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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校是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主要载体。在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建设“智慧型”校园，不
断推进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信息化进程，成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析数字校园的缘起、概念和特
征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智慧校园的五个基本特征和定义，认为智慧校园是数字校园的高端形态，是数字校园发展
的理想追求。文章最后提出了支撑智慧校园建设的五种关键技术，即学习情景识别与环境感知技术、校园移动
互联技术、社会网络技术、学习分析技术、数字资源的组织和共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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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一种有意识的以影响人

发展阶段，在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建设“智慧型”校园，不

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活动。在古代社会，随着文字和社

断推进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信息化进程，成为教育信息化的

会分工的出现，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出现了专门进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面对众多新观念、新概念，大多数人混

行施教的场所———学校。在我国夏朝已有“庠”、“序”、“校”

淆了数字校园、智慧校园等概念，对其内涵、特征等大都没有

等施教机构，在西方则出现了宫廷学校、寺庙学校、文士学校

清晰的认识。本文结合本研究团队近年在教育信息化方面

2010） 进入近代以来，捷克教育家夸
等施教机构。（ 胡金平，

的研究成果，提出智慧校园的特征和定义，认为智慧校园是

美纽斯提出的“班级授课制”大大提高了教育效率，成为现代

数字校园的高端形态，是数字校园发展的理想追求。

2006） 。中世纪后期，英国、法国等
教学的基本形式。（ 魏青，
国家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同时也促进学校教育有了新的形

数字校园的缘起及概念解析

态，逐渐确立了现代学校教育。自产生之初，学校就是专门

数字校园概念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麻省理

的育人场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教育的基本功能体现为促

工学院提出的 E-campus 计划。1990 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

进社会发展和促进个体发展，学校便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个

教授凯尼期·格林（ Kenneth Green） 发起了“数字校园计划

2002）
体发展的主要载体。（ 范国睿，

（ The Campus Computing Project） ”大 型 科 研 项 目 （ 黄 荣 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人类逐步进入信息社会，社会

2009） 。1998 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发表了题为“数字地球：

信息化进程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带来了巨大的变

21 世纪认识地球的方式”的演讲，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

革，人们的能力观、知识观和学习观逐步改变，传统的学习方

此后全世界普遍接受了数字化概念，并引出了“数字城市”、

式面临巨大挑战。新的能力观更侧重于学习能力、合作能力

数字校园等概念（ 陈丽，2007）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广泛应

和信息处理能力； 新的知识观不再限于仅仅知道“是什么”和

用，各种与之相关的概念不断涌现，数字校园逐步成为一个

“为什么”，更侧重于知道“在哪里”和“怎样做”； 学习观的改

单独的研究领域。利用各种计算机技术创建一个基于互联

变更为明显，学习与工作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走向工作前

网的与现实校园并行的“虚拟化电子校园”，并依托各种技术

的学历教育将不再唯一，分阶段获取同一层次的不同文凭将

工具和手段来推动高校的全方位改革，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

2010） 人类诞生以来就伴随着教
逐渐成为现实。（ 黄荣怀等，

2012） 。数字校园是一个伴
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 赵国栋，

育，教育活动是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因此教育变革同信息

随技术应用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概念，人们理解的层次和内涵

技术进步息息相关。造纸术、印刷术、广播电视技术、计算机

不尽相同，目前存在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互联网技术等人类科学与技术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技术
应用对教育系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小学“校校通”工程、“农远”
工程和高校教育信息化工程的实施，教育信息化进入了新的
*

1） “平台”观。万新恒（ 2000） 较早阐述了数字化校园的
概念，他认为数字化校园以高速发达的计算机网络为核心技
术支撑，以信息和知识资源的充分共享为手段，以培养善于
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信息与知识的学生为主要目标，以校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2 年北京市政府实事“名师同步课程”———北京数字学校同步课程应用模式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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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为整 个 社 会 知 识、信 息 的 基 本 创 新 与 传 播 中 枢。陈 丽
（ 2007） 认为数字化校园是一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有机
结合的新型教育、学习和研究的校园平台。
2） “空间”观。沈培华等（ 2002） 认为数字化校园是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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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构建“智慧型”校园环境才能真正提升校园信息化水平。

智慧校园的内涵与特征
2008 年，美国 IBM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在题为“智

络为基础，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工具，实现从环境（ 包括

慧地球： 下一代领导议程”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智慧地球”

设备、教室等） 、资源（ 如图书、讲义、课件等） 到活动（ 包括教

的理念。2009 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对这一理念给予积

学、
管理、服务、办公等） 的全部数字化，在传统校园的基础上

极回应。“智慧地球”的概念一经提出，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

构建一个数字空间，拓展现实校园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提升

关注，甚至有分析认为 IBM 公司的这一构想极有可能上升至

传统校园的效率，拓展传统校园的功能，最终实现教育过程

美国的 国 家 战 略，并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引 起 轰 动。（ 张 永 民，

的全面信息化，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科研和管理水平的

2010）

目的。蒋笃运（ 2009） 认为，中小学数字校园是借助信息技术

在“智慧地球”的概念提出后，国内不少学者提出了“智

手段，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等主要业务以及资源和数据

2010； 郭惠丽等，
2011；
慧校园”的概念和建设思路（ 宗平等，

进行优化、整合和融通，拓展现实校园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在

2011； 张永波，
2011） ，西南大学、成都大学、同济大
严大虎等，

传统校园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数字空间，实现从环境、资源到

学等几十所高校正在筹划、实施智慧校园的建设，智慧校园

活动的数字化，从而达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的目

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 鲁东明，2011） 。例如，浙江大学信息

的。这既是一个实用概念，也是一项工程和标准，更是一种

化“十二五”规划，提出建设一个“令人激动”的智慧校园，这

2009） 。
文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定义（ 张虹波等，

种智慧校园支持无处不在的网络学习、融合创新的网络科

3） “环境”观。黄荣怀（ 2009） 认为，数字校园是为了有

研、透明高效的校务治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方便周到的

效支持学生学习，创新和转变教学方式，以面向服务为基本

2010） 。南京邮电大学完成了一个相对完
校园生活（ 吴颖骏，

理念，而构建的数字化资源丰富的、多种应用系统集成的、相

2011） ，且认为智慧校园的核心
整的智慧校园规划（ 朱洪波，

关业务高度整合的校园信息化环境； 其宗旨是拓展学校的校

特征主要反映在三个层面： 一是为广大师生提供一个全面的

园时空维度，丰富校园文化，并优化教学、教研、管理和服务

智能感知环境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基于角色的个性化

等过程。

定制服务； 二是将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信息服务融入学校的各

4） “过程”观。蔡苏等（ 2009） 认为中小学数字校园是一

个应用与服务领域，实现互联和协作； 三是通过智能感知环

种依托现实校园而存在的以网络为基础平台，通过数字化环

境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学校与外部世界提供一个相互交

境的支撑，实现从环境、资源到活动的数字化，辅助完成校园

流和相互感知的接口。

活动的全部过程。赵国栋（ 2012） 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广泛

在理论研究方面，不同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智慧校园的内

应用的背景下，以提高运行效率、推动管理改革为出发点，高

涵进行了解读。黄荣怀（ 2009） 从数字校园的建设进程角度

等教育机构在管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规划、建设

提出数字校园的“四代”建设观，他认为第四代数字校园（ 智

与应用各种现代通信技术工具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数字化

慧校园） 能够有效支持教与学，丰富学校的校园文化，真正拓

校园”。数字化校园的建设目的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改变

展学校的时空维度，以面向服务为基本理念，基于新型通信

校内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流程，推动高校组织模式、管理

网络技术构建业务流程、资源共享、智能灵活的教育教学环

模式与运行方式的变革，从而最终实现优化管理流程、提高

境。有研究者强调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作用，如

工作效率和促进教学科研之目标。

沈洁等（ 2011） 认为，智慧校园是一种将人、设备、环境、资源

上述观点从不同侧面描述了数字校园的特点。数字校

以及社会因素，在信息化背景下有机整合的一种独特的校园

园是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通过技术手

系统，它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以信息的相关性为核心，通过

段改造和提升传统校园的必然结果，其具备五方面的特征：

多平台的信息传递手段提供及时的双向交流平台，简单说，

重点关注学生的有效学习以及创新和转变教学方式； 以服务

就是更智能的学校； 周彤等（ 2011） 认为，智慧校园是以物联

教育教学作为数字校园的建设的基本理念； 支持学与教的资

网为基础的智慧化的校园工作、学习和生活一体化环境，这

源比较丰富； 多种应用系统有机集成、相关业务高度整合； 能

个一体化环境以各种应用服务系统为载体，将教学、科研、管

拓展学校的时空维度并丰富校园文化。

理和校园生活进行充分融合； 李春若（ 2012） 认为，智慧校园

数字校园建设强调信息技术应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这

是物联网在学校教学管理、公共安全、后勤保障中的具体应

与教育信息化的目标是一致的，也是与社会信息化的步伐相

用，
为学校构建了智能化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研究者认为

匹配的。但要应对社会信息化进程中学习方式变革的诉求，

智慧校园是各种技术的综合应用，如陈翠珠等（ 2012） 认为，

单纯的网络基础设施装备、学与教数字化资源建设、应用软

智慧校园是充分利用信息化相关技术，通过监测、分析、融

件系统的开发难以有效支撑学与教方式的变革和拓展相对

合、智能响应的方式，综合学校各职能部门，融合优化现有资

封闭的时空维度。只有跟上甚至引领社会信息化的进程，积

源，提供质量更高的教学、更好的服务，构建绿色的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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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校园，以保证学校教育的持续发展。也有研究者认为智

校园各种物理设备的实时动态监控与控制。RFID、二维码、

慧校园的建设不仅仅是物联网技术的应用，那只是感知部

视频监控等感知技术与设备在学校中有很多应用之处。目

2011）
分，应更多考虑技术的特点，突出应用和服务。（ 宓詠，

前，其已经在校园安保、节能、科研教学等方面得以应用。例

综合以上观点和黄荣怀等（ 2012） 提出的“智慧学习环

如，将 RFID 技术整合到校园一卡通、图书、仪器设备、电梯、

境”的概念，我们认为，智慧校园（ Smart Campus） 应具有以下

灯具等物品上，可以实现楼宇出口人员管理、教室与会议的

特征：

智能考勤、图书自助借还与自动盘点、贵重设备防盗及定位、

1） 环境全面感知。智慧校园中的全面感知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传感器可以随时随地感知、捕获和传递有关人、设

实验室开放控制，以及照明、空调与通风系统控制等节能控
制，但尚未形成系统化体系与应用。

备、资源的信息； 二是对学习者个体特征（ 学习偏好、认知特

2． 校园移动互联技术

征、注意状态、学习风格等） 和学习情景（ 学习时间、学习空

无处不在的宽带无线网络使得高清晰度的网络教学资

间、学习伙伴、学习活动等） 的感知、捕获和传递。
2） 网络无缝互通。基于网络和通信技术，特别是移动互

源传输成为可能，也让异地的视频连接不再受带宽资源的限
制，让学习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3G 技术和各种无线接

联网技术，智慧校园支持所有软件系统和硬件设备的连接，

入的普及，让无线网络的覆盖不再仅仅限于教室和图书馆，

信息感知后可迅速、实时的传递，这是所有用户按照全新的

学习者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将不再受任何地域限制。为广大

方式协作学习、协同工作的基础。

师生提供无处不在、稳定、安全、易于管理的无线网络环境，

3） 海量数据支撑。依据数据挖掘和建模技术，智慧校园
可以在“海量”校园数据的基础上构建模型，建立预测方法，

是构建智慧校园的基本条件。校园无线网络一般情况都具
有规模大的特点（ 地域范围大、用户多、数据通信量大） ，网络

对新到的信息进行趋势分析、展望和预测； 同时智慧校园可

覆盖的要求也很高 （ 应能实现室内、室外、礼堂、宿舍、图书

综合各方面的数据、信息、规则等内容，通过智能推理，做出

馆、公共场所等之间的无缝漫游） ，负载均衡尤为重要，经常

快速反应、主动应对，更多地体现智能、聪慧的特点。

会出现局部地区通信拥塞的现象。传统做法不能很好解决

4） 开放学习环境。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创新能力的培养，
校园面临要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诉求。智慧校园支持拓

这些问题，构建无线 Mesh 网络，无线接入点（ AP） 的增加或
调整变得更容易、配置更灵活、安装和使用成本更低，尤其是

展资源环境，让学生冲破教科书的限制； 支持拓展时间环境，

对于那些需要经常移动接入点的区域，无线 Mesh 技术的多

让学习从课上拓展到课下； 支持拓展空间环境，让有效学习

跳结构和配置灵活将非常有利于网络拓扑结构的调整和升

在真实情境和虚拟情境能得以发生。

2010） 此外，互联网、移动网和广电网的三网
级。（ 陈永坚等，

5） 师生个性服务。智慧校园环境及其功能均以个性服

合一也为实现学校无线网络全覆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务为理念，各种关键技术的应用均以有效解决师生在校园生

基于高清视频通信技术，开展校内实时同步视频通讯，

活、学习、工作中的诸多实际需求为目的，并成为现实中不可

已成为当下数字校园发展的热点。伴随着移动技术的飞速

或缺的组成部分。

发展，视频通讯技术也随之给人们带来了更多便利。众多知

因此，智慧校园是指一种以面向师生个性化服务为理

名视频通讯企业已开始尝试，并推出了基于移动终端的移动

念，
能全面感知物理环境，识别学习者个体特征和学习情景，

视频会议解决方案。此外，很多商业通讯系统能够达到 1： 1

提供无缝互通的网络通信，有效支持教学过程分析、评价和

真人大小，图像清晰，使与会者能达到同一会场的效果。

智能决策的开放教育教学环境和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

支撑智慧校园的若干关键技术
技术发展是智慧校园建设的基础，在多种技术的支持下
才能真正实现个性化服务的理念。

3． 社会网络技术
社会网络是由某些特定群体（ 人、企业和组织） 间的社会
关系构成的 相 对 稳 定 的 关 系 网 （ Barry ＆ Berkowitz，1988 ） 。
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分析涉及理念、技术、结构、关系等诸多方
面，一般认为社会网络技术主要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1． 学习情景识别与环境感知技术

开始的利用搜索引擎的社会网络的构建与分析、Web 社区的

学习情景识别是个性化学习资源推送、学习伙伴联接以

社会网络分析等，其中基于 Web 的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对智

及学习活动建议的前提，是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关键技术。学

慧校园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互联网发展强调从以

习情景识别的目标是根据可获取的情景信息识别学习情景

数据为中心的传统 Web 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 Web2． 0，其

类型，诊断学习者问题和预测学习者需求，以使得学习者能

关键特征是基于社会性软件（ 即时通讯、博客、微博、社会问

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资源，找到能够相互协作的学习伙伴、

答、
社会标签、在线社会网络等） 为用户提供多样化服务。因

接受有效的学习活动建议。学习情景识别涉及学习者特征

而影响服务质量的关键在于对用户兴趣、关系及群体的分

分析、传感器技术和自动推理等方面的综合应用，是一个跨

析。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看作是网络知识发现或网络挖掘的

领域的研究方向。
环境感知技术是“智慧校园”的基础技术，有助于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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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性，通过对社会网络特征的分析，确定社会网络中的用户

校园是正式学习发生的主要场所，校园建设的好坏直接

群体或个人的中心性程度，对关键小团体特征进行分析，以

影响整个校园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质量。随着学习情景识别

及确定用户位置、角色等情况，有助于掌握师生在虚拟网络

与环境感知、校园移动互联、学习分析等技术的逐步兴起和

中的活动状况，为其更好地提供服务，实施必要的管理措施。

应用，智慧校园已不只是一种理念，而正慢慢成为现实。应

4． 学习分析技术

该说，智慧校园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

学习分析技术源自早期的课堂教学效果分析，目前在线

步解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校园还需要一个漫长的

交互文本分析和早期的课堂教学效果分析有一种走向融合

过程。智慧校园对于解困当前数字化校园建设、消除课堂教

的趋势，学习分析技术便是这种融合的一个产物。学习分析

学困境、优化教学和管理过程、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具有

是对学习者以及学习情境的数据进行测量、收集、分析和报

重要意义。

告，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优化学习以及学习发生的情景，从而
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学习分析技术可作为教师教学决策、
优化教学的有效支持工具，也可为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学
习危机预警和自我评估提供有效数据支持，还可为教育研究
者的个性化学习设计和增进研究效益提供数据参考。
针对学习者个人信息、学习者情景信息等内容进行建
模，通过对交互文本、视音频和系统日志等能够反映学习过
程信息的数据，利用参与度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内容
分析法等自动化的交互文本分析技术，来获取学习者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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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Campus：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Digital Campus
HUANG Ronghuai，ZHANG Jinbao，HU Yongbin ＆ YANG Junfeng
（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Campus is a place to educate people，to promote social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ampus，smart campus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embed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origin，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campus，we propose that smart campus is the
high level of digital campus． We then propose the five key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ampuses：
learning scenario recognition and environment awareness，campus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social networking technology，learning analytic technology，digital resources organization and sharing technology．
Key words： social informatics； digital campus；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smart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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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in Online
Course " Open Education Learning Guide" i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WEI Shunping
（ Institute of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Ope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yearly online instruction examinations by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several online
colleges，the time students spend on online learning is low in general． As existing research shows，two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can influence students＇ learning time in online learning．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describes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learning which has low learning time input，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online learning time input through data mining． The author chose an online
course " Open Education Learning Guide" learning process for the case study，collected the logging data，resource visiting data and formative tests data and discovered some basic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Key words：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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