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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5G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课堂的深入应用，创

设了融合的学习空间和智慧的学习环境，推动了场景

化教育的优化，促进了环境服务化、教学智能化、学习

个性化、评价科学化、资源多元化的发展。

1.1 政策驱动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在教育领域不断加大投

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方针。

2018年 4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

提出要构建智慧型学习环境，到 2022年，基本实现“三

全两高一大”的总体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

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员、数字化建设覆盖

全体学校，并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赋能教育教学，以科技创新推动智慧教育发

展，以科技创新助力搭建优质师资梯队，以科技创新

丰富教学应用，建设人工智能智慧课堂［1］。2019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指出：要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2020年 10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强调：教育发展要有科学的评价体系。因而，当前

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加快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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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2 地区、学校及学生的需求

随着国家对教育领域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全

国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第一，我国的教育资源发展

不平衡，优质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西部

地区的教育资源严重缺乏。而同一个地区，城市和农

村的教育资源差距也比较大。第二，目前城市和部分

县城已经建设了多媒体教室，但是终端基本仅限于电

脑和Pad，视频学习资源的播放时常因网络原因，出现

卡顿现象，极大影响了教学效率。第三，现有的网络

课程基本是提前录制后再离线上传到学习资源库，然

后提供给学生点播学习，方式单一，师生间的互动极

少，学生的体验极差，不利于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第四，虽然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极大丰富了教学资源，

但是青少年学生并没有很好的甄别能力，因此不能满

足自身的个性化发展。此外，既往在教育教学中对教

师专业能力的评价方式单一，且主观性比较强，没有

形成科学的、智能化的教师专业能力评定体系，而且

教师培训效率低下。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讨论如何利用5G和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建设智慧课堂，实现更加丰富的课堂学

习内容，更均匀的优质资源分配，更能满足学生发展

需求，更加聚焦教师能力成长，从而推进教育事业向

前发展。

2 5G及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智慧课堂新发展

2020年是 5G和Wi-Fi6普及的元年，5G网络正式

开始商业应用的进程。5G作为数据传输中的最优路

径之一，使终端设备之间的连接变得更加紧密，5G+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将为教育的未来发展带来

了新挑战、新机遇，加速了重塑智慧教育新生态［2］。
2.1 5G赋能智慧课堂新建设

2.1.1 5G特点及应用场景

5G凭借着高带宽、低时延、低功耗、大规模连接等

特征［3］，推动着各领域的产业升级，构建着信息生态系

统［4］。2015年，国际电信联盟在 ITU-RWP5D第 22次
会议上明确了 5G的应用场景主要有高可靠低时延连

接、增强移动宽带以及万物互联。这些应用与教育场

景的融合，能从移动学习体验、交互沟通方式、沉浸互

动环境等方面提升智慧课堂的体验效果。

2.1.2 5G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

通信网络是智能设备的基础支撑，5G解决了数据

的全方位获取和传输问题。5G时代应用在教育领域

的智能技术主要分 3个层次：基础技术、计算分析技

术、教学呈现技术。5G促进了教育智能技术的升级和

应用，为相关的学习场景优化提供了条件。5G与人工

智能技术相辅相成，共同助力智慧教育的发展。

2.1.3 5G对智慧教育的影响

5G技术正在建造一条新的高速信息公路，随着

5G技术的不断优化，教育+5G的深度融合为教育信息

化提供了更广泛的发展视野和全新的发展空间。面

对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教育场景不够智能化，

智能测评体系未完善，5G技术的到来为这些问题的解

决带来了契机。5G赋能教育教学转型，对教育发展有

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2.2 人工智能助力智慧课堂新建设

随着 5G网络的推广和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

度融合，教育信息化的程度将逐渐提高，在教学中智

慧课堂的功能也在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智慧课堂就

是借助新型的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使课堂变得更

加智能化、数字化、结构化、精准化以及个性化。

2.2.1 计算机视觉技术

计算机器视觉是一门研究如何往机器上安装一

双“眼睛”，使得机器像生物一样可以用眼睛去识别事

物，使机器更加智能化、工作效率更高的学科。在科

技发展进程中，机器识别可以应用在许多生活和学习

等场景，最常见的有人脸识别和安防。机器视觉已是

促进各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之一。在智慧课堂中，借

助计算机视觉技术对录播设备所采集的视频数据做

教学行为大数据分析。机器视觉的主要流程如图 1所
示。

2.2.2 语音识别技术

语音识别的关键技术是把语音数据利用智能手

段转换为相应的文本或指令。语音识别技术目前有

着广泛的应用。比如在智慧教育应用中，全部采集教

图1 机器视觉分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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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堂的音频数据，经过语音语义的剖析，可以辅助

教学情况分析以及学员的学情分析，科学地检验教师

的授课水准和学员的学习情况。语音识别的主要流

程如图2所示。

2.2.3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融合了语言学、计算机、数

学等科目，其主要研究内容是人机交互领域。目前，

该技术在阅读理解、机器翻译、命名体识别等场景有

较好的应用。在智慧课堂方面，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

仅可以辅助教师的教学任务的执行，比如作业和试卷

的批改，还可以用于分析学员对教师的评价，从而助

力教师得到学员的真实反馈。自然语言处理的主要

流程如图3所示。

3 5G时代人工智能智慧课堂的应用展望

5G+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课堂具有广阔的应用场

景，智慧课堂的智能终端和无缝感知技术能全面识别

教学情景中的信息，通过教学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可

精准把握师生学习和成长的需求。面对国家教育信

息化的转型，5G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在智慧课堂中

已经催生了许多研究。下面将讨论 5G时代人工智能

智慧课堂在教学模式、学生、教师3方面的典型应用。

3.1 教学模式

5G时代人工智能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彻底颠覆了

既往单一的授课方式，新模式的融入为教育教学产生

良性效应。下面主要讨论在智慧课堂新建设中的AR/
VR教学和远程互动双师教学2种新型教学模式。

3.1.1 AR/VR教学

在虚拟/现实教育方面，将 AR/VR的教学资源上

传到边缘平台，利用边缘计算等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实

现AR/VR应用的运行、渲染和控制，并将AR/VR的数

据以音视频的方式传输到终端。基于 5G+边缘计算助

力AR/VR的教学资源建设，通过建模技术对三维物理

世界进行数字化和模拟化，虚拟生成后和真实环境中

的对象进行交互，使得AR/VR的效果与真实的环境极

为相似，教学呈现技术让教育内容的表征更加灵活、

准确、形象，从视觉和听觉上促进学生对知识和技能

的学习。

3.1.2 远程交互，实行双师互动教学

在远程交互、双师教学方面，将所需的教学终端

进行 5G化，发送方先把现场录制的超高清视频通过

5G网络推送到边缘云服务器，然后通过边缘计算快速

的编解码能力传输，经过 5G网络下发至本地终端，接

收方就可以将原视频真实实时地复现，从而实现低时

延实时远程互动学习。基于 5G+边缘技术的远程互动

教学，可以针对当地学生的真实需求采用多种形式的

互动教学，比如三维全息场景教学，强化学生的学习

体验，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学习模型，继而将对教学

产生积极的辅助作用。

3.2 面向学生

针对如何满足学生成长对教育资源的不同需求

和缺乏对学员学习情况的实时把握等问题，智能教学

技术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下面主要讨论智慧课

堂新建设中面向学生成长的2种典型应用。

3.2.1 电子书包

电子书包是一种便携式移动终端，可提供资源管

理、教学内容呈示、教学交互、评价反馈等教学服务功

能，并可与固定式教学设备结合，创造智慧学习环境。

电子书包的学习资源可来自大数据分析系统的精准

推送，该资源可以满足学生的读物需求，遵循学生阅

读规律，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此外，智慧课堂电子

书包的应用功能应当包括课前、课中、课后等 3个环

节，将过程性评价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以期通过

电子书包的即时反馈使教师及时了解教学情况，从而

对教学进行调整。基于 5G+人工智能的电子书包可以

精准推送学生的学习资源，电子书包的智慧课堂教学

模式更能满足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和提升学生的学习

图2 语音识别分析流程图

图3 自然语言处理分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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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

3.2.2 学情分析

在学情分析方面，智慧课堂中运用智能化数据采

集终端收集课堂中学员的行为数据，将依托AI学情分

析系统，精准识别课堂过程中的表情和行为。通过无

感知考勤，情绪状态、姿态分析，视线分析，运动轨迹

分析，输出 AI学情分析报告，以此作为课堂评价的参

考依据，教师可以根据学情分析报告及时地调整教学

策略。智慧课堂更加关注从学生的学情特点分析入

手，结合学生参与度和学习过程数据从多个维度进行

教学效果的评测，学情展示更为全面、真实，为教师教

学的精准决策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

3.3 面向教师

在“5G”时代，智慧课堂的建设应当注重教师专业

能力的发展，可借助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科学地检验

教师的专业能力，为教师的职业成长赋能，并建立科

学性、精准性的成长档案。下面主要讨论智慧课堂新

建设中面向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2种典型应用。

3.3.1 智能测评

在AI智能分析方面，智慧教室中利用超高清摄像

机等终端全面采集教学行为数据，通过 5G网络将课堂

超高清视频、图片和声音实时推流到边缘云平台，根

据测评知识图谱将采集到的数据转变成可执行的算

法，部署在边缘分析系统中。然后由边缘云平台上部

署的AI加速模块进行高速并行计算，可实现教学行为

大数据的综合分析，最终可全面、科学地对教师的教

学情况和教学效果进行智能分析。此外，在边缘云平

台上嵌入 5G模组，还可将智能分析结果及时推送，便

于教师在最早的时间了解自己的评估报告。基于 5G
的人工智能智慧测评，有助于教师了解自身的教学情

况，校方全面掌握教师的整体能力，使学校对相关学

科教师团队的建设思路更清晰，对引进人才的方向更

明确，对服务治理更灵活。

3.3.2 精准培训

智能分析报告给出了科学的、详细的改进方向，

是精准培训的重要依据。在教师专业能力培训时，人

工智能技术将精准地推送适合各个教师成长的学习

资料。可以解决传统培训中遇到的不能精准把握教

师真切的培训需求、培训方向和培训效果的问题。5G
作为底层的通信技术，加速了培训方案的检索及推

广，拉近了培训和成长的距离。基于 5G+人工智能的

精准培训方案，高效地引领了数据驱动创新变革，对

教师的专业培训和能力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4 结束语

5G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融合发展，加速

了教学的智能化和信息化转型，促进了教学应用场景

与教学模式的变革。本文从“面向教学模式”、“面向

教师”、“面向学生”3个方面，讨论了 5G时代人工智能

智慧课堂的应用，具体如下：

a）AR/VR教学增强教学资源的渲染，加强学生对

学习资源的认知和理解。远程交互双师教学和网络

同步课程将加大优质资源的传播，从而促进优质资源

均衡发展。

b）电子书包和学情分析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技术，科学地掌握即时学情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

求，然后机器智能地制定科学的成长策略，引导学生

的成长。

c）智能测评和精准培训借助 5G智慧平台和AI对
教师进行教学、测评、培训赋能，使其个人专业能力的

发展与智能技术时代的发展相匹配。

未来亟需拓展 5G的教育应用场景，加快 5G教育

应用场景探索，增强对新场景的辨识度和接受度，注

重学生个性化发展。注重师生的自然互动，特别是在

线教学中的临场情感交互。

加速教育治理的优化，研究教育数据和人工智能

如何协同推进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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