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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5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once agai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education field, in whi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the key word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China and Russia have maintained close ties in various fields, especi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New Era", which has pushed Sino-Russian relations to a climax. In a 

period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How to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s advantages, achiev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 our common goal.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two countries, it summarizes the potential, prospects and constructive opinions on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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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5G的问世，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再一次引起教育领域的关注，其中人工智能成为了创新科研

的关键词。近年来，中俄两国在各领域联系密切，特别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将中俄关系推

向了高潮。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期。如何将两国在教育领域的特点相结合，优势互补，达到合作共赢，从而推动

教育科技化发展，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通过分析和对比两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及特点，总结提出中俄双方共同发展

具有的潜力、前景和关于合作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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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一词作为信息文化的一部分

早已不陌生，从该概念出现至今的60多年来，已经迎来了

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世界各国都为掌握和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产品也涉及到各个行业，

它的迅速发展，必将改变一代人甚至多代人的生活和生产

方式。在教育这一重要领域扮演的角色更是不容忽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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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方面以自

身优势为基础，取长补短，相互支持，是合作互赢的关键。 

2．人工智能的概述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缩写为AI）是数字

计算机或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执行通常与智能生物有关

的任务的能力。简而言之，AI是大脑中神经元的粗略显示。 

信号从神经元传递到神经元，最后输出-获得数值，分类

或生成结果。人类为了研发出智能机器和系统作为助手，

几十年来不断探索和创新，终于在除软件以外的，教育科

研、网络、金融和制造业等领域有所突破，取得了不错的

阶段性成果。其中最引起关注的就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与

应用。[11] 

3．人工智能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发展现状与应用 

3.1．人工智能在中国教育领域中的研究现状 

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越来越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我国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人工智能使学习环境越来越智能化。例如智慧教室、

智慧图书馆、智慧书写系统以及校园安全预警系统等。利

用智能的感知和管控使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便捷和安全。 

人工智能使学习过程越来越智能化。在学习过程中人

工智能可以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可以通过数据对学

生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进行表达，便于教师及时掌握学

生学习情况。人工智能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资源推荐。

同时也可以检测学生学习的状态，如兴奋、疲劳等。除此

之外，人工智能可以结合学习工具VR和AR进入特定的虚

拟环境，适用于学习使用过于复杂，危险和昂贵的教学系

统和流程。[5] 

人工智能可以对学习过程的评价起到重要作用。它可

以掌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各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甚至

可以掌握学生的心里素养和体质发展情况。可以使教学评

价由单一评价转变为客观综合评价。[3] 

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教师的工作，成为“助手”。根据学

生的学习和平时表现为学生制定个性化服务，做出独特的

评价，减轻教师的工作，这也正符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要推进兼有个性化和规模化教育的要求。[4] 

人工智能可以在教育管理、教育决策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网络提供教育个性化服务，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工作模

式，例如老师在线提供教学以及针对学生不同问题进行解

答。 

3.2．人工智能在中国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实例 

3.2.1．海风教育AI系统好望角 

国内在线教育领域首个落地AI应用成果，适用于线上

教育，通过对人脸面部表情的识别，分析学生的情绪，判

断学生的专注力，及时将结果反馈给教师，便于及时调整

教学方式和进度，2018年4月正式推出，旨在教学不受地

域控制，减轻老师工作量，提高教学质量。在线英语教学

VIPKID采用相似的方式，融合人脸技术，收集上课数据，

实时判断学生情绪，将评价结果反馈给老师。[13] 

3.2.2．在线学习平台MOOC慕课 

该平台进入中国后迅速得到了学生的青睐，注册用户

由2013年的13万人到目前的超过7000万人，足以说明这种

创新型教学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它不同于传统的一对

一或一对多教学，而是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有共同问题或

同一主题学习诉求的学生，整合成一个小团体进行讲解和

讨论。主要特点是规模大、开放性和网络课程。满足了非

全日制学生，在职进修，学习第二专业等需求。是国际上

比较成熟的线上学习平台。 

3.2.3．杭州中学“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 

杭州第十一中学在2018年5月开始试行的“智慧课堂

行为管理系统”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典型示

例。该系统在传统的一对多教学模式上通过安装摄像头，

在不涉及隐私的情况下采集学生上课时的表情和动作信

息，对学生的专注度进行打分，将判定结果反馈给教师，

便于根据课堂状态及时做出调整，从而促进教学改进。[12] 

3.2.4．CCS课堂呵护系统 

由汉王教育公司推出的CCS课堂呵护系统同样适用

于线下教学。与“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不同的是，该系

统在捕捉和分析学生学习状态之后，将测评结果根据关注

点不同形成不同版本的报告发送到校长，教师和家长三个

终端。便于学校从整体，教师从全班，家长从个体角度出

发，及时了解所需关键信息。该方法可以大致了解学生的

状态和上课的活跃度，起到教学辅助作用，不能以此为标

准判断学生是否好好学习。[7] 

4．人工智能在俄罗斯教育领域的发展现状与应

用 

4.1．人工智能在俄罗斯教育领域中的发展现状 

新华网在2018年9月9日发布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

普及度。美国、中国和印度位列前三，榜单中的22个国家

中未见俄罗斯的身影。[14]这确实反映出目前俄罗斯在人

工智能方面发展缓慢，但俄罗斯的学者们并没有就此放弃。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教师埃琳娜·布兹加琳

娜（Elena Bryzgalina）在2019年8月21日发表了题为“教育

中的人工智能：社会哲学层面”的文章。多角度归纳了人

工智能在教学环节中的应用以及面临的问题，并举美国，

中国和英国的具体实例加以说明。[9] 

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V.A.萨多夫尼西院士在2019年3

月25日开幕的题为“大学，社会与人类未来”国际论坛上发

表演讲时说到“人工智能可以掌握数字空间，并在其中填

充可靠的信息，这是科学的最新成果。今天，我们需要一

个电子教育环境，因为我们还必须掌握数字空间”。[15] 

这也表示以莫大为首的具有高水平的俄罗斯计算机

将把人工智能研发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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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的10月，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了俄罗

斯联邦2030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该战略从人工智

能在俄罗斯和世界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基

本原则，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优先方向，人工智能

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以及该战略的实施机制五个方面规

划了未来十年俄罗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方向和任务。

其中明确的指出了在应用的优先方向就包含教育领域。

[16]为了达到提高教育领域服务质量的目标，需要从多个

角度出发进行规划，包括：教学过程与学生及劳动力市场

需求相适应，系统分析教育有效性指标，从而优化职业导

向，及早发现具有杰出能力的学生、自动化进行学业质量

评估和学习效果分析等。 

4.2．人工智能在俄罗斯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前面说到俄罗斯在人工智能方面起步相对较晚，具体

的人工智能产品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还相对较少。据俄媒报

道，在俄罗斯西部城市彼尔姆的一座学校2019年初已经开

始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学生在校时的状态，一方面

通过对学生面部表情的捕捉，判断出七种情绪。当有学生

表现出负面的情绪时，系统会将分析结果向老师报告。从

而使人类老师更加关注该学生，避免发生负面的、伤害或

损害其他人的状况发生。另一方面，如果系统运行状况乐

观，将考虑应用到学生高考的考场上，以便实时检测学生

考试状态。[10]在该产品的试用阶段，虽获得了大部分家

长的许可，但仍有少部分家长坚决反对使用这种信息技术

对孩子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有自己

的隐私，要顺应其自然生长。虽然产品在技术层面可以帮

助教师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但在情感方面仍然面临一些

困难需要克服。所以在学校普及使用新技术产品仍有大量

周边工作需要完成。 

人工智能技术在俄罗斯最初应用到金融领域，如最大

的银行Sberbank。这家银行投资建立了一所“21世纪学校”，

旨在培养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学校课程主要涉及人工智

能、编程、算法、移动开发等方面。当前，学校的注册学

生为940人，平均学习时间为2～3年或5年，课程包括两次

为期各6个月的公司实习。[1]这所学校得到了俄罗斯联邦

总统普京的高度重视，曾在2019年5月30日对该校进行了

访问并讲话。他表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全球竞

争的重要指标，世界上众多发达国家都已经颁布了该领域

的行动纲领。俄罗斯政府同样颁布全面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的战略性文件以确保技术主权。普京明确的态度表现了对

本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的信心和决心。[8]当结合自身优

势找到研发突破口后，俄罗斯在信息技术方面定会发生巨

大变革。 

5．中俄两国在教育信息技术方面各自优势及合

作建议 

自从2018年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

育信息化从量变阶段，强调应用驱动、融合发展的1.0时

代正式迈进注重引领创新、生态变革的质变阶段。[2]我国

在教育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在于已经建设并全面推进基

础设施平台，具有大规模的应用场景，中国市场的残酷竞

争能使技术项目快速落地。大规模、数量多的互联网使用

方便收集大数据。[6] 

俄罗斯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原因不仅在于

俄罗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高速发展，其网络访问成本

较低，还依托于高水平的数学、物理学科优势，俄罗斯学

生团队已连续8年在世界编程锦标赛上获得奖项。俄罗斯

具备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创新和开发、向世界水平靠拢的

条件。[1] 

综上所述，中俄两国既是世界大国，又是友好邻邦，

在人工智能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在中俄建交70年的今天，

为推动两国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互补试做出

以下建议：1.在政府的支持下，具有优势学课的高校增设

人工智能研究专业或相关课程。2.解决人工智能领域研究

所需的硬件条件，保障专家学者（包括外国专家）富有竞

争力的物质保障，为其工作（现场或远程工作）提供便利

条件。3.制定激励政策，以科学发展和研发前景吸引企业

与个人为合作投资。4.加强两国之间具有优势学科的高校、

研究所之间的联系，可派出学生学者进行长期访问与学习。

5.在两国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互派代表团进行交流与学习，

结合各自优势与特点建立中俄合作研发项目。6.支持两国

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服务）出口以及在世界市场上的

推广。 

6．结语 

除以上所述，针对众多人提出的问题和担忧：人工智

能会不会取代人类，人工智能教学是否会完全取代人类教

师？答案是否定的，现阶段，人工智能教学系统或相关产

品作为人类研发出来的成果，只能作为助手辅助教师完成

一些程序简单，重复性的工作。未来可能发展到人机相互

合作甚至人类老师为人工智能产品做助手的程度来完成

教学。但学习不是一味的学习知识与技能，还要再成长过

程中有情感的投入和有温度的交流，这是人工智能产品不

具有的条件。简单来说，人工智能产品可以优化教学，但

永远不可能取代人类教师。 

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人工智能未来的路还很长，将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中，要正视其带来的便利和

不良后果，避免盲目追赶潮流带来不可逆的负面影响。中

俄两国的合作要客观的看待所处的境况，真诚沟通，直面

问题，取长补短，合作共赢。让科技为人类所用，以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中俄双方在该领域的技术合作空间巨大，

是长期探讨的课题，两国关系也会更加紧密，携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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