社会化服务可信度的策略渊信任保障

机制冤袁 是基于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实践亟

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遥 联通主义学习观认为袁知识

驻留于网络袁网络中的节点包括人尧组织尧图书馆尧网

站尧数据库尧知识点学习资源等任何信息源[9]袁学习即

学习者个体内部认知网络与外部知识网络中节点之

间连接的过程遥在社会化学习过程中袁教师渊这里泛指

能为学习者提供教育服务的人类教师尧 社会人士尧学

习同伴和人工智能教师冤在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内部

认知网络的同时袁作为重要的外部认知节点袁要引导

和帮助学习者发现关键的学习节点袁不断连接重要的

知识节点和人际节点遥大规模社会化协同教育服务使

得外部知识网络中的节点快速增加袁为了帮助学习者

及时发现和连接关键外部认知节点袁需要对网络服务

空间进行科学表征和计算遥社会知识网络可以用于大

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的科学建模袁可以为支撑

形成外部认知节点的适配机制和信任机制提供条件遥

本部分将结合社会知识网络详细阐述其在支持大规

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中的思路遥

渊一冤社会知识网络

社会知识网络是整合了社会网络[10]和知识网络[11]

的一种网络服务形态渊如图 1所示冤袁以人和知识作为

节点袁以人要人尧人要知识尧知识要知识之间的关系为

连边袁为知识的调用尧整合和创生提供了保证遥 野人冶与

野知识冶既是社会知识网络的节点和内容袁提供教育服

务袁又是联通其他网络节点的管道和媒介遥 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中袁通过特定主题或兴趣发现与之相关的人

和知识节点袁不断建立社会性连接袁从而获取更多的

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源[12]遥

基于社会知识网络的学习不仅是学习者与物化或

概念化知识之间的交互袁 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他人和集

体进行交互袁汲取他人的智慧遥基于社会知识网络的学

习是一种社会化协同的连接学习和创造学习[13]袁学习

者通过连接人和知识节点袁 实现与知识网络和社会网

络的协同互动袁促进了个体知识建构袁拓展了个人社会

知识网络的广度和深度袁 并通过知识的贡献和创造不

断促进知识节点的进化袁 在与其他学习者的连接和互

动过程中袁将个体知识扩散到群体知识网络中袁促进群

体知识建构和群体智慧的汇聚渊如图 2所示冤遥

随着语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袁 社会知识网络中的

节点及关联关系可以通过本体的形式进行定义和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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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知识网络

述袁进而为社会知识网络的自动化聚合尧服务的适应性

匹配尧 可信任供给提供了条件遥 在社会化学习的过程

中袁 社会知识网络可以自动聚合更多的知识节点和人

际节点遥利用语义计算和语义推理技术袁根据知识与知

识之间的语义关系可以聚合更多的人袁 根据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聚合更多的知识袁 根据人与知识的

互动生成的社会化标签可以聚合更多的人和知识袁从

而形成多维链式聚合的社会知识网络袁 当社会知识网

络聚合到一定规模和深度袁将具有社会智能[13]遥 具有社

会智能的社会知识网络可以动态演化和自我发展袁可

以帮助学习者快速定位某个内容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尧

适合的学习伙伴和重要的知识资源袁实现优质教育服

务的适应性匹配遥

由此袁社会知识网络能够表征基于大规模社会化

协同服务场景下学习者尧服务者尧知识节点及其之间

的关系袁 不仅关注教育服务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

图 2 基于社会知识网络的群体知识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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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袁提供了学习者与服务者之间的交流通道袁而且可

以使学习者的个人社会知识网络和社会化协同生成

的群体社会知识网络可视化袁凸显了知识的社会性分

享尧社会性协作和社会性建构遥 社会知识网络既是基

于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的支持方式袁又是其

服务目标遥而面向大规模社会化协同教育服务过程中

的两个关键问题要要要外部认知节点的适配问题和外

部认知节点的信任保障问题袁社会知识网络也可以通

过对节点的多元语义描述尧复杂关联的表征和计算提

供解决方案遥

渊二冤外部认知节点的适配/联通机制

教育服务的大规模社会化协同产生了海量的教

育资源和服务袁为师生之间从单点对多点的交互向多

点之间的网状交互转变提供了可能袁为满足学习者的

个性化尧多样性需求提供了可能袁也为学习者发现最

适合自己的尧优质的教育服务带来了挑战遥 在当前的

教育服务空间袁 大量的资源和服务之间缺乏关联性袁

资源与资源之间尧资源与服务之间衔接性较弱袁不能

为学习者提供完整的知识结构袁使得学习的组织性很

弱遥并且袁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参差不齐袁多数学习

者不能确切了解自身的学习需求袁面对大量的教育服

务尧陌生的服务群体和碎片化的学习资源袁学习者发

生浅层学习尧重复学习的现象比较明显遥 学习者能否

合理地选择满足自身需求的资源袁连接关键的外部认

知节点袁是决定其是否有效使用在线教育服务的基本

条件[14]遥

为了帮助学习者在海量的教育服务中袁选择适合

自己需求的服务袁降低认知负荷袁社会知识网络在不

断丰富和拓展的同时袁还要提高其适应性袁即根据学

习者的个体特征袁 从大规模的社会知识网络中精准尧

高效地发现与其匹配的服务遥 一方面袁基于社会知识

网络的语义属性描述袁支持以学习者个性特征为基础

的推理袁实现教育服务的个性化推荐袁在此基础上袁考

虑其个人社会知识网络的结构特征袁在保证推荐结果

准确性的同时袁也提高了推荐的可解释性袁促进学习

者的元认知能力提升曰另一方面袁为了避免教育服务

选择和供给的马太效应袁促进在线教育服务最大化地

发挥其价值袁基于社会知识网络的教育服务个性化推

荐算法要兼顾推荐结果的多样性和创新性遥基于社会

知识网络的外部认知节点的适配/联通机制实现的核

心思路如下院

渊1冤社会知识网络领域知识库的动态构建遥 利用

社会知识网络对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进行

语义建模和领域知识库动态构建遥 第一袁要明确社会

知识网络中野人冶和野知识冶这两类节点的实体类和关

系类的类型和属性袁对基于语义关联关系的推理规则

进行规范化设计遥 第二袁要实时采集大规模社会化协

同的教育服务过程中的交互数据袁 提取其中的人尧知

识节点的实例数据袁计算人要人尧人要知识尧知识要知

识关系信息袁以三元组的形式对社会知识网络领域知

识库进行明确而规范的表征遥 第三袁基于知识与知识

之间的语义关系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以及人与

知识之间的交互关系袁根据事先设计好的推理规则进

行语义推理袁对推理出的新的节点之间的关系袁以补

充尧修改和完善三元组的方式袁完成社会知识网络领

域知识库的自动化聚合 [15]袁从而构建自我发展的尧动

态进化的社会知识网络数据库遥

渊2冤学习者个性特征发现遥构建学习者模型袁表征

个人社会知识网络模型尧学习者的兴趣模型尧学习偏

好模式尧情境模型遥 实时采集学习者的人口统计学特

征尧情境信息尧学习活动及行为尧学习结果等多模态数

据袁利用智能技术挖掘其学习目标尧学习风格尧学习兴

趣与偏好尧文化和价值观尧当前所持设备特征尧环境特

征尧知识结构尧能力水平尧元认知水平尧学业情绪尧人际

关系尧个人社会知识网络等多维个性特征袁将学习者

模型实例化袁 从而了解学习者当前的个性化需求袁作

为外部认知节点的适配/联通机制的基础遥

渊3冤外部认知节点的适配/联通机制遥 采用关联规

则尧语义推理规则尧协同过滤机制相结合的综合推荐算

法[16]作为外部认知节点的适配/联通机制遥第一袁分别根

据学习者的个人社会知识网络模型尧兴趣模型尧学习偏

好模式和情境模型信息袁过滤待推荐节点集合遥根据学

习者个人社会知识网络模型袁利用语义推理规则袁计算

出当前网络中与节点相关联的人和知识节点集袁 再利

用协同过滤算法筛选出与当前学习者拥有相似社会知

识网络结构的用户成功建立连接的人和知识节点集袁

分别加入待推荐节点集曰 利用关联规则挖掘学习者建

立社会性连接的偏好模式和学习兴趣袁 进而选择符合

学习者偏好和兴趣的节点袁加入待推荐节点集遥 第二袁

根据学习者当前的情境信息袁 考虑推荐结果的创新性

和多样性袁对待推荐节点集进行筛选袁并提取节点之间

的语义关系袁 聚类以形成待推荐的社会知识网络遥 第

三袁 将推荐结果以节点和社会知识网络的形式呈现给

学习者袁 并注明推荐原因袁 帮助学习者了解自己的需

求袁从而作出有价值的连接选择遥

渊三冤外部认知节点的信任机制

教育服务的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开放性袁导致了

参与服务主体的多样性和服务质量的良莠不齐袁使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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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面对海量的教育资源和服务袁对其来源和质量

产生疑问袁从而导致信任危机遥 低质量的教育资源和

服务袁不仅浪费学生的金钱袁更是浪费学生的时间和

生命袁是影响在线教育服务的关键因素遥 如何保证外

部节点是优质的尧可信的袁如何设计社会网络节点的

质量控制机制是大规模社会化协同教育服务面临的

一个关键问题遥

基于社会知识网络的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

服务袁其外部认知节点分为两类要要要人和知识袁而在

此服务背景下袁节点数量和关系的增长符合互联网的

无穷大原理袁对于每个节点及与其他节点之间关系进

行审核袁 同样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化协同的方式完成袁

即针对这两类节点分别构建信任度评估模型袁并基于

社会知识网络构建信任网络袁利用机器与人工审核相

结合的方式对外部认知节点进行质量评估遥为促进审

核的开展还需以相应的激励机制作为辅助控制策略遥

其基本思路如下院

渊1冤分别确定影响人和知识节点的信任度的因素

及各因素作用于信任度的权重袁结合信任度的时间衰

减特性尧差异影响作用尧多数可靠假设和交互影响假

设袁建立人和知识节点的信任度评估模型遥 对于知识

节点的信任度评估袁首先袁要基于领域本体库提取该

节点的语义基因[17]袁计算其与领域知识的相似度袁作

为评估知识节点信任度的基础曰其次袁要融合该知识

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通性及其强度袁并结合节点之间

信任度的传递性对评估模型进行调整遥对于人的信任

度评估袁一方面要考虑其现实身份和用户创建资源以

及提供服务的信任度袁另一方面要将其与社会知识网

络其他节点之间的连通性及其强度纳入评估模型遥

渊2冤基于社会知识网络构建信任网络 [18]袁考虑时

间敏感性尧不对称性尧可传递性等特性袁将节点与节点

之间的连接关系对信任度的影响叠加到评估模型中遥

在此基础上袁要设置信任度阈值袁对人和知识节点进

行信任度计算袁动态更新袁保留信任度超过阈值的节

点袁定期清理信任度不达标的节点袁实现机器自动审

核的过程遥

渊3冤基于信任度评估模型袁设计和完善人工审核

机制袁为管理员尧知识专家和普通用户设置不同的审

核权限袁以众包的方式对社会知识网络节点及其节点

之间的关系进行审核和标注[19]袁对不同的审核结果采

用投票的方式决定最终是否通过曰设置合理的激励机

制袁对贡献服务质量高的用户袁以积分尧提高社会信任

度或虚拟勋章等形式加以激励遥

社会知识网络通过构建人要人尧 人要知识尧知

识要知识的关联网络袁实现了对社会化学习过程中社

会连接的表示袁同时依赖其背后的语义表征尧学习者

模型尧信任评估模型袁实现了学习过程中节点服务的

准确适配尧可信推荐袁为解决大规模社会化协同教育

服务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支撑袁为教与学的变革提供了

新的思路遥

四尧学校教育服务开放的挑战与应对

教育服务的大规模社会化协同将打破传统以班

级尧学校为主体的教学和服务体系袁改变教师的社会

属性袁 这将对现有的学校组织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袁

学校的围墙将逐渐被拆掉袁开放是大势所趋遥 学校组

织的时空结构将被打破袁 从静态封闭到动态开放袁从

条块分割到联合协同袁从定时定点有限供给到时时处

处人人可学袁组织管理向扁平化尧网络化尧智能化的方

向发展遥 学校将是一个虚实融合的个性化发展空间袁

在这个空间中袁师生角色随时可以转换袁学习可以随

时随地发生曰学校将是一个知识网络和人际网络融合

的社会性知识开放学习环境袁通过社会知识网络助力

个体知识建构和群体智慧汇聚遥要实现基于大规模社

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新业态的良好运转袁学校开放的

过程中势必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袁科学的应对之策是保

障教育服务质量的必经之路遥

渊一冤构建开放的教师组织体系

学校组织形态的开放首先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

管理教师组织属性的开放遥教育服务实现大规模社会

化协同袁意味着教师的服务属性发生变革袁教师不再

只服务于一个学校或者固定班级的学生袁而是通过网

络平台向更多的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开放教育服务遥教

师服务属性的变革倒逼教师组织属性的开放袁如果教

师仍然延续封闭而唯一的组织属性袁就很难打破学校

之间的壁垒袁难以整合跨学校尧跨区域的优质教学资

源袁实现优势互补袁也很难激发和维持教师提供在线

教育服务的积极性遥 要建立开放的教师组织体系袁赋

予教师开放的身份属性袁 可以保留教师的现实身份袁

叠加教师提供在线教育服务的虚拟身份袁现实身份相

对稳定袁而虚拟身份可以由教师自由选择袁对教师的

评价和绩效考核不仅要考虑现实身份的教育服务的

输出袁 还要考虑教师以虚拟身份提供的教育服务供

给袁协调好教师的双重身份的叠加是教育服务实现社

会化协同的基础遥

渊二冤建设教育服务社会化协同空间与机制

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要实现多元主体尧

组织尧层级和领域之间动态关联尧有效组合尧相互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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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化教育服务供给[20]的社会化分工形态袁就需要

一个虚实融合的尧开放的协作空间和组织机制作为强

有力的保障遥 从宏观角度袁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协作空

间和协作机制支持学校尧教育机构尧科技馆/博物馆尧

教育公益组织之间互换共享教育服务袁实现信息的流

通和社会知识网络的无缝连接遥从微观角度袁第一袁要

提供虚实融合的协作空间和灵活开放的协作机制袁支

持教师之间的合作袁提供支持更精细化的社会分工的

协作工具袁如提供同步和异步的沟通交流工具和协作

文档编辑工具袁 促进教师间的交流与协作的开展袁提

供可视化的社会知识网络工具袁促进教师对协作过程

和结果的监控和反思曰第二袁要为教师提供个人管理

空间袁提供个人知识管理和角色管理工具袁动态整理

教师和学习者个人的社会知识网络袁支持教师在网络

空间提供多样化的尧情境化的教育服务曰第三袁构建开

放的协作空间袁要支持学习者尧教师和其他社会人士

和机构对教育服务进行开放的选择尧 评价和反馈袁提

供智能助手工具袁为教师推荐合适的教学任务袁反馈

教育服务的效果和质量袁使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网

络不断完善和进化遥

渊三冤建立开放的教育服务采纳机制

要满足学习者随时随地开展多样化尧个性化学习

的需求袁仅仅依靠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和服务是远远

不够的袁要打破学校的围墙袁开放学校的服务来源袁学

校要积极纳入外部教育服务袁通过社会化的服务来大

幅度增加学校教育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袁形成大规模社

会化协同的教育形态遥 在此基础上袁如何保证大规模

教育服务的质量袁如何让学习者放心自由地选择教育

服务袁 如何在开放的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负责袁

把好服务质量关袁 如何设计好服务购买与评估机制袁

是学校组织形态变革面临的一大挑战遥 第一袁要设计

相关的标准和规则袁对提供教育服务的教师以及提供

外包教育服务的社会机构进行资质审核袁审核通过的

服务主体才可获得提供教育服务的权限曰第二袁允许

学习者对多样化的教育服务进行自由的选择尧评价和

反馈袁采集学习者的选择偏好和反馈信息袁对开放的

教育服务进行评估袁定期对评估得分低的教育服务进

行改进或淘汰袁优化整体服务质量曰第三袁要借助社会

知识网络建立教育服务间的关联和映射袁完善开放教

育服务的共享和互认机制袁 并根据学习者的需求袁推

荐适合的教育服务遥

渊四冤保障教育服务社会化协同的组织性和有序性

学校组织结构的动态开放尧教师服务流转和组织

属性的开放尧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供给和灵

活自主的学习方式袁使得学校组织以及教与学的各要

素处于一种扁平化尧碎片化的状态袁教育服务的情境

变得更加复杂袁如何保障组织性和有序性是学校开放

后面临的又一挑战遥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袁越来越多

超出人类计算能力的复杂问题可以借助机器来解决袁

基于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场景是一个复杂

系统袁可以借助复杂网络分析尧数据挖掘等技术袁通过

对教育服务供给场景进行科学建模袁 在尊重学生自

主尧个性选择的基础上袁同时做到有效的组织与调配遥

要采集大量的学习过程性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袁建立

全面的学情分析机制袁 通过对个体和整体学情的理

解袁促进学生尧教师尧管理者尧家长多角色联动袁重构教

学管理的组织性遥同时袁这也对学校管理者尧教师和学

习者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要求人们能够适

应人机结合的思维来解决问题袁基于机器做出的分析

和诊断进行科学的选择和决策遥

五尧呼唤院构建基于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开放

教育服务生态体系

基于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新形态袁与

传统的在线教学服务相比袁 带来了教师社会属性的

变革袁进而刺激学校组织形态的开放袁实际上是在呼

唤基于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开放教育服务生态体

系遥 这种开放教育服务生态体系的构建袁第一袁需要

构建一个云尧端尧网一体化的社会化协同服务空间袁

管理学习者和教师的虚拟身份袁 搭建人际节点和知

识节点之间连接的桥梁袁实现教育服务的无缝流转袁

满足学习者随时随地尧多样化尧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曰

第二袁 需要基于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通过

社会知识网络的形式供给袁 学生学习的过程即不断

地建立内部认知网络与外部知识节点和人际节点的

关联曰第三袁需要教师的身份属性开放袁教师不再只

服务于封闭固定的学校的学生袁 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师袁 而是纳入了社会

机构的外包服务提供者尧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者曰

第四袁 教育服务的供给方式体现多人协同和人机协

同袁不再是单个教师来完成袁通常需要多个教师组成

的团队袁分别承担更精细化的社会分工袁且在人工智

能教师的协助下袁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曰第五袁需

要对学生和教师的评价方式进行变革袁 承认学生在

虚拟空间通过自由选择的教育服务获得的学习成

果袁 承认教师在开放空间提供的社会化协同教育服

务曰第六袁需要整个学校的组织形态发生变革袁学校

不再是静态知识的仓库袁 而是群体智慧发生裂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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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Large-scale Socialize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Services

YU Shengquan, WANG Dan, WANG Qi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Dur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the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has

accelerate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form of large-scale socialize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servic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changes for teachers brought by that new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nectiv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wo key problems to be solved urgently, namely the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key knowledge nodes and key interpersonal nodes, and the trust guarantee mechanism of

external cognitive nodes, and also suggests the use of social knowledge network technology to solve the two

key problems. The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opening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school organizational form

under the new educational service form, and proposes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an open educational service

ecosystem on the basis of large-scale socialized collaboration.

[Keywords] Socialized Collaboration; Online Learning; Educational Services; Social Knowledge

Network

节点袁是分布式尧流动的尧开放的尧社会性的尧连接智 慧认知网络的个性化发展空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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