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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研究 

王彦琦 1,2,   张海 1，吴立刚 2，姜淑媛 2 

（1.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2.哈尔滨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摘要]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逐渐拓宽了人类的学习途径，终身学习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人类对终身教育网络精品课程的诉求也更为迫切。在深入分析网络“金课” 的内涵与特征的基

础上，结合当前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终身教育

网络“金课”中的应用前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终身教育网络“金课”模型，从搭建人工智

能终身教育平台、构建精准化教学模式、重塑个性化学习方式、打造社区融媒介学习环境四

个方面提出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的建设策略，以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终

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发展难题，提升终身教育网络课程质量。 

[关键词]人工智能；终身教育；网络“金课”  

 

一、终身教育网络“金课”的机遇、困境与破解之路 

（一）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的机遇 

针对新时代新形势下本科教育存在的普遍性突出问题，特别是我国高校本科

教学质量下滑的现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 2018 年召开的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金课”概念，强调对大学生合理“增负”，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金课”自诞生以来便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而将其与精品课程的产生背景、目

的、相关要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延续性，李芒[1]也认

为二者在追求教学“真、善、美”的征程上，在内涵与外延方面没有本质区别，终

极目标一致，只是改换了新名称。李芒[2]指出“金课”的本质是师生相互超度、相

互为对方创造价值的过程，并从难度、教学的深度、教学的广度、教学的高度、

教学的强度、教学的精度以及教学的温度七个维度概括了“金课”的特征。柳礼泉
[3]从“五个一流”、“先进性”、“特色性”三个方面诠释了精品课程的特征与内涵。陆

国栋[4]将“金课”的基本特征归纳为师生互动、严格要求、关注过程三个方面。王

竹立[5]认为信息时代的“金课”设计一要体现信息时代的新知识观、新学习观；二

要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三要落实多元化、差异化评价机制，培

养创新型人才。纵观学者对“金课”特征的理解，“金课”在保证课程内容的质量、

深度、挑战度的同时，对教学过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提高教学互

动性、实现教学的个性化与精准化、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几个方面。

上述特征均体现了“金课”建设的总体目标，即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能力的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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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顺应教育资源客观发展规律，切实解决人才培养与课程质量间日益凸显的矛

盾。 

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与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推进社区教育、提升

市民文化素质已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提高城镇化水平与质量以及实现区域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6]。《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

注重终身学习”的基本理念，以及“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发

展目标[7]。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逐渐提升，终身学习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成人作为终身教育的主体对象，相对于

在校生，数量巨大、人员结构复杂，学习需求、学习目的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且

学习功利性较强，希望通过学习尽快解决工作、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对课程的

质量有着更高的诉求。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终身教育网络课程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实现优

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提高教学质量、推动教育理念变革以及培养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创新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

与支撑。而网络课程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成人学习需求的同时，各类弊端也

逐渐显现。唐燕儿等[8]认为成人学生具有学习能力欠缺，学习动机功利性较强的

特点，成人网络教学仍存在课程资源缺乏且利用率低、师生缺乏互动、学习支持

服务不完善等问题。张晓艳[9]指出教学效果不理想、师生互动不强、平台不完

善、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是网络教育面临的挑战。焦建利等[10]认为如何

提升师生交互水平、社会临场感是网络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歆杰[11]指出交互

性是网络教学的本质特征，“成效为道，数据为器;交互为体，直播为用”是保障线

上与线下教学实质等效的基本原则。综上可见，网络教育中暴露出的学生培养缺

乏个性化、学习互动体验缺失、缺乏精准教学与学习支持服务等问题，导致成人

网络学习辍学率居高不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终身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而上述问

题同样是“金课”建设过程当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终身教育网络课程质量同样亟

待提高,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势在必行。 

(二)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的困境 

网络“金课”，即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是“互联网+教育”的新形态课程，是

实施一流课程“双万计划”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我国教育质量“变轨超车” 的关键

一招。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12]指出,网络“金课”是互联网教育快速催生的一

种新课，是有可能通过网络改变教育的课，是有生命力、有前途、有未来的课

程。江雪情[13]认为网络“金课”是基于互联网建设的高含金量、高阶性、创新型课

程，课程的知识更高深、更新颖、更具前沿性，相比于以往的网络课程, 网络“金

课”更加注重“金”的品质，突出实时性和公开性。综上可见，网络“金课” 是网络课

程的高级形态，网络“金课”建设的终极目标旨在提升网络课程质量，破解传统网

络课程建设、应用中的顽疾，保障线上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的“实质等效”，这不

仅是终身教育网络课程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也应该是未来追求的长期教学效果。

只有切实保证网络学习效果与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广大成人学习者对网络教

学的固有看法，吸引更多的学习者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推进终身教育教

学方式的变革，这就要求终身教育网络“金课”的建设不仅要破解传统网络课程建

设困境，同时要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构建适合成人学习者身心特点的优

质网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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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技术：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困境的破解之路 

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不断地改

变着传统教育教学的样态与内涵[14],推动了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融合，为构建

泛在学习环境、实现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了有力支撑[15]，促使人工智能技术与教学

的深度融合成为终身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何克抗[16]指出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的

发展方向，能够与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融为一体，并深刻影响人类社会，人

工智能教育应用能为各级各类教育的变革与创新开拓视野、提供思路，是实现教

育创新的最为重要且有效的技术手段。刘邦奇[17]认为智能教育是以智能技术作为

环境与工具的教育，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化、网络化、

个性化、终身化的新型教育体系，打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教育环境，能够推

动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变革。杨现民[18]认为在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推动

着教与学方式的变革与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学习者的非正式学习提供技术

支持，打通、衔接各类学习场景，使任何人能利用任何设备、在任何地方、以各

种方式进行学习。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金课”建设中的有效应用，能

够为成人学习者构建终身化、社会化的学习环境，从而充分满足成人终身化的学

习需求，为成人学习者提供便利灵活的学习方式，促进成人使用网络课程进行非

正式学习，切实解决工学矛盾。 

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前景较为广泛。何克抗[16]认为人工智能使教育更加

接近本质——系统地帮助学习者提升思想品德和认知能力的过程，并服务于学习

者的个性化需求。杨现民[19]在研究中指出实现学生个性化学习，达到因材施教的

目标是解决教育问题的关键，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祝

智庭[20]认为人工智能支持教育的方式是在个性化精准导学、学业情绪识别、资源

适性推荐、自动组题与批阅、学习空间仿真、仿真实践教练、身心健康监测者等

领域的人机协同。刘邦奇[21]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实

现个性化学习和因材施教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刘德建等[22]从支持个性化学习、

提供教学过程适切服务、提升学业测评精准性、助力教师角色转变以及促进交叉

学科发展五个方面深度剖析了人工智能融入学校教育的五项潜能。赵宏等[23]证明

了基于在线学习行为数据的人格特质识别的可行性，为教育机构探索智能化、个

性化教学提供了依据。从上述学者的观点能够看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对教育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特别是通过人工智能与网络课程的有效融合，能够实现精准化教

学与学习内容的个性化，促进成人学习者独立、自主学习。 

综上所述，针对成人终身教育网络“金课”，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能够在充分

满足成人终身学习特点的同时，有效提升成人终身教育网络“金课”的效果，通过

个性化教学、精准导学、人机协同互动等方式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从根本上解

决当前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当中存在的问题。 

二、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模型构建 

（一）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现实路径 

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体现

了在教育领域应用的三个不同层次。计算智能基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处理与

分析，主要用于解决复杂的计算问题;感知智能具备处理听觉、视觉、触觉等感知

和获取环境信息的能力，实现人与机器的自然交互;认知智能具备一定程度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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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能力，能像人一样学习、思考和做出正确决策[24]。祝智庭[20] 认为人工智能在

教育领域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计算智能的数据分析决策、感知

智能的人机自然交互、认知智能的教育角色模仿，并且提出了由认知智能、情感

智能以及志趣智能共同组成的人机协同智能结构模型。郭利明等[25]指出，人工智

能技术因其智能属性优势在精准教学场域下扮演了数据的智能采集者（感知智

能）、数据的智能分析者（计算智能）以及学习的智能适配师（认知智能）三个

角色。综上，如何将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三个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有

效融入网络课程建设，构建智能学习空间，满足成人学习者个性化、灵活独立的

学习需求，切实解决当前网络课程学生培养缺乏个性化、学习互动体验缺失、缺

乏精准教学与学习支持服务等问题，是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

的重要现实路径。 

此外，相对于学校教育，终身教育的主体存在特殊性，中老年人作为终身教

育的主体对象，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差异巨大，对网络课程的操作与使用存在

一定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课程利用。所以，面向终身学习者的学习支

持服务，不应仅限于网络学习支持，为学习者提供线下学习支持服务，提升信息

素养，促进学习者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网络学习，也应成为网络“金课”建设顺

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区日益成为成人生活

与学习的重要场域，有效利用社区现有媒介资源，构建社区媒介学习环境，畅通

社区信息传播及学习路径，在向社区居民发布日常通知、普及常识的同时，提供

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形成强大的社区学习力，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网络

“金课”在社区的推广与有效利用提供保障。 

（二）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的学习者自主学习模型 

相关研究表明,影响成人使用网络课程进行自主学习的因素众多,个体特征、

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学习环境等均会对成人自主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外

学者 FilizTabak 等[26]基于技术接受模型与自主学习模型提出的技术支持自主学习

影响因素模型表明，包括经验开放性、风向倾向在内的人格特征因素，以及包

括技术支持可用性、设备可访问性在内的外部影响因素，分别对学习者运用网

络课程进行自主学习产生影响。这就要求成人终身教育网络“金课”的建设过程

中，在保证课程质量的前提下，一方面要通过精准化、个性化的教学，不断提

升课程的互动性来适应学习者的个性以及学习需求差异；另一方面，在提升学

习平台的易用性的同时，要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的线上、线下学习支持服务，

促进学习者更好使用网络课程，降低辍学率，提升学习质量，而这正是终身教

育网络“金课”建设的困境所在。如图 1 人工智能视域下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者自

主学习模型所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网络教学精准化、个性化，有效

提升课程与平台的互动性、易用性，提供全方位的学习支持服务，将是破解网

络“金课”建设困境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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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人工智能视域下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者自主学习模型 

（三）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模型构建 

综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学习者运用网络“金课”自主学习带来了

契机，计算智能的分析决策、感知智能的人机交互以及认知智能的教育角色模

仿，可以为学习者打造精准性、互动性、个性化的成人终身教育网络“金课”。所

以，研究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线下与网络课程，人工智能技术对终身教育网络“金

课”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教学精准化、互动性、个性化三个方面，同时，社区也要为

终身教育网络“金课”提供媒介学习环境保障与线下学习支持服务，在此基础上，

研究提出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模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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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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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智能实现教学精准化 

传统网络课程虽然在教学资源的丰富性、便捷性上优于线下课程，但过分关

注知识与技能的传授、灌输，而忽视个性化、创新能力培养的弊端并没有改变，

这严重影响了网络课程的教学效果，而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网络“金课”则能够通

过精准化的教学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教学精准化是采用计算智能技术对学生个体

特征、成绩、学习活动等微观数据进行采集，分析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点、学习

方式偏好，对学习风险点进行预测并有效预警，并以上述分析结果为依据做出宏

观决策，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针对不同学习者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安排不同

的教学内容，从而确保因材施教，为学习者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教学服务。 

2.感知智能提升教学互动性 

感知智能是指计算机具备视觉、听觉、触觉能力，实现人与机器的自然交

互。感知技术的核心是数据，应用感知技术能够对学习者所处的环境和学习对象

进行信息获取，如语音、情绪、行为、眼神、专注度等，即时性和实时性的数据

能够提升数据分析技术的准确性和真实程度[27]。传统网络课程中的媒介资源仅能

为学习者提供视觉或听觉的刺激，人工智能技术的感知智能可以通过语言识别、

个性化图像识别、语言处理、虚拟现实(VR)技术构建虚拟环境，学习者可以通过

语音输入、文字输入、面部表情等方式进行互动，能带给学习者“真实性”、“交互

性”、“沉浸性”的学习体验，改变以往网络课程互动性差的弊端，切实提升学习效

果。 

3.认知智能服务教学个性化 

认知智能技术与教学场景的深层次融合同样是智能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认

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认知推理功能实现主动思考和学习，并做出决策，基于学科

知识图谱与用户画像，打造个性化推理引擎。所以，教学个性化的实现可以利用

认知智能技术建立虚拟导师进行教育角色模仿，通过对学习行为数据、学习反

馈、成绩的分析，快速精准定位学习者知识漏洞，以便向成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

的学习方案、课程内容和教学策略，有效提高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帮助成人实

现高效的个性化自主学习。 

4.环境智能提升社区媒介学习环境与学习资源效能 

学习环境建设是实现学与教方式变革的基础，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为学习

者提供更加便利、舒适、有效的社区学习环境，探索多样化的网络“金课”应用模

式，打造网络与线下混合式“金课”，将是终身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

社区媒介学习环境中的媒介工具可划分为显性硬件资源和隐性文化组织两个部

分。其中显性硬件资源包括公共媒介资源与个人媒介资源两个方面，公共媒介资

源包括主要包括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教室、文艺活动室、宣传栏、条幅、

露天电视、QQ 与微信群等；个人媒介资源包括电视、智能手机、电脑、平板电

脑、有线与无线网络等。隐性文化组织包括社区终身教育中心、社区学院、社会

名人资源、文体活动、专题培训等。要充分利用社区内各类媒介资源，推进社区

媒介资源的合理配置，配合人工智能技术，为居民网络学习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

服务，提升学习资源效能，社区媒介学习环境促进社区居民网络学习路径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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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社区媒介学习环境 

三、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策略 

人工智能技术与成人终身教育网络“金课”的融合创新是“人工智能+教育”时代

中最为重要、最为显著的特征。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课程深度融合，提升

网络课程质量，排“水”添“金”，打造网络“金课”，满足成人居家终身学习的需求，

结合人工智能视域下终身教育网络“金课”模型，提出以下建设策略。 

(一)着力打造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终身教育平台 

在终身教育平台搭建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带宽、服务器以及其它硬件资源的建

设与更新，确保平台能够满足大规模网络学习的需求，避免出现网络卡顿、服务

器瘫痪、加载慢等问题，保障平台的平稳运行。其次，平台能够整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各类教育场景应用提供“智能技术”的能力集成与调

用，提供功能服务的集中输出和平台化支撑。在具体功能上，平台以人工智能技

术为依托，实现教学与学情分析功能。就教学功能而言，平台需要集智能题库与

阅卷系统、个性化教学资源推送系统、学管服务系统、作业系统、互动教学系

统、教学评价系统等于一体，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消除数据壁垒，打通各项业

务之间的数据流动，最终产生结构性良好的、具有相互关联性的、有价值的数

据。就学情分析功能而言，对成人学习者进行精准化、个性化数据分析，建立完

善的学分认证标准与体系，通过大数据实现成人学习者在各类教学平台中的学分

与学习成果互认，提升网络学习成果的社会认可度，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教育高辍

学率的顽疾，打造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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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构建精准化教学模式 

伴随着终身学习需求向多元化、个性化、高质量的趋势发展，网络“金课”的

教学方式也亟需完成从传统网络课程的粗放式向精准化的转变、完成单纯依赖学

习结果分析到网络“金课”学习全过程分析的转变。在终身教育平台的大数据环境

下，对成人学习者的学习全过程行为数据进行纪录与分析，利用数据挖掘、分析

结果预测未来学习趋势，提供反思线索与教学预警，发掘隐性知识，实现学习过

程动态化监控，为教师提供实时、动态的学情分析服务，从而帮助教师调整教学

策略与进程，最终实现包括教学目标制定、课堂练习、测量与纪录、学习干预、

教学评价在内的教学全过程的精准化网络“金课”教学模式，切实提升网络教学质

量。 

(三)重塑个性化学习方式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面向成人这一规模庞大、需求各异的群体，提供

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与教育服务，是网络“金课”建设的重要目标。首先运用自适应

学习系统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精准绘制成人学习者画像，针对成人学习

者的特点与学习需求，向学习者精准推送教学内容与学习资源，量身定制学习路

径，实现学习情况可视化，使学习者动态掌握学习进度与差异，主动调整学习策

略。其次，利用眼动技术提取、分析教学视频显示对学习者学习影响的规律[28]，

不断改进视频教学内容与呈现方式，根据不同学习者的特点推送个性化课程内容

呈现方式，配合虚拟现实技术提升个性化学习体验与课程交互性，使教学方式更

加符合成人的特点，给学习者带来更好的学习体验，提升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内

容质量，帮助成人学习者实现学习方式的个性化重塑。 

（四）打造社区融媒介学习环境 

无论是媒介还是信息技术，都是人的延伸，是人类连接外部世界、获取知识

的中介。融媒介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将电视、报纸、广播和手机等各种媒

体形式融合起来，从而实现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进而组建成一种新的媒体形态。

融媒介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人员、技术等资源的融合优势。针对区域性媒介资

源进行整合，有利于推动区域媒介的改革和发展，使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进行有

效融合[29]。成人学习者的网络学习，无论是内、外部影响因素，还是形成过程，

都有赖于社区显性硬件媒介资源与隐形文化组织的共同支持与促进，这其中不仅

包括传统媒介、新媒介共同为居民营造的良好社区学习媒介宣传氛围，同时，社

区志愿者与工作人员为居民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以及社区各类培训、文化组织对

居民的学习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必不可少。所以，社区的融媒介环境不仅

限于新旧媒介的融合，而是社区内部所有媒介资源的有序、富有针对性的融合，

对社区居民的自主学习影响因素与全过程产生影响，强化居民持续自主学习的意

识，促使社区居民形成具有感召力的学习共同体，建立社区持续发展的愿景。政

府及相关从业人员应该充分认识媒介融合对于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发展社区硬件资源与隐形文化组织，促进媒介的融合

发展，打造融媒介学习环境，为网络“金课”提供完善的线下学习支持服务。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网络“金课”概念的提出，为我国网络教育

质量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技术支持，我们应该以理性、客观的态度面对网

络“金课”建设，避免运动式的“大干快上”，盲目追求高速度、大数量[30]。要真正

立足于成人学习者的学习诉求，合理的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建立真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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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人群需求的网络“金课”，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本研究希望通过上述策略与

建议的提出，为终身教育网络“金课”建设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参考，促进网络“金

课” 建设与终身教育信息化的健康、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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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has gradually broadened the way of human learning,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learning is more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nd the demand for online quality 

courses is also more urgent.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online 

"golden course", combined with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golden course" of 

lifelong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online 

"golden course" of lifelong education, constructs the online "golden course" model of lifelong educa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online "golden class" of lifelong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includes buil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felong 

education platform, building precise teaching mode, reshap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style, and constructing 

community media learning ecology. In the hope of solv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lifelong 

education online "golden cours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long education onli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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