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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教育”治理转型：实践路径与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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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为教育治理服务的精准化提供了可能袁但是实现这种可能需要技术尧服务尧组织体系尧政策等各方面

联动遥文章从 野互联网+教育冶对教育治理变革的要求以及提供的环境和条件入手袁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育治理服

务需要从需求导向尧政策引领尧多部门联动尧数据治理尧平台建设尧模型研发袁以及应用迭代等环节逐步实现遥 未来袁野互联

网+教育冶治理将会出现与社会治理共融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袁技术应用不断深化袁以及教育治理制度化尧标准化的趋势遥

研究将为区域和机构精准教育治理尧管理服务的实现提供策略和方法的指导袁并为野互联网+教育冶的应用研发提供理论

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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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袁要发挥网络教育和人

工智能优势袁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袁加快发展面向每

个人尧适合每个人尧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袁建设学

习型社会遥野互联网+冶正在影响着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尧

教育供给方式尧教与学方式袁学习评价方式尧数字资源

形式尧教育信息管理与决策模式以及教育理念和教育

规律袁是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遥

随着野互联网+冶的全面推进袁教育不仅面临的是

教与学层面的改革袁更是数据支持下教育管理和治理

模式的变革遥 2018年 4月袁教育部颁布的叶教育信息

化 2.0行动计划曳中提出袁要野优化教育业务管理信息

系统袁深化教育大数据应用袁全面提升教育管理信息

化支撑教育业务管理尧政务服务尧教学管理等工作的

能力冶[1]遥 2019年 2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发布的叶中国

教育现代化 2035曳 中明确提出未来将进一步发挥大

数据在教育科学决策中的作用院 野推进教育治理方式

变革袁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袁推进

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冶遥 [2]2019年 5月袁国际人工

智能与教育大会上多个国家所共同达成的 叶北京共

识曳袁 同样提出数据对教育决策的重要性院野意识到应

用数据变革基于实证的政策规划方面的突破遥考虑整

合或开发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工具对教育管理信

息系统渊EMIS冤进行升级换代袁以加强数据收集和处

理袁使教育的管理和供给更加公平尧包容尧开放和个性

化遥 冶[3]

政策规划为教育治理指明了方向袁 实践也同样

对野互联网+教育冶的治理提出了挑战遥 2020 年初的

新冠肺炎疫情袁使得野互联网+教育冶成了野停课不停

学冶的不二选择遥全民开展网络教育袁既是对我国教育

信息化实践的一次突击性大考袁也为我国的野互联网+

教育冶提供了难得的实践尧反思尧总结尧指导下一阶段

发展的机会遥疫情防控正在加速推进互联网及相关技

术在教育中的全面应用袁也为互联网推动教育变革提

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遥 而如火如荼的实践中袁也

反映出全社会在野互联网+教育冶的理念尧方法尧能力和

管理等方面都准备不足袁尤其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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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教育治理模式的变革上缺乏理论支持遥 我们认为袁

未来的教育治理必将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袁由大

数据所引领的科学化尧精准化监测和管理遥 而当前教

育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数据化转型袁才能进一步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袁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灵活开放的教育

体系遥然而袁教育治理是一个庞大的概念体系袁其中涉

及各个组织体系的整合袁这意味教育治理的大数据转

型必将是一个复杂而又艰难的过程遥如何正确认识当

下大数据对教育管理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袁同时教育

管理体系应该以怎样的逻辑进行重整才能更好地实

现转型袁都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遥

二尧大数据支持教育治理的实践应用

事实上袁 数据影响教育决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世纪遥当数据还是以少量和简单的形式存在时袁就

已经作为一种实证工具辅助教育决策遥 20世纪 60年

代袁 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了 野全美教育数据统计中

心冶袁 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数据处理的方

法论袁并且在 2002年通过的叶教育科学改革法曳中明

确提出[4]袁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建立在数据支持的基

础上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袁数据的体量尧形式都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袁这意味着数据将不仅能够作为一种

辅助型的实证工具袁而是能够通过多样化尧全方位的

描述和呈现袁 更深层次地挖掘教育现象背后的关系袁

从而支持管理者进行资源的配置和优化袁帮助达到教

育质量提升和公平的目的遥

目前袁大数据支持科学化教育管理主要在于两个

方面院一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曰二是优化资源配置遥前

者对应的是教育管理中的质量问题袁目的在于通过大

数据实现个性化的教学管理袁提升教育教学水平遥 如

美国于 2009年启动的野强化教育的相关冶项目袁通过

采集汇总不同地区学校学生和教师的信息袁帮助处于

落后地区的学区和校方改进教师培训和教学设计方

案袁提升教学水平[5]遥我国丽水市基于信息化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袁形成了从市域到片区尧从小学

到高中的三级三类组织体系区域网络教研模式[6]遥 后

者对应的是教育管理的公平问题袁目的在于通过大数

据实现更科学化的教育资源调控袁 缩减教育差距遥

2017年袁北京市教委尧通州区和房山区政府与北京师

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合作袁建立了野智慧

学伴冶平台尧双师服务平台尧区域教育质量地图以及评

估数据质量的核查系统袁将全区各校学生的历次测评

数据收集起来袁 形成各区域有特色的学校管理档案袁

作为信息反馈给学校教育管理者和学生本人袁以此帮

助管理者调配财务尧服务管理袁权衡学校教科研管理

的重点[7]遥

更多时候袁 教育质量的提升和资源配置的优化

往往是教育管理中两个并行的需求袁 这意味着教育

管理系统的构建袁不仅需要通过单一的技术手段解决

问题袁而是需要解构原有的管理体系袁重建能够适应

不断变革的教育新模式尧新流程和新方法遥 在技术流

程实现方面袁 甘容辉等人基于现有的信息化建设情

况袁认为高等教育进行科学化教育治理转型时可以通

过基于定制化需求改造现有平台尧校企协同开发等方

式进行[8]遥于方等人提出了高校数据化治理应遵循野数

据驱动尧顶层设计尧分层实施尧实践检验冶的原则袁将数

据治理流程分为野划分治理层次寅明确治理目标寅搭

建教育大数据平台寅构建用户画像系统寅提供教育

治理应用服务冶五个步骤袁形成了基于用户画像的高

等教育治理方案[9]遥许晓东等人提出袁为决策系统提供

支持是数据治理的动力所在袁高等教育数据治理分为

数据的获取和抽取尧整合和分析尧解释和预测几个阶

段遥 而技术流程的实现袁需要建立在治理主体的变革

上遥 通过大数据技术所构建的数据系统袁将充分整合

多元教育治理参与主体袁从而将原有以政府为中心的

自上而下垂直管理机制袁转变为政府尧市场尧社会尧高

校多主体参与的扁平化尧开放式治理机制[10]遥

从已有实践案例和理论模型可以看出袁当前在探

讨教育治理转型的具体实践路径时袁大部分案例和研

究的视角主要集中于学校这一层面遥对于学校层面以

上的区域教育信息化治理袁现有的研究往往给出模糊

的理论原则袁缺少具有实践性的解决方案遥具体而言袁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院

渊1冤缺少对个性化需求的挖掘和适配

已有模型和实例主要针对某一地区实行统一的

数据治理方案袁缺少对个性化需求的适配遥 由于我国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袁不同学校教育目标也不

一致袁统一的指标往往难以准确衡量不同地区或不同

学校的实际教育教学情况袁亦无法精准有效指导区域

管理者的教育决策遥若简单地用一套标准去衡量所有

学校袁而忽略其本身个性化的发展需求袁那么教育治

理方案将难以在学校层面进行落实袁继而难以进行区

域整合袁其方案本身也将沦为空谈遥同样地袁在学生和

教师的个体层面袁个性化需求层次更为丰富袁单一的

测量评价标准也可能导致学习者个性化发展和教学

者职业发展受限遥

充分掌握学校及个人的发展需求并将其与区域

发展需求对接袁是进行区域教育治理机制建设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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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袁其中教学机制改革尧数据采集处理尧教育教学应

用等均可能成为重要环节遥只有为区域尧学校尧个体设

立与之相匹配的需求目标袁才能合理地进行教育质量

检测尧教学评估和学习绩效评价遥

渊2冤治理决策支持往往停留在可视化描述层面

当前已有的教育治理方案较为依赖对教学和管

理数据的采集袁但是其数据价值的体现只停留在简单

的可视化描述层面袁 缺少对数据信息的深层次加工遥

根据简单的数据可视化袁 如某一指标的得分数据袁管

理者只能了解目前现状所处的一个大概水平袁但是难

以进一步剖析原因袁也无从证实该如何进一步改善指

标所描述的现状遥简单的数据可视化只是将数据表象

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袁 无法提供深入分析的实证支持遥

在诸多领域袁大数据技术呈现出了诊断尧预测等具有

指导意义的信息价值袁而目前教育领域对这类功能的

挖掘还较为欠缺袁在个别场景中存在错误理解遥 例如

一些大数据管理系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了把野教

学管理冶等同为野课堂监视冶或者野行为监控冶的现象袁

这与当前大数据管理系统野只描述不分析冶的不足之

处有密切的联系遥

数据分析人员对于教育场景的理解有限袁 因此袁

区域教育治理数据的分析过程需要学科专家的深度

参与袁且兼顾实际数据的采集情况与现有技术能力的

上限遥但需要警惕的是袁数据并不是万能钥匙袁无法绝

对体现教育教学的发展现状及问题所在袁唯数据论极

易导致偏颇的评价结果遥对教育大数据的规范化处理

和对教育问题的深入理解袁是实现高社会价值的数据

分析的必由之路遥

渊3冤没有形成完整的数据治理闭环

当前针对数据治理的方案缺少数据的流转和保

障机制袁未形成完整的数据治理闭环袁导致数据治理

流程不具有可持续性遥数据治理是教育治理的技术基

础袁部分管理者在面对浩瀚的数据资料时袁更多考虑

的是把数据用全尧用完袁反而忽略了数据本身是否应

该被使用尧 应该如何被使用以及数据的更新迭代问

题袁这导致已有的数据管理方案不具有安全性和迭代

性遥 数据的种类和形式随着技术的更新在不断地变

化袁因此袁数据本身的结构不应该成为限制教育治理

实施的主要条件袁而应该回到需求和系统本身袁去建

立能够适应数据发展的治理闭环遥

区域教育治理不是阶段性任务袁也不能简单将已

有平台和数据直接打包组建成大系统遥教育治理是环

环相扣的袁须自上而下完整规划系统搭建方案袁其需

要考虑基础系统平台的开发尧任务项目团队人员的职

责尧应用功能的推行等多阶段多方面的工作遥 保障数

据在教育主体尧技术平台尧教育场景间的不断流转袁平

衡教育需求和治理效果袁形成完整的优化机制袁使其

符合数据伦理和教育伦理袁才能确保区域教育治理体

系自身的不断进化遥

三尧野互联网+教育冶治理转型的实践路径

大数据时代下袁学生尧教师尧家校尧企业等各主体

所承载的教育数据和教育需求愈加多样遥当前我国所

面临的教育治理转型袁不仅是在学校这一微观层面袁

而是在于整个教育系统的科学化尧精细化尧个性化转

型遥 教育系统管理向治理的转型不是简单的升级技

术袁 并非将数据收集起来进行可视化呈现就大功告

成曰转型是系统的转型袁支撑教育管理系统的底层架

构和流程必须在技术升级的基础上进行解构和重组袁

从而适应新的教育变革遥

大数据时代下袁教育治理需要服务于以下教育需

求院把控教育现状尧评估教育发展尧辅助教育决策以及

助力资源配置遥 为了建立更加完善的标准化服务体

系袁面向未来教育打造全方位基础功能系统袁形成全

流程解决方案袁精准教育治理服务支撑体系的建设需

要遵循以下原则院渊1冤坚持需求导向遥明确服务群体及

其利益需求袁将个体利益尧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

结合袁为教育改革提供充足的动力保障遥 渊2冤尊重个性

化发展遥依托前沿教育技术方法和线上线下资源服务

机制建设袁提供精准化教学服务和教学管理袁在可接

受的成本投入范围内提供最大程度的个性化服务遥

渊3冤围绕平台中心遥搭建综合性教育大平台袁确保数据

全方位采集尧分析建模尧实践应用过程的完整性袁为教

育治理流程提供闭环条件遥

具体而言袁在搭建或优化区域教育治理服务体系

时袁需要从制定规划尧组建团队尧搭建平台尧汇聚数据尧

深化应用尧机制保障六个策略方向进行完善袁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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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因地制宜袁制定规划

需求是教育治理系统的核心出发点袁决定了系统

本身是否指向了真正的教育问题遥教育需求具有区域

特征袁不可千篇一律或照搬成功经验袁需要因地制宜

制定各类规划袁从顶层战略尧具体任务尧工作进程三个

层面进行推动遥 在区域教育治理的顶层战略层面上袁

需要设计复合方案面向区域内各教育主体进行持续

的需求采集袁充分整合多方治理目标袁依据社会需求

进行规划袁统筹区域内不同类型尧不同层级教育主体

之间的统一性需求和个性化需求曰 在具体任务层面袁

需要确认区域教育治理总目标及子目标袁分解达到项

目目标所需完成的任务单元袁确保目标与需求之间环

环相应曰在工作进程层面上袁需要结合实际治理条件

和治理周期袁分析各级目标的完成难度袁明确工作进

程袁提高教育治理的效率袁从而保证教育治理紧扣区

域本身迫切的尧真实的需求目标遥

一般来说袁我们可以把需求归结为 4类遥 第一是

描述性的需求袁强调将教育的全貌用显性化的方式予

以展现遥比如袁疫情时期袁到底有多少学生尧多少教师尧

多少学校开展了在线学习袁 他们的教和学状态如何袁

平台使用情况如何袁区域均衡情况如何袁等等袁此类需

求是目前野互联网+教育冶实践的第一步遥 第二是诊断

性的需求袁强调在全貌展示的基础上袁进行价值判断

并发现问题遥比如袁教师的教学实施有什么问题袁学校

的课程服务有什么特色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高还是

低袁不同学校之间教育绩效渊例如成绩冤是上升了还是

下降了袁等等遥第三是预测性的需求袁强调在诊断的基

础上袁对未来发展态势进行研判和预测遥比如袁在平台

的服务能力上袁 是否会随着课程的演进出现问题袁在

自主选科的时候是否出现各学科师资资源的过剩或

不足袁 地区的学习绩效在未来有可能上升或下降袁等

等遥第四是干预性的需求袁强调在预测的基础上袁找出

关键要素和节点袁发现干预的着力点和干预建议遥 比

如袁发现师资资源是影响学校绩效的核心袁建议优化

配置师资曰发现带宽是影响师生体验的重点袁建议提

升网络服务能力曰发现教学模式是影响学习结果的重

点袁则组织开展教师培训等遥

渊二冤学科融合袁组建团队

教育治理服务团队是支撑整个教育治理系统运

转的骨架袁决定了系统能否保证在教育和治理两个方

面的专业性遥在教育治理的各项任务目标建立的基础

上袁应考虑负责团队所需的各项能力袁将其与各类学

科专业进行匹配袁以实现野专人做专事冶遥 在完整的教

育治理方案中袁应该至少配备教育教学团队尧数据管

理团队尧专家咨询团队及教育技术团队袁以确保所遵

循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工作落地的可行性遥教育教学

团队对接一线教育场景与教育需求袁 设计治理方案袁

反馈治理效果曰数据管理团队搭建全流程数据服务体

系袁根据分析需求设计数据存储逻辑袁维护并管理数

据曰 专家咨询团队论证治理方案与科学教育理念尧区

域教育政策的一致性袁避免发生根本性偏差曰教育技

术团队作为教育治理方案的推动者袁串联各环节需求

及成果袁提高机制运行的效率袁不断优化团队协作和

平台功能遥 其中袁教育技术团队以交叉学科人才的身

份袁 以各自的专业术语与另外三方团队积极对话袁减

少高成本沟通或专业差异带来的纰漏袁从而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遥

渊三冤数据中心袁搭建平台

数据中心平台是实现科学化教育治理的主心轴袁

是保障整个教育治理系统稳定运行的技术关键遥以数

据为核心袁 则需要开发区域教育治理的软硬件系统袁

并以此为基础搭建数据治理平台遥大数据时代区域教

育治理的基础是依托各种类型的数据袁利用教育信息

化系统袁通过大数据分析尧人工智能尧云计算等技术袁

实现人尧财尧物更加高效的配置和管理袁实现科学尧智

能尧高效的管理尧决策和服务遥基于数据中心的教育治

理平台应该包括两个基本平台院数据治理平台和综合

应用平台遥 数据治理是解决区域的信息系统联通问

题袁对数据进行统一标准的集中管理袁打破区域内不

同部门尧不同层级之间的数据孤岛袁形成具有统筹作

用的数据治理平台曰 综合应用面向实际的治理方案袁

链接应用方案与教育问题袁形成基于数据的中央管理

系统遥 如前文所说袁数据治理并非只是简单的数据描

述及可视化呈现袁而应该是功能导向袁服务于区域教

育需求的动态质量监测袁且能够进一步为教育决策提

供数据支持遥 搭建综合应用平台袁则能更直接地对应

各类教育场景的需求袁同时也为现阶段的新需求提供

对照袁以促进全流程的持续改进遥

渊四冤多维分层袁汇聚数据

清晰尧多维尧全面的数据是支持科学化教育治理

转型的基础袁教育治理系统中数据库的结构化程度决

定了教育治理系统能够真正落实的程度遥区域教育治

理中多维数据库的建立依靠线上线下多种汇聚方式袁

形成层次性强尧数据种类全尧数据质量高的结构化数据

采集和存储方案袁 保证数据能够支撑不同层级教育治

理方案的落实遥教育教学数据直接来自于课堂教学流

程袁是对教学质量的直接反映曰来自于学校等教育机

构管理体系中的人员尧物资等教育管理数据能够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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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说明区域内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曰 在区域范围内

的综合教育环境中获取各类统计数据往往具有系统性

和概括性袁是一个区域内教育情况的整体体现曰此外袁

教育本身离不开经济尧社会等复杂因素之间的关联袁这

些因素往往对教育治理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关键性的

作用袁因此还应该综合教育系统之外其相关的区域环

境数据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数据采集及处理作为基础性

工作袁耗时较长袁所得数据体量庞大袁因此袁需要制定

极其精准的数据规范和流程以提升数据质量遥

渊五冤建立模型袁深化应用

基于数据的教育建模是区别教育管理与教育治

理的重要因素袁决定了教育治理在应用层面的高度和

深度袁 是保证数据推动科学化教育治理的根本基础遥

为建立科学化教育治理机制袁平台及数据所提供的信

息需要进行深层次加工袁从而挖掘简单现象背后的复

杂原因院在教育建模相关理论指导下袁对应于各教育

场景提供模型支撑袁 更加长远地服务于区域教育治

理曰为相关学术理论提供实证袁丰富或调整学理逻辑袁

助力各项教育研究成果落地曰将教育模型对接教育管

理系统袁辅助教育教学的质量检测尧绩效评估尧学业预

警等工作遥 在区域教育治理的教育教学应用环节袁需

要定向尧定点获取实施效果的即时反馈袁不断迭代更

新袁以适应未来教育需求遥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袁我们往往会把基于大数据的

数据建模工作理解为计算机或者数学学科的专门工

作袁被人工智能尧机器学习尧深度学习等概念困扰遥 但

本文认为袁在教育治理方面袁本质上是以教育科学和

管理科学为核心袁是一个理论建模走向数据建模的工

作袁而非简单的多维数据袁酷炫算法的建模工作遥正如

郑勤华等人指出[11]袁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袁既

涉及教和学过程的方方面面袁 又涉及学校尧 家庭尧社

会尧政府的各个体系遥 算法和数据都可以用来创建增

强我们评价尧诊断尧预测尧干预教育服务和创新教育服

务的能力遥如何在人机协同的环境下共同增强双方的

智能袁围绕着教育问题给予科学有效的解决袁将是一

个不断迭代尧不断优化的长久过程遥

渊六冤标准规范袁机制保障

规范化的数据治理流程是整个教育治理能够长

久运行的保障袁决定了教育治理系统是否能够在数据

和技术的不断迭代中保持稳定遥规范化的数据治理流

程应摆脱对系统硬件设施使用的简单描述袁而站在系

统的高度为各个环节提供实施标准袁 甚至约束敏感社

会问题的边界遥除规范化治理流程外袁还需完善各类保

障机制院优化数据流转机制袁统一数据标准袁划分权限

及监管职责袁保障数据交换工作的有序进行曰建立安全

保障机制袁坚持以人为本尧以学生个性化发展为首袁尊

重数据伦理袁 推进数据隐私的技术保护和法律法规保

障曰完善配套教学改革机制袁充分考虑教育体系的复杂

性袁从政策层面为区域教育质量的提升保驾护航袁不让

大数据时代下的区域教育治理成为野技术孤岛冶遥

目前由于我国的野互联网+教育冶实践应用远远走

在了理论和规律研究的前面袁 各级各类各种架构的信

息系统袁既给我们的教育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袁促进

了效率和效果的提升袁 也不可避免地在教育信息化应

用升级尧整合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遥由于缺乏相应

的数据标准以及数据流转的规范袁使得基于证据的教

育治理决策陷入野数据缺失冶和野数据过载冶同时存在

的矛盾之中遥 因此袁野互联网+教育冶的治理袁在我们探

索出了前述有意义的成果后袁一定要通过标准和规范

予以相对固化袁 从而实现经验和智慧的不断累积袁构

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可重复迭代应用的治理系统遥

四尧野互联网+教育冶治理体系的变革趋势

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建立野权责明晰尧

流程清楚袁治理过程可检验尧可追溯尧可公开袁能够清

晰安排教育主体尧科学规范教育流程袁有关数据既可

用又安全冶的成熟的教育体系制度成为可能[12]遥 我们

认为袁未来的野互联网+教育冶治理体系将具有以下变

革趋势院

渊一冤教育治理融入社会治理袁形成统一的治理体

系

教育作为国家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文化的有机组成

部分袁其治理体系是一个大系统工程遥从国家放开野二

孩冶政策引致的教育资源需求问题袁到疫情时期野互联

网+教育冶承载野停课不停学冶任务袁都表明不能简单地

把教育治理问题理解为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遥 在未

来袁 我们认为存在的是大数据支持下的社会治理体

系袁教育只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袁有必要在更高

层面加强顶层设计袁将数据平台建设尧数据汇聚尧模型

构建尧迭代应用尧制定标准的工作袁立足于社会治理袁

将教育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有机衔接袁从而真正落实

社会整体治理体系中的教育治理服务遥

渊二冤多元主体参与到野互联网+教育冶治理服务结

构中

面向个性化教育需求袁当前无论是孩子的学习还

是成人的学习袁 都不只发生在传统的正式教育服务

中袁也同样发生在校外的教育培训服务机构以及其他

互联网教育载体中遥 在疫情时期袁我们看到互联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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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在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的技术尧资源尧内容等

支持服务方面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可以判断袁未来的

教育必然是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融合袁以学生个性

化需求为核心袁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支撑构建的野互

联网+教育冶服务体系遥因此袁未来的野互联网+教育冶治

理服务也将成为社会共治的教育治理体系遥在我们搭

建数据服务体系时袁也将更多考虑政府尧市场尧学校尧

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大众等各类主体的角色及其能力袁

实现符合野互联网+冶特点的支撑体系遥

渊三冤新技术的深入应用促进服务能力跃升

以区块链尧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将深

入应用于野互联网+教育冶治理服务遥 由于野互联网+教

育冶的时空灵活性袁以及对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

良好适应性袁使得学习过程变得极其便利袁但同时也

将给学习质量的保证和学习成果的认证带来困难袁区

块链技术由于其不可伪造尧全程留痕尧可以追溯尧公开

透明等特征袁未来将有力支撑野互联网+教育冶的质量

监测服务遥 而强人工智能的不断引入袁也必将使得教

育建模进一步动态化尧科学化袁可以说袁信息技术的不

断衍生发展袁必将使得野互联网+教育冶治理服务更加

真实尧即时尧科学尧精准遥

渊四冤野互联网+教育冶治理服务的制度化

技术大量引入应用袁 固然提升了教育治理服务的

效率和效果袁同样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遥这里的问题包括

前文所述的数据采集尧流转尧建模的标准化问题袁也包

括诸如数据使用的安全和伦理问题遥作为教育治理袁必

然和师生的个人数据密切相关袁哪些可以采集袁哪些不

能采集袁现在很多还在模糊地带遥 未来袁如果要形成多

元共同治理的野互联网+教育冶服务体系袁就必须对这些

问题以立法或标准的形式进行规范遥

总体而言袁野互联网+教育冶立足于利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袁实现教育的组织体系尧教学体系和服务体

系的深刻变革袁 是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实现教育目标尧

内容尧服务转型的重大战略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袁随着

我国对野互联网+教育冶认识的不断深化袁随着理论研

究和实践应用的不断协同迭代袁我们对教育现代化的

认识尧创新尧应用也将会更加有力地服务于教育强国

的建设和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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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modal learning analytics is a new direction form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modal

interaction, learning science, machine learning and other fields. It uses multimodal data to analyze learning

behaviors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to optimiz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erms of spatial structure,

multimodal learning analytics takes learning mechanism as its core and multimodal interaction, perception

and semantic understanding as its technical support, forming a unique system which is cross-modal, cross-

spatial, cross-data and cross-analysis. It covers learning signs dat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ata,

learning resource data and learning context data in terms of data classification, forming a learner-centered

data ecology which integrat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ata chains. As for the analysis model, sensor

acquisition, semantic pars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feedback interpretation are used as analysis processes,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learning classification, prediction and behavior change are taken as analysis

results. There is room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future multimodal learning analysis in areas such as

automatic data acquisition, cross-spatial analysis modeling, extensible analysis tools, learning computing,

and data privacy protection.

[Keywords] Multimodal Learning Analytics; Multimodal Interaction; Learning Sciences; Complex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Behavior Data

[Abstract] Big data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precis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services, but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possibility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services, organizational systems,

policies, etc. Starting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for educational governanc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provided,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precise educational governance

services based on big data need to be realized gradually from demand orientation, policy guidance, multi-

department linkage, data governan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mode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teration.

In the future, "Internet + Education" governance will be integrated with social governance,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deepening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will provide strategic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and institutional precise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services, as

well a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Internet +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ional Governance; Big Data; Precise Education Service; Internet +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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