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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同动态 

★ 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接受科技部验收评估 

7 月 13 日，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核心研究基地之一“国家数字化学习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接受了验收评估，专家们高度评价了工程

中心在组建期间所取得的成效，认为工程中心圆满完成了各项组建任务，达到了组

建目标。  

受科技部计划司委托，由中冶集团建筑研究总院院长岳清瑞高工担任现场验收

专家组组长，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田保国、计划司平台处处长曹煜中、教育部

科技司高新技术处处长邰忠智、湖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彭泉、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马敏、校长杨宗凯、副校长王恩科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了验收。 

验收专家组听取了工程中心副主任刘三女牙教授所做的“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验收总结报告”，随后在工程中心主任、校长杨宗凯的陪同下现场考察

了成果展示与体验中心、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基地。 

验收专家们仔细核查了各项验收材料、核实了相关数据。经过专家质询、中心

答辩和现场座谈，专家们高度评价了工程中心在组建期间所取得的成效，认为工程

中心圆满完成了各项组建任务，达到了组建目标。  

专家组认为，工程技术原始创新能力、科技成果工程化开发和产业化服务能力、

技术辐射推广能力、创新人才培养和培训能力和内部管理与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了全

面提升，并就中心综合验收及未来的建设及发展规划提出了意见。  

现场验收工作结束后，评估机构将在专家咨询意见和外围调查的基础上，对工

程中心进行综合评估，形成验收评估报告，上报科技部进行最后的综合评议，评议

意见将作为工程中心验收评估的最终结论。  

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Learning, NERCEL）依托华中师范大学组建，是国内从事教育信息化技术研究和

科研成果转化的专门研发机构，于 2004 年经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成为湖

北省工程研究中心，2006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为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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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科技部批准进入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序列，成为国内唯一一个教育信

息化领域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教育信息化技术研发、产品推广、产

业示范的重要基地，代表了国内教育信息化领域技术研发和工程实践的一流水平。 

 
图 1 专家验收评估会现场 

 

★ ICALT2013 国际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7 月 15-18 日，第 13 届 IEEE 高级学习技术国际会议（The 13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Learning Technologies，ICALT2013）在北京

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重塑学习：通过学习和技术的融合来变革教育”

（Reshaping learning: transforming education through the fusion of learning and 

technology），来自 35 个国家的 150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支持单位之一，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杨宗凯教

授发表了主题讲座“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与进展”，副主任黄荣怀教授担任执行主席

并主持了会议，秘书长余胜泉教授担任了本地委员会主席并与国外嘉宾分享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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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一些重要项目和成果。同时，来自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的多位专家利用此次会议发表了中心的研究成果，与国内外嘉宾进行学术探讨。 

 

★ 创新学院积极开展国际化交流与合作 

创新学院创建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为国家教育信息化领域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

的高端信息化人才。为此创新学院在筹备阶段便积极开展多项国际化交流与合作，

邀请国外资深专家为师生开展系列讲座、开设短期课程、探讨合作方向，激发师生

的研究兴趣，开拓师生的国际视野。 

3 月 19 日至 4 月 9 日，数字媒体技术学科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在华中师范大

学进行，来自美国丹佛大学的 Christopher Coleman 教授和俄勒冈大学的 Michael A. 

Salter 教授参与了教学、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2 位资深教授长期从事触摸互动、

交互式程序设计、动画、互动节目以及 3D 建模等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数字

媒体的制作与应用领域具有颇深的教学及研究经验。通过 20 天的活动，形成了系

列成果： 

1）面向本科生数字媒体技术全英文课程教学 2 门，开展研究型创意课堂教学； 

2）开展面向研究生的博雅论坛讲座 2 场； 

3）达成学生交换、教师交流互访、合作研究等相关协议； 

4）达成协议联合出版著作 1 部。 

5）举行教学研究成果展览会，形成成果集 1 套。 

 
图 2 数字媒体技术学生作品展示与讨论 

6 月 6-25 日，教育技术学科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在华中师范大学进行，来自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王其云教授、美国北爱荷华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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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中佛罗里达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的荣休教授 Dr. Cornell、南密西西比大学心

理学和教育学学院教育技术专业的王淑艳博士、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的教授、

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学会会长杨浩博士、美国安柏瑞德航空航天大学的战红博士等 6

位外籍专家参与学术交流讨论，并协商了合作的相关事宜。通过 20 天的活动，形

成了系列成果： 

1）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开展“英文科研写作”英文课程教学 1 门； 

2）初步达成本科生 2+2 联合办学、1+1 研究生联合培养等合作协议和意向； 

3）举办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学会“教育技术学前沿发展”暑期巡讲班，开展 6

场讲座和交流。 

 
图 3 教育技术学科教师与受邀学者交流 

 

★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项目”与国际专家开展深入交流 

7 月 16 日，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项目组工作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旨

在通过 Workshop 形式针对前一阶段形成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讨论和提升。北京师

范大学的黄荣怀教授、余胜泉教授、张进宝博士、张晓英博士、杨俊峰博士，华中

师范大学的吴砥教授、尉小荣老师、朱莎博士、石映辉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的赵建

华教授，北京大学的尚俊杰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顾小清团队赵春博士， 英特尔公

司的朱文利、秦征，联合文教科文组织的曾海军博士等参加了会议。同时，英文版

报告共同编辑国际教育信息化知名专家加拿大的Kinshuk教授、英特尔美国的 Jon K. 

Price 博士也应邀请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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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项目组各负责人汇报了亚太、北美、欧盟、非洲等地域的教育信息化

发展以及世界经典案例选编的报告撰写情况，针对《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中

文版）结构和内容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研讨《ICT in Education in Global Context: 

Emerging Trends Report 2013》（英文版）已经收集的 12 个章摘要，给出反馈建议，

也进一步明确了入选《世界教育信息化经典案例分析》的案例。国际知名专家不仅

为报告撰写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而且亲自参与报告的撰写，提供一手的国外教

育信息化资料。项目组将在此次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报告。 

 
图 4 研讨会现场 

   
图 5 英特尔 Jon K. Price 博士（左）和加拿大 Kinshuk 教授（右） 

另外，项目组还成功申请了 ICCE2013（2013 年 11 月 18-22 日，巴厘岛）的

workshop“Scaling-up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or ICT in Education”，不仅收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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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形成的研究成果，而且面向国际征集论文，以期提升本研究的水平和影响力，同

时为明年的研究做准备。 

 

二、国际视野 

★ 美国州教育技术主任协会发布教育大数据报告：《化数据为信息，服
务学习》 

美国州教育技术主任协会（Stat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rectors Association，

SETDA）成立于 2001 年，是美国全国性非营利性协会。它代表美国各州和地区教

育技术领导机构，其使命是通过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实践的改进，建设和提高州与联

邦政府教育信息化领导能力，以改进教育。 

2013 年 5 月 21 日，SETDA 发布了名为《化数据为信息，服务学习》的报告。

该报告针对教育领域数据分散在各个教学系统、教学资源，很难甚至无法整合，也

就无法将数据转换为教师、家长、学生可以藉以促进学习的信息这一问题，对目前

提高教育领域数据互操作的各项努力进行了介绍。 

报告认为，要化分离的数据为能够促进学习的信息，需要联邦政府、州政府和

信息技术行业等多方面的参与和新型的领导力 

报告采用了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的四层框架来组织提高互操作能力的项

目。这一四层框架将互操作划分为数据字典、逻辑数据模型、串行化和协议四个层

次，并认为教育标准可以分为学术标准、数据标准和技术标准。其中的数据标准包

括学生数据、教育者数据和内容数据；而技术标准包括内容打包格式、互操作协议

和数据交换协议。报告中介绍的项目包括：一致的数据定义，如 Assessment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AIF）、Common Education Data Standards（CEDS）等；

系统间信息共享，如 Digital Passport、Ed-Fi Solution、Open Badges Infrastructure (OBI)

等；教育资源检索，如 Granular Identifiers and Metadata for 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GIM-CCSS)、Learning Registry。 

为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SETDA 给出了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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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在互操作方面，通过协商，形成长期共识、目标和路线图，以确保在

技术和数字化学习方面投资的效益，以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求。 

建议 2：建立可持续的机制，解决涉及学生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 

建议 3：解决数据标准和互操作问题，州和学区在采购教育技术和数字化学习

解决方案时、在采用免费解决方案时，都应考虑这一问题。 

 

（本期简报编辑：郐红艳，张志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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