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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tively advoc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he arrival of "5g + 

AI era" is leading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recent years,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The combin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voice recognition, image recognition,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and the education industr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s the main form of future education, intelligent education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ture education and has a guiding role in future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the author first thinks about intelligent education, and then expounds how 

intelligent education can take the fast trai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form in the environment of 5G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is basis, how to explore the future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Finall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5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ed to intelligent educ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uture trend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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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家积极倡导发展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5G+ AI时代”的到来正在引领教育变革。近年来,智能化成为教育

行业的新发展趋势,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和教育行业的结合备受关注。智慧教

育作为未来教育的主要形态，决定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对未来教育有引导性的作用。该文首先在教育信息化的背

景下，对智慧教育进行了思考，其次阐明了智慧教育在5G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环境下如何搭乘信息技术变革的快车，在

此基础上，如何从智慧教育的方向出发来探索未来教育的改革。最后综合考虑，从5G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于智慧

教育两个方面，来论述智慧教育的未来趋势，来为未来智慧教育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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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第五代通讯技术标准简称为5G，其高效率、低延迟和

广覆盖的特点将会给生活带来颠覆传统的变化。5G通讯技

术将实现万物相互感应，一切智能化的未来世界。首当其

冲的就是教育，因为教育是国民素质的根本。中国《教育

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要推进智能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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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随着人工智能高速发

展，并且与教育的融合、应用已经有较多的产品，人工智

能为未来智慧教育的环境营造和设备供需提供了底层的

技术，让传统智慧教育改革有较强的可能性。将5G通信技

术注入人工智能从而应用于教育领域，促进教育的改革，

提供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实现智慧教育的普及，进而实现

教育信息化。 

长期以来，“互联网+教育”的大潮一直浩浩荡荡， K12、

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等热点轮番上阵。5G赋予了教育行业

更多的想象，将进一步推动“AI+教育”的智慧教育时代到

来。据悉，目前AI技术已经在组卷与批改、评测与智适应、

搜题与排课、AI教学与陪练等场景里初展身手，5G技术

加持则让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再次深化，AI教室、AI教师等

也相继出现。 

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两种新型的信息技术给

教育变革带来的影响，为未来教育提供一种可行性的理论

支持。 

2．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的智慧教育 

2.1．智慧教育引领新时代的教育 

智慧教育是指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

拟仿真等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让学生能够主动学习、根据

自己的需要学习、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找到适合自

己的学习环境学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伙伴学习、得到最

适合自己的教师帮助学习，逐步形成系统的思维能力和创

新性思维能力[2]。学生能够通过智慧教育系统掌握自己的

学习状态。教师对相应学生的变化实时作出相关的改变使

学生能够获得最有效的教师督导和知识学习的提升，从而

达到最有效地学习活动[3]。 

2.2．教育信息化促进智慧教育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智慧教育作为教育现

代化的未来形态，为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提供了

新的引擎[4]。“教育信息化”是着重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手

段来提升教育教学的效果，其最终目标是提升教师教学质

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单纯的去利用信息技术和学

习信息技术。 

智慧教育的发展与实现离不了信息的支持，从而需要

注入新的技术，构建新型的教育模型。智慧教育的核心特

征就是学生智慧成长、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管理者

智慧管、教师智慧成长、学校与家庭智慧沟通等[5]。智慧

教育着重关注学生学习过程的优异程度和最终学生学习

的培养结果。具体而言就是从两方面来看智慧教育的实现

程度，从学生来看，学生能否利用智慧教育的学习平台找

到符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从教师来

看，教师是否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活动，并且及时的提供

相应的指导，达到教师预想的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无论

是当前的教育模式还是教育的何种新模式，其最终目标依

然是在当前社会的高速发展下，提升人们解决当前社会出

现的相关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来适应当前社会的变化和

着重培养个人的创新能力等高纬度的能力培养。 

2.3．智慧教育与教育信息化循环驱动加速教育现代化 

智慧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未来形态，教育信息化推

动智慧教育的发展。智慧教育的形式对未来教育改革作出

了指导方向，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明道路。教育信息化作

为教育改革指导纲要为未来教育形式作出指示，从而实现

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其

核心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及教育主体的现代化。 

教育信息化是将信息技术融入教育体系，完善教育的

体系结构，全面提升教育信息化，为未来教育提供一种新

模式，为构建全民学习环境提供理论支持。教育信息化的

发展必然引发新的教育模型，从而实现教育改革的目的。

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战略决策，智慧教育从而应景而生，智

慧教育是教育在信息时代的新模式，是教育信息化推动改

革的新阶段和新成果。智慧教育能够构建全天候、全地域

的学习型社会，从而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

系。 

3．5G技术的发展应用赋予智慧教育机遇与保障 

3.1．5G的问世创造万物智能的世界 

现代社会上网的网民都知道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4G

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在英国召开的第九届全球移动宽

带论坛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就提出了在未来5G支

持的社会下构建“万物互联互通的智能世界”。也就是说在

4G通信技术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那5G将会重新构造整个

社会，将会营造一种颠覆传统的未来智能世界。随着5G通

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会给社会带来较大而影响。2019

年11月山西省举行了5G远程医疗启动会，会议现场，一台

高端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示教大片，被实时传送到1300公

里外的成都医药大学附属银海眼科医院、300公里外的运城

眼科医院和长治市人民医院学习交流。山西电信总经理靳

建勇表示5G通信技术将会给社会带来变革，电信将充分发

挥5G的高速率、低延迟和广覆盖的特征优势，探索5G技术

在更多领域的更高价值和更多应用。5G技术的融合将会促

进更多的领域发展，包括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智能家

居、智慧校园、智慧家庭、远程协作、云端服务等。 

3.2．5G通信技术赋能智慧教育新可能 

从4G到5G信息技术的转变，5G的传输速率已经远远

高于4G，这就会给未来信息传输提供一个很高的传输效率，

并且不会出现有卡顿的情况。把5G的高传输速率特征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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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智慧教育，从而建立智慧教育学习平台，在学生依靠学

习平台，5G高速率传输的支持下，真正实现学生的智慧学

与教师的智慧教。在智慧学习平台上共同分享优质课程资

源，学生能够及时地下载并且学习，优秀教师在智慧学习

平台上开通远程优质课程，学生可以在线观看。学生根据

自己的情况以及能力找到合适的课程与学习环境，教师根

据同步输出的学生学习反馈，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帮助

学生实现个性化学习。在5G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打造大范

围的学习平台，能够让偏远地带的学生也能像沿海地区的

学生一样接受高素质的教师资源与学习环境。学生智慧学

跟教师智慧教在5G支持下同步结合，真正实现智慧教育倡

导的公平学习和全民学习。 

5G是当前已经开始应用的最低延迟的通信技术，接近

毫秒的低延迟可以为数据同步提供可靠地优势。5G通讯技

术的低延迟功能使得远程人机协同、人人协作和智能操控

等可以 实现精确同步、精准协同、精准定位以及视频“同

步传输”[6]。从5G通信技术的低延迟功能为智慧教育的同

步传输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可以同步优秀教师的优质学

习资源，教师可以同步学生课程内容学习的反馈，学生和

教师双方同时同步了解，让国内的教育实现一个层次的改

革，从5G通信技术的特征点植入智慧教育，从智慧教育的

普及推进教育信息化，从教育信息化的方向改革中国教育。 

5G通讯技术采用密集基站的结构布局，消除了同一时

段大频率传输数据信号不稳定的情况。这种广覆盖的结构

布局使得信号在基站之间传输有可靠稳定的性能，并且结

合5G高传输效率，使得信息数据在低延迟的情况下快速传

播，实现物与物之间关联，最终实现智慧世界的构建。广

覆盖的特性正好对应智慧教育的需求，智慧教育需要构建

的是全民全地域全天候的学习环境。密集的基站布局可以

使每个基站的范围内创建智慧教育平台，把智慧教育平台

中的资源接入到基站的信号传输中，从一个基站到另一个

基站的传输中，智慧教育的资源将得到大范围的传播，人

们只要在有信号的地方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对智慧教育平

台中的资源进行学习，实现只要有信号的地方就有学习资

源，利用智慧教育真正实现新时代全民学习的智慧型社会。 

3.3．5G技术下智慧教育的模型构建 

5G通信技术加持的智慧教育的核心要素是将学习资

源共享化，达到全民学习的目的。通过5G通信服务中心进

行存储和处理学习资源，通过家庭、学校和图书馆等外围

智慧教育学习个体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学习资源进入智慧

教育平台，学生通过智慧教育平台的共享性可以按需查看

相关的课程资源，通过智慧教育平台的互联性，将大量的

学习资源通过基站相互传输，基站之间的信号传输利用5G

的传输规则进行相互之间的传导，再将各个基站的学习资

源传输进入通信服务中心，通信服务中心在处理信息资源

的同时将返回的教学资源一同打包重新返回给基站，利用

基站之间的信号传输将学习资源隔离、整合以及同化返回

给智慧教育平台，学习者在通过智慧教育平台的网络环境

进行学习。从中心到外围端点的信号传输分享，再从外围

端点传输学习资源到中心处理器，无限的循环更替将达成

所有学习资源的共享。其模型图如图1所示： 

 

图1 5G通信技术支持下的智慧教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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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模型的构建，学习资源的无限循环和分享利

用，将会解决当前智慧教育的学习资源缺乏的问题。多节

点分享课程的框架模型实现了学习资源的优化与整合。基

于5G通信技术的高传输率、低延迟和广覆盖的特性，充分

调动和利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和不同节点的课程资源的

教与学，构建多元化的模式进一步加速智慧教育的开发与

应用。智慧教育平台的建立与通过基站互联互通的学习模

型，学习者通过智慧教育平台就可以直接教与学，学习者

不再深入讨论关于信息技术的问题，大大的降低了学习者

繁琐的学习步骤。但是智慧教育平台的构建与研发需要跨

界完成，通过政府主导，并邀请当前平台所涉及领域的研

发团队来完成整个平台的开发与构建，让学习者始终只需

要考虑学习这一简单步骤就可以，避免过多的步骤造成的

学习阻碍。以第五代通信技术构建的智慧教育将给教育带

来巨大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消除传统模式的教学影响，能

够实现跨区域、跨时段的远程学习。5G支持下的智慧教育，

必须要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充分发挥5G的优势，

以形成5G通信技术下即用即学的学习模型。 

4．人工智能技术的活跃为智慧教育创设了新的

环境 

4.1．人工智能将会彻底将教育智能化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慢慢地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工作、

学习等方面，“教育+科技”和“互联网+教育”将不再是人们

的想法，而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革命。在2019年5月16

日-18日，“2019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会议主题为“规划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引领与跨越”[7]。

正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所说，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

的融合，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机遇和挑战[8]，努力实现规模

化教育和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不断提升各类人才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与各国共享智能教育的成果。 

面向人工智能的时代，中国教育紧跟技术的变化，相

继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和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9]。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校长翟小宁表示，未来的教育方式将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为支撑，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个性化指导为辅，以“师

生学习共同体”的形态呈现[10]。智慧教育作为未来教育和

人工智能相互融合的教学模式[11]，将会给教育带来颠覆

性的革命。 

4.2．人工智能将催化深度智慧教育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趋向于成熟的阶段，不仅推

动了以“数据技术”为核心的智慧校园的建设，更使学校的

整体管理架构发生了转变，使学校的教学活动和管理模式

更加趋向与自动化。以人工智能引导的新的教学模式与传

统的教学模式将会有很大的改观，由此可知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大动力的推动教育形态走向智慧

化，形成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的智慧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教育重要目标是培养“智慧人

才”。着重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创造人才、发展能够

适应社会岗位需求的终身学习者。利用人工智能工具，配

合智慧教育平台进行社会化的生产，不断利用智慧教育的

教育资源，以无缝式凡在学习方式进行学习。构建人工智

能时代新型智慧教育，推动我国教育信息化，实现教育现

代化，从而对我国整体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并逐渐确定新

型智慧教育的制度体系。 

4.3．人工智能引导智慧教育的模型构建 

人工智能支持的智慧教育是将教育资源整合，将教育

资源整合成信息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处理系统实时处理和

反馈学习资源，将教育资源形成大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进行分析，实时观察、采集和反馈课堂教学和学生行为，

从而实施精准教学，以便适应每个学生个体的学习特征，

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教师制定整个课堂的教学，通过

教师的执行，对课堂形成一种过程。教师通过整个课堂的

教学氛围将自己的不足及时反馈，人工智能处理系统通过

全程采集课程的信息数据，将其录入系统中并且经过一定

的处理之后再反馈给教师，教师在课下通过对人工智能处

理系统反馈来改进自己的教学过程，再录入人工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系统再将教师更正过后的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

及时的录入到教学环境中，从而形成一种循环，达到教学

过程最优化和教学资源最大的利用程度[12]。从学生而言

通过选择自己合适的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来进行学习，在

学习完相应的课程之后，教学过程形成当前学习者的数据

资源反馈给学生，学生利用反馈的信息及时的查漏补缺，

人工智能系统将记录的学生学习过程形成数据进行采集

和保存，然后反馈给老师，老师及时的指导之后再将学生

的不足反馈给学生个体从而学生知道哪些地方的不足之

后，学生通过课程教学系统自主学习，以达到学生得到及

时的学习指导，力求课程学习资源的最大利用率。其结构

模型如图2所示： 

通过这种模型的建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

支持下，针对教育改革，探索智慧教育新型模式，通过探

索总结教育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再根据思路和方法，通过

技术的支撑和构建来实施新的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在智

慧教育视域 下，能够对教育教学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测与

调控，最大限度地将师资、设施设备、场地等教育资源合

理、均衡配置；能够将优秀教师的教学智慧和典型学生的

学习经验实时提供给每一个学生和教师，改变优质教育智

慧的供给形态等[13]。通过该模型的构建将学生和教师的

所有教与学过程记录成数据，并进行处理和反馈，学生和

教师通过反馈的信息及时的更正，可以将学习资源同步更

新和输入输出，将智慧教育推向了更加智能的阶段。 

5．结语 

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形成全民学习和如何打

造终身学习平台是各国政府都应该重视的领域。智慧教育

的实现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实际上，教育的本质是一

种特殊的服务,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教育服务的智慧化水平

创造了条件[14]。教育最终是培养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培

养能够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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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工智能环境中智慧教育的模型。 

5G通信技术的问世给予了人们共同学习的信息技术

条件，人工智能的应用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

法和途径。将5G通信技术植入人工智能中，造就更加智能

的社会。在中国教育信息化规划的提出之后，利用5G通信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造就新一代的智慧教育从而形成新

时代的教育体系，为未来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种技术

和理论上面的支持，从而加速教育现代化的前进步伐。 

5G联合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代的智慧教育的核心技

术支撑。新时代的智慧教育将颠覆传统教育，改变传统教

育的结构和教育体系，架构新时代智慧教育的教育体系是

当前中国教育领域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重新构建教育

结构来促进教育改革的目的[15]。5G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

的融合为教育做好了一定的底层结构，两者的深度融合为

智慧教育更加智能化做好了铺垫。新时代智慧教育的构建

的教育体系将成为未来教育的标志。5G通信技术和人工智

能赋能的智慧教育构建步伐的加快，进而加快教育改革的

步伐，从而达到教育信息化的要求，进而实现教育现代化。 

新时代的智慧教育将是面向全社会不同领域、不同个

体的。智慧教育最终的目的是构建全民无地域差、全天候

实时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社会公众将通过智慧教育平台构

建自己的学习体系，形成针对自身价值提高的知识领域，

通过对专业领域知识的构建来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形成

对新时代社会有贡献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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