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7

领导参考
201 8 年 12 月 26 日 总第 107 期 发展规划处政策研究室

【调研报告】
泛在·智能·灵活·创意

打造智慧学术空间 优化教学科研环境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开

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当今，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将深刻改变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态。智能环境不仅改

变了教与学的方式，而且已经开始深入影响到教育的理念、文化和生态。《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指出，要构建智慧学习支持环境，大力推进智能

教育，开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化教学支持环境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在教

学、管理等方面的全流程应用，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

方法改革，探索泛在、灵活、智能的教育教学新环境建设与应用模式。同时

指出，要创新师范生培养方案，完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师范生信息素

养培育和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因此，持续推动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

入教育全过程，改进教学、优化管理、提升绩效，十分必要。

本调研报告列举了国内外几所知名高校在打造智慧教育教学环境方面

的成功案例并做具体解释分析，供领导参考。

一、云端听课·创设泛在学习环境

数字化时代，学生们在课堂上获取的知识仅占他们知识总量很小的一部分。

因此，教师仅仅提供课堂教学远远不够，必须依靠网络来拓展课堂教学的时间与

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2015 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强调：“因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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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

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

人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以人为中心，以学习任务本身为焦点”

的泛在学习则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设备，实现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美好愿景，也应该成为我们打造智慧学术空间，优化教学科研环境中应

该思考的一个命题。

具体来说，泛在学习指每时每刻的沟通，无处不在的学习，是任何人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基于任何智能终端设备获取任何所需学习资源、享受无处不在

学习服务的学习过程。

目前，国内部分高校通过丰富网络课堂资源的方式建设“线上教学楼”。以上

海交通大学为例，上海交大通过闵行校区的 29间“云录播”教室进行课程实录，

“自动跟踪、自动拍摄、自动上传”，扎实推进校本资源的建设。2015～2017 年，

分别全课程实录 57 门、200 门、255 门，合计课时数分别为 1734 课时、6209 课

时和 8905 课时；其中，2016 年为致远学院录制 22门荣誉课程共 950 课时，主要

用于课堂质量评估。此外，学校引入“云课程”平台，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直播、

点播，支持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

图 1：上海交通大学课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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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每学期开设 3000 个左右的教学班，原有的课程中心在线平台虽建课

程网站 1733 门，但不能满足“教学班”教学模式，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混合式”

学习需求，学校考虑建设新的教学平台，目的是将这 3000 个教学班全部映射到教

学平台，线上线下一一对应，如同一幢线上教学楼。

图 2：映射“线上教学楼”

2018 年，学校大力搭建全新的 Canvas LMS 在线教学平台，提供教学全过程

的信息化支持，通过集成多种教学工具，可支撑课堂教学、混合式教学、翻转课

堂、在线教学等各种教学模式，具有稳定性、易用性、标准化、可扩展性和灵活

性等众多优势，同时兼具国际影响力。

国外大学在泛在学习的应用方面已经有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如美国哈佛大学

的“促进泛在学习的无限手持设备”（HDUL）项目，麻省理工学院的“重温革命”

（RtR）项目和“没有围墙的博物馆”（MWOW）项目等。麻省理工学院的“没有围

墙的博物馆”项目是一个五年计划，该项目以无线手持设备、嵌入式设备、无线

网络为支撑，使学习者进入到一个基于位置的、故事讲述的学习环境，该项目随

着学习者在校园的走动，把麻省理工学院 100 多年的历史都通过无线手持设备呈

现出来。实现了学习者与技术最优化的智能整合，使学习者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

思考，“从思考中学习”成为泛在学习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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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研讨·搭建智能学习环境

2010 年起，四川大学把新生按 25 人规模编班，开展了“探究式－小班化”

课堂教学改革，目前开设互动式、小班化课程 9024 门次，超过课程总数的 70%，

在推动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2018 年 6 月 22 日，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四川大学的召开更是对川大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工作的肯定。事实上，四川大学本科教学改革与智慧教室的改造密不可分，截至

到今年 6 月，川大已投入 2 亿元，建成 403 间智慧教室，占比达到 80%。

智慧教室又称智能教室、未来教室等，是为教学活动提供智慧应用服务的教

室空间及其软硬件装备的总和。智慧教室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和现代化教学

手段，通过教学环境的重构，改变了传统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教师

从传统的“粉笔+黑板+PPT”的教学形态中解放出来，同时推动了教学互动中学生

课堂参与率与问题解决能力的改变。

2012 年，四川大学启动“智慧教学环境建设工程”，全面推进“教室革命”，

打造了远程互动教室、多视窗互动教室、灵活多变研讨教室、专用研讨教室、手

机互动教室、多屏研讨教室、网络互动教室 7种类型的智慧教室。

图表 1：四川大学智慧教室类型分析

类型名称 教室特点

远程互动教室

教师授课所在教室的影音能够实时传输至其他远程互动

教室的高清大屏上，而其他教室学生的听课状况，也会

回传至授课教室。远程互动教室同样能够实现跨校甚至

跨国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多视窗互动教室

教师利用多视窗互动教学系统在同一屏幕上同时对多个

教学资源进行对比，利于高难度复杂问题全方位展示，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研讨教室

此类型教室配置可移动、可拼接、多类型的活动桌椅并

搭配相应风格的装置，师生可以按需搭建形成专属的小

班研讨教室。研讨教室打破传统教室格局，可以满足不

同学科、各种类型研讨教学的需要，既方便个体学习，

又适宜小组讨论。

专用研讨教室

教室采用玻璃隔断的方式将教室划分为多个讨论区域，

各区域间相互隔音，可独立开展小组讨论，避免干扰；

又相互可视，营造相互激励、积极探索的良好氛围。此

外，川大致力于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堂教学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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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课程，这些研讨室为参与各类大创训练、创新大赛、

“互联网+”大赛的团队进行内部项目讨论以及路演预演

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手机互动教室

1.学生需要在手机上连接教室 WiFi、打开软件、选中课

程，便可以一键签到；

2.手机互动教室将弹幕请进了课堂，当教师开启弹幕功

能时，学生们的任何意见、疑问、灵感甚至“吐槽”都

可能化作弹幕，投影到教室前方的屏幕上，老师可以挑

选有价值的提问进行回应；

3.手机互动教室里，老师可以把题目下发到学生的手机

上，学生作答完成后，老师输入正确答案，系统立马就

会提交答题情况的统计图表，包括正确率、各选项分布

等信息；

4.对于主观题，学生则可以通过打字输入、拍照上传等

形式提交作业，老师同样可以在大屏幕上清晰浏览每一

位学生的作业，或对两份作业进行同屏对比。此外，学

习资料一键下发，抢答、抽人等功能的使用，也给课堂

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5.课堂授课完成后，手机互动教室在后期数据挖掘和数

据统计等方面也展现出巨大优势。全班同学每堂课的出

勤、课堂参与度和参与质量等情况都被全部自动记录下

来，学期结束后即可形成一张记录学生学习历程的“第

二成绩单”，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盲点等信息在这张成

绩单上一览无余，供教师或学校随时查阅、统计或分析。

多屏研讨教室

它的最大特色是模糊了教师和学生之间“主导－从属”

的关系界限。

1. 空间上，教室的形状从长方形改为了多边形，讲桌的

位置则挪到了教室中央。取消了讲台的设置，教师和学

生之间不再有高低之分，双方形成平等探讨的关系；

2. 设备上，教室的扩音系统相应地进行了改造，无需话

筒，教室内任意角落有人说话，都能清晰扩散到整个空

间。教室的不同方位安置 3台 86 寸交互式触摸一体机，

集中授课时便于不同方位的同学就近观看。分组研讨时，

各组学生可独立触摸操作，可以通过数据连接线将自带

笔记本与显示屏进行连接，辅助讨论。

网络互动教室

教室最核心的功能是通过教学互动软件等技术，为使用

者提供灵活多样的互动教学模式。

网络互动教室中配备了教师机和学生机，教师机可以选

中学生电脑，进行远程监看或控制。

遥控转播提供给学生展示自己的平台，该功能可以让师

生电脑以及教室内大屏幕显示被转播学生机的操作页

面，而学生演示功能则能实现单台学生机广播至教师机

的操作，师生角色进行了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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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富有科技感的多样教室

此外，川大在对教室环境进行彻底“整容”之外，还改造了形式多样的交流

互动式走廊和公共服务空间，全方位营造“学术殿堂式”的智慧教育环境。2016

年，多类型探究式智慧教室及人性化、共享化互动交流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建设方

案被成功应用于四川大学“双创”教育与实践平台（国家发改委首批“双创”示

范基地）——智慧教学环境改造工程中，成功申报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

—“智慧教学环境”。

图 4：互动式走廊及学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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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海交通大学而言，搭建的 17 间智慧教室除了具备智能控制、无线分享、

答题投票、远程交互、记忆白板、云录播、在线督导、考勤系统、学情数据采集

和信息发布等十项功能外，还兼具“绿色、便捷”的特质。技术服务人员不仅能

远程控制教室内多媒体设备和灯光、空调等设施，还可以通过传感器采集教室内

数据后根据程序设定自动控制以上设施。光照传感器会自动检测亮度，低于 300lux

时自动开启灯光。当教室内人数较多，氧气含量偏低、空气浑浊时，传感器一旦

监测到二氧化碳浓度高于 1000ppm，就会自动启动新风系统，让新鲜空气进入教

室；与此同时排出的冷空气会与新进空气进行热交换，达到节能的目的，创造出

“绿色节能的，会呼吸的”新型教室。

就国外高校来说，同样不乏成功打造智慧教室的典型案例，比如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TEAL教室（Technology Enabled Active Learning）和日本东京大学的KALS

教室（Komaba Active Learning Studio）等。这些智慧教室结合本国特色和本校办

学定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顺应全球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新时代对创新

型人才的需求。

图 5：TEAL 教室内部图景

麻省理工学院于 2000 年提出MIT TEAL，该项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学生能够

高度合作、动手操作、在计算机支持下的交互式学习环境。TEAL 教室有 13 张桌

子，教室的桌椅与实验装置相连接，因此不可移动，每张桌子可以坐 9人，一共

可以容纳 117 位学生。布局以小组为单位，学生每 3人一组，每组 1台笔记本计

算机，有 13 个摄像头分别记录每张桌子的活动。四面墙上有多个投影屏幕，保证

了坐在任何位置的学生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投影的展示。投影幕中间是电子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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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台位于教室中央。这样的空间布局，有助于教师和助教在教室中来回走动，

与每组同学进行充分的交流。这样的教室不仅可以做虚拟物理实验，还可以进行

真实的物理实验，每组桌子下面都有一个小柜子，里面装有实验器材。电场和磁

场的抽象让学生产生学习上的困难，TEAL 教学法采用 JAVA 三维和二维模拟动

画，让学生通过小组动手实验配合计算机呈现的方式更加直观地理解和消化知识。

每组学生都配备有计算机，学生可以在教室里使用计算机设计实验，动手测量观

察，进行实验的同时还可以方便地记录数据、进行计算，修正设计后还可以继续

实验，并及时用计算机完成实验报告。有研究显示，按照MIT iCampus 项目的介

绍，在使用TEAL 项目的教室之前，普通物理课程是传统的大课教学，出勤率很

低，学生及格率也很低，但采用新的教学策略后，学生的及格率有明显提高，尤

其是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有很大的改善。小组型的布局鼓励学生之间的协

作交流，人性化先进的设备和科学的资源设计为学生学习提供了强大的后台支撑，

是一个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

三、自由共享·营造灵活学习环境

除教室外，图书馆、实验室、宿舍等区域也是师生开展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

营造出一个时间弹性更加自由、资源利用更加高效、空间环境更加人文的灵活型

学习环境，对于尊重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浓厚学术氛围也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1.“座位管理系统”盘活图书馆座位资源

每到考试周、考研季，各大高校图书馆内拥挤不堪，座位资源紧张、占座不

到等现象已成常态。如何有效激活“空位”、杜绝“占位”、复活“座位”，增加“坐

位”，成为图书馆管理者一直思考的课题。

随着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的建成投用，图书馆的座位资源大幅增加。与此同时，

一套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座位管理系统”也投入使用，引导学生规范、有序地使

用图书馆资源。

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图书馆的 IC空间（信息共享空间）包括 36 个研读间和 30

个研讨室，分布在 3至 5层。为方便师生使用，IC空间推出网络预约、微信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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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读者可预约 3天之内(含当天)开放时间的任意时段，预约时长最短为 2小时，

最长为 14 小时，每日限约 1次。在使用时间结束前 20 分钟内，可以重新预约其

它房间或当前正在使用的房间(如无其他读者预约)。预约成功后，读者应在约定

时间到达研读间并刷卡签到。如因故无法赴约，需提前登录系统删除预约。如超

过预约时间 30 分钟未刷卡签到，读者则会被记违约 1次，扣个人信用积分 100 分，

同时当次预约自动取消。使用过程中，读者如一次性离开房间超过 60分钟，所用

房间将被系统自动释放，同时读者被记违约 1次，扣个人信用积分 100 分。该系

统会自动合并读者在研读间、研讨室等所有场所产生的违约总数。若读者累计违

约 3次，个人信用积分将被清零，系统也将暂停违约者 15天内的新增预约权限。

针对普通阅览空间，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图书馆也于 2016 年 5 月试运行了“座位管

理系统”，对中心馆 3楼和 4楼部分阅览座位进行统一管理，通过该系统选座的读

者优先使用上述阅览座位。

图 6：智能终端 在线预约

2.24 小时“深夜书房”尊重个体学习时间

个体学习习惯千差万别，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深夜意味休息，也可能代表着

静谧的黄金学习时间。如何尊重每一位师生的学习时间，让夜间学习者能够在一

个安全、静谧、方便的环境下安心读书思考，也是校园规划应该考虑的一个方面。

以西北大学为例，西北大学长安校区每两栋宿舍楼二层都有一个半圆形连通

的平台，通过征集各方意见，多次论证，学校决定利用二层平台建立学生自习室。

项目自 2015 年 6 月开始筹备，工期 1个月，总计投资 69.6 万元，最后在 12 栋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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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楼建立 6间自习室，每间 184 个座位，共计 1104 个座位。

在安全保障方面，学校要求本楼学生在本楼内自习室学习，男女生宿舍楼相

邻的自习室，也已在二楼设立隔挡，不能互通。每栋宿舍楼大门有门禁卡、通道

卡两重安防措施，学生凭校园一卡通刷卡进入，本人一卡通只能在所在的宿舍楼

才能开门进入。自习室内有全方位摄像头监控。门卫 24 小时值班，定时巡查。

图 7：24 小时宿舍自习室 图 8：学生“刷脸”进出宿舍

近几年，24小时阅读空间在城市里越来越多，高校图书馆也不例外。日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将一层整层设置为 24 小时开放阅读区，作为北京首个

24小时开放的高校图书馆，初衷是为了解决学生早晨在外排队等待开门的难题。

为了让更多人能在这里阅读“充电”，北航 24 小时“不打烊”图书馆不仅针对本

校师生，而且面向校友开放。现在，晚上回母校办公、学习、看看书，已成为许

多北航校友的夜生活选项。

3.宿舍管理引入人脸识别“黑科技”

在宿舍安全保障方面，山东大学也引入了智慧化管理方式。2017 年下半年，

山东大学部分宿舍安装了刷脸智能通档机，学生可以“刷脸”进出宿舍。这套能

“刷脸”的门禁系统，外观看起来和普通门禁差不多，只是在机器上方有一个能

识别人脸的显示屏，屏幕上有一个人脸形状的框和两个摄像头，学生只要把面部

放入框内，系统就会立即识别出身份。门禁系统里存有宿舍内居住学生的个人资

料，只要面部和校园卡上的头像相符，门禁就会自动打开。此外，除了可以让学

生刷脸进出宿舍楼，这套人脸识别门禁系统还能实现查学生晚归的功能，对于晚

归、不归和长时间不出学生宿舍的同学，可以通过学生公寓中心的微信发送到辅

导员的手机上。“刷脸”系统，不仅加强了宿舍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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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工作压力，是山东大学打造智慧校园、信息化宿舍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通专融合·开辟创意学习环境

随着“创客”一词进入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围绕创客形式开展创意创新创

业教育，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清华大学的创客教育蓬勃

发展，建设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客空间，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化的创新实践教

育体系。创客教育已成为清华大学“三位一体，以学为主，通专融合，多样成长”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

1996 年，清华大学整合校内工程实践教学资源，组建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全

面负责和协调金工实习、电子工艺实习和其他实践教学工作。2008 年 11 月，基

础工业训练中心转变为实体单位，统筹规划、具体实施全校工程实践教学和相关

科研工作。2014 年，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开始转型升级为 i.Center，“i”的内涵包

括工业级（Industry）、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创新型（Innovation）、国际化

（International）和以学生为主体（I）等。1.65 万平方米的物理空间里配置着上百

台数控车床、机床、铣床以及 3D 打印机、三维扫描仪等工具，供创客们使用。

同时，i.Center 通过聚合学校相关创新实践资源，联合美术学院、工业工程系等

院系以及校团委，进一步完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创客交叉融合空间，有力

地支持了多学科背景团队开展的创新实践活动。

1.i.Center 建设理念及各层功能

i.Center 于 2015 年整体迁入至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校园创客空间（16500 平米）。i.Center 的设计以工程文化的丰厚积淀为核心，将新

楼的地下三层和地上六层打造成整体的“三创”服务系统，将萌发创意，科研创

新，投身创业，这样三位合一的“三创”理念融入到新空间的规划之中，为其提

供舒适的环境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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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清华 i.Center 创客空间建设理念

楼层 功能 参与者 设施 课程/活动
国际相似

项目

顶层

学生社团 屋顶休闲区、集

中展示与绿植单

元、环境观测单

元

活动、实验、测

试

6F

创业支持、

国际社区

辅修专业学生、学

生团队、国内外导

师、驻校专家、基

金会等

开放活动空间、

视频拍摄、远程

国际教室、智慧

家居、小型咖啡、

展示平台、会议

室

创业导引、国际

课程、XLP、三

创比赛、活动、

宣讲、展览、暑

期工作坊

Stanford

d.School

5F

创客导师、

跨界实现

辅修专业学生、国

内外导师、驻校专

家等

跨界实验室、创

意设计、电子实

习空间、会议室

创新思维、设计

与实现、创业基

础

MIT Media Lab

4F
三创团队、

加速项目

学生团队、导师、

基金会等

团队训练室、加

速项目孵化空间

创新创业实践 Berkeley

Invention Lab

3F

服务管理、

信息中心

中心管理人员、技

师、工作人员

信息服务中心、

中心图书会议

室、办公空间

数据分析、数字

内容制作与发

布

Data Center

2F
团队训练、

创意工坊

学生、教师、校外

专家、助教、技师

创新工坊空间、

木工

各种类型的创

意工坊

Crucuble,

Tech shop

1F

社交中心、

快速原型

学生、教师、校内

外/国内外专家、助

教、技师

创客咖啡、展示

区、信息发布墙、

快速成型、加工

实验室

活动、宣讲、展

览、对外制作服

务

Coffee/Tech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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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产品制造、

工程文化

学生、教师、助教、

技师、专家

材料成型、机械

制造、数字制造、

电子产品制造等

实习、训练、制

造服务、产品开

发

Stanford

PRL/MIT Fab

Lab

B2

产品制造、

工程文化

学生、教师、助教、

技师、专家

各类车间和流水

线、工坊及教室、

研讨室、工程文

化展示

实习、训练、制

造服务、产品开

发

Stanford

PRL/MIT Fab

Lab

B4

产品制造、

工程文化

学生、教师、助教、

技师、专家

材料成型、机械

制造等

实习、训练、制

造服务、产品开

发

Stanford

PRL/MIT Fab

Lab

图表 2：各层功能与内容列表

B1-B2-B4

1F 2F

3F 4F

图 10：
i.Center 各层内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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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6F

2.i.Center 的课程建设

i.Center 课程建设特点是综合化、跨学科和挑战性。综合化和跨学科教学有

利于学生获得宽阔的基础、专业视野和较强的适应能力；挑战性教学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想象力，主动获取新知识并综合运用知识，在完成挑战性任务中获得成

就感，提高学生的勇气和自信，培养沟通、合作和创新等能力，需要对全校学生

开设以下四种风格独特但内容与形式互补的跨学科系列课程：

图表 3：i.Center 跨学科系列课程

课程类型 课程特点 课程内容

跨学科导引课 短暂而密集

让不同学科的混合团队，以完成

一个复杂而紧迫的共同目标为

学习任务，体验交叉学科的工作

方式。在过程中引入各种团队与

社会协作的思维工具以及可支

持跨学科、跨地域、跨时区的数

字协同工具。

实验室探究课 挖掘具体知识内容

让同学们依照个人或团队的兴

趣，在校内外寻找可以提供具体

解决方案的技术来源或学科专

家，以访谈、参观等方式，探寻

本学科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及

工作方法，用以拓展新的学习内

容及合作对象。

战略规划课 针对个人生涯发展需求

以个人为单位，从家庭、职业、

社区、地域经济等周边机会逐步

展开，带领同学们一起规划并调

整个人的生涯发展战略。同时，

组织跨学科的学生团队，以不同

的视角解读时事新闻与产业战

略分析报告；引导学生在日常生

活的范围之外，经由学科组织或

专业网络平台，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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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开发课 以产品为主轴

基于前述几门课程的知识与人

脉累积，针对特定产品（可以是

内容、服务或实体产品）进行系

统设计与开发，可以在经过具有

相应经验的社会人士或者学术

领域专家的审核后立项。依照各

项目的合理开发进程，同学们可

以组成跨学科的项目团队，依照

个人贡献程度，获取相应的学分

或者能力认证。

3.i.Center 的创客教学活动运行机制

i.Center 的运行模式将开放运行与统一管理相结合，遵循“交叉、实现、分

享”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力求做到规范化、人性化管理，为学生的

创新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保证满足学生创客社团的活动需求。学生社团作为创

客内容生产者的主体，与空间运行团队协作，探索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

图 11：清华创客空间学生协会（2013 年-）

i.Center 的建设和发展从社会各界聘请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专家学者等

作为兼职教师，建立了一支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创客活动

由以下三类技艺精湛并且激情洋溢的教师来引导：（1）驻校创客：聘请国内外的

知名创客、专家、企业家担任驻校创客导师。按照学校的课程需要，让知名的创

客在校园中以 3-6 个月的时间，在校园的创客空间中与同学们共同参与创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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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各项工作，同学们可以在这些创客的指导下近距离观察国内外知名创客的

工作方式；（2）跨学科课程协调团队：鼓励学校各院系的教师，结合专业特点，

组成交叉学科创客导师组。在校园中遴选愿意组织跨学科教学课程的教师，作为

联系各种不同专业教师或是技术人才的课程协调与课程设计者；（3）技术服务人

才：学生在执行具体项目的过程中，需要各种技术服务，对特别复杂或是具有危

险性的器材，现场需要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操作仪器。此类服务人才依照相应基础

设施的数量与工作性质，长期聘任。

五、结语

打造智慧学术空间，优化教学科研环境是顺应智能环境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

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依托各类智能技术及网络，

构建智慧支持学习环境，推动新技术条件下学校教育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对于

学校“双一流”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依照上文，目前国内

外高校在优化教学科研环境方面呈现出以下趋势：

1.创设泛在学习环境，以丰富的网络课堂资源和现代的在线教学平台拓展传

统课堂教学的时间与空间，支持学生“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课外

自主学习，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同时，将网络课堂资源与课堂教学评估

挂钩，激发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2.搭建智能学习环境，开展研讨式、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将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与智慧教室改造有机结合，通过教学环境重构，改变传统课堂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任务为导向，提高学生交流协作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3.营造灵活学习环境，尊重学习者主体地位和个体习惯差异，完善图书馆、

实验室、宿舍等区域信息化水平，利用智能设备和网络系统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时

间弹性更加自由开放、资源利用更加公平高效、空间环境更加人文和谐的良好学

习氛围。

4.开辟创意学习环境，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客空间，将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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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于创客教育整体环节，强化综合化、跨学

科、挑战性课程建设，拓宽学生知识基础、专业视野和适应能力，培养通专融合

的复合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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