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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能化是数字教材发展的必然趋势。本研究首先辨析了智能教材与数字教材、电子书包、智

能导学系统的区别和联系，界定了智能教材的概念；其次，将智能教材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智能链接为特

征的初级阶段、以人机交互为特征的中级阶段、以自适应为特征的高级阶段，并整理了国外典型的智能教材

开发平台；再次，从领域模型、学生模型、教学模型等维度综述了智能教材的建模技术，发现自动化的领域模

型、全维度的学生模型和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型是智能教材关键技术的发展趋势，指出已有应用实践表明，智

能教材的使用对于多项学习指标有正向促进作用。文章最后得出智能教材的三个特征，即深度交互、学习画

像和自适应，并从智能教材接受度、资源开发、政策制定和开发技术等角度分析了智能教材的研发及应用困

境，以期为国内智能教材的政策制定、编写研发和学校选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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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作为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

平的集中体现（左群英等，2021），在教育教学乃至

个人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纸质教材

无法承载数字化教学所需的资源和功能，难以实现

教学过程的有效闭环。近年来，教育和出版领域非

常关注数字教材建设，以解决教育信息化的“最后

一公里”问题。当前数字教材主要提供结构化呈

现、多媒体交互、笔记、作业和管理等功能（陈桄

等，2012），没能充分采集、挖掘和利用教材使用过

程中产生的细粒度数据，尚未真正实现智能化和个

性化教学。教材是学习的起点和中心，是最重要的

学习资源，如果能实现教材智能化，将会从起点助

力个性化学习。这就亟需促进数字教材的智能化

转型，发展智能教材（intelligent textbooks）。
国外智能教材研究起步较早，涌现出一批各具

特色的智能教材开发平台，取得丰富的理论和实践

成果。国内智能教材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张家

军等（2021）提出智慧化教材的理念，探究智慧化教

材的价值逻辑及实现路径；张治等（2021）阐述了智

能型数字教材系统的核心理念和实现技术。鲜有

研究对智能教材的概念界定、发展脉络、关键技术

和应用评估等做出系统综述。2019年 6月，第 20
届国际人工智能教育大会专门举办第一届智能教

材工作坊，将智能教材确定为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AIED, 2019）。本研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

尝试分析智能教材的概念和特征、发展阶段、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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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平台和应用实践、关键技术，为国内智能教材

的设计研发、推广应用提供借鉴。 

一、定义与发展历程
 

（一）概念简析

教材主要指以教科书为核心的所有教学材料，

包括教辅、教参、教具、学具等。从发行主体看，

教科书通常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发行，而教材可以

由教研员和教师自行编制（胡畔等，2014）。智能教

材是提供智能学习服务的数字教材，与之相关的概

念包括数字教材、电子书包和智能导学系统。厘

清智能教材与上述三者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理解

和研究智能教材。 

1. 智能教材与数字教材

基于实践角度，陈桄等（2012）认为数字教材是

“一种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教学资源包，其内容主

体应包含课文、注释、插图（静态和动态）、实验、

习题等，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多种辅助学习工具（如

字典、计算器、笔记本、参考书）和一些多媒体学

习材料”。庄科君等（2012）认为数字教材不再是

纸质教材的简单数字化，而是融入教学过程的多媒

体材料，具有知识表达多媒体性、实时交互性和动

态更新性的特征。智能教材是智能化的数字教材，

是对数字教材功能的升级和转型，为学生提供教材

的智能学习服务。 

2. 智能教材与电子书包

根据国家标准，电子书包是“一种整合了学习内

容、学习终端、虚拟学具和学习服务的数字化教学或

学习系统，为电子课本和其他数字化学习内容提供软

件和硬件应用环境”（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2019），包括个人作业练习、阅读、笔记、注释、测

试等学习服务（马晓玲等，2014）。可见，电子书包是

一个软硬件结合的服务整个学习过程的数字化学习

系统。智能教材是为学生提供学习评价和学习规划

等智能学习服务的智能化学习系统。智能教材和电

子书包本质上都是学习系统，都是通过技术手段优化

和重组知识、资源与工具。智能教材未来可能是电子

书包的核心模块，也可能取代电子书包，辅助学生开

展智慧学习。 

3. 智能教材与智能导学系统

智能教材本质上是以教材为核心的智能导学

系统（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  （Chau  et  al.,
2021）。智能导学系统基于学生学习过程数据，利

用人工智能算法，即时干预和调节学生学习。但教

材是学生学习的核心工具和主要知识来源，教材的

使用贯穿整个学习过程。智能教材结合以智能导

学技术为主的人工智能技术，除采集教材中习题和

测试产生的结果数据，还可以智能挖掘和分析由阅

读、笔记、实验等产生的交互数据和内容数据，判

断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及时提供学习评价和学习

规划。 

（二）智能教材的定义

关于智能教材，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国

内部分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定义智慧化教材、智

能型数字教材系统等概念。例如，张家军等（2021）
认为智慧化教材是“以智能技术为支撑，促进学生

个性发展的教材”。张治等（2021）认为智能型数

字教材系统是“以数字教材和智能学习平台为支

撑，以提升教学效率和个性化为目的，集成智能终

端、数字化资源、教与学工具、学习社群、学习路

径规划、教学策略实现等的组合系统”。其它的

还有，智能教材是类似 iPad、电脑、移动设备的知

识探索工具（杨宗凯，2017），与云计算、无线技术

等结合的智能终端（桑新民等，2012），以及协助师

生开展智慧教学、智慧学习活动的智慧工具（朱景

达等，2018）。国外虽较早开展智能教材研究，但仍

没有明确界定智能教材的内涵。有研究者（Wang
et al., 2020）将智能教材概括为以电子格式呈现内

容，集成人工智能可操纵的知识扩展常规教材，增

强教材功能的自适应学习系统。还有研究者（Ritter
et al., 2019）认为，与其把智能教材当成一本书，不

如把它看作活动库，以及向学生提供学习活动的智

能推荐系统。本研究认为，智能教材是以深度交互、

学习画像和自适应为主要特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学习、评价和规划等服务的智能化数字教材。 

（三）智能教材发展历程

基于技术视角，智能教材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

智能链接为特征的初级阶段、以人机交互为特征

的中级阶段和以自适应为特征的高级阶段。 

1. 初级阶段：智能链接

20世纪 90年代，第一部数字教材诞生于美国

佛罗里达大学（William, 2011）。1996年，美国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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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梅隆大学开发了基于万维网创作和提供电子教

材的工具——互书（ Interbook） （Brusilovsky et  al.,
1998），开启了教材智能化进程。随着万维网和超

媒体技术的发展，在使用超文本和 Web系统开发

电子教材的过程中，作为基于维基百科的协作式电

子教材创作平台，维基百科全书（Wikibooks）使用

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创建教材概念与维基百科的智

能 链 接（ Bareiss  &  Osgood,  1993； O ’Shea  et  al.,
2011）。 

2. 中级阶段：人机交互

随着机器学习、人机交互与可视化技术的发

展，智能教材的交互性逐渐增强，重点体现在开展

交互式学习活动、智能问答和即时反馈的练习

测试。计算机科学圈（Computer  Science  Circles）
（Pritchard  &  Vasiga,  2013） 、 符 石 （ Runestone）
（Ericson  &  Miller,  2020） 、交互式计算机科学及

STEM课程（zyBooks） （Liberatore & Chapman, 2019）
以及开放式数据结构和算法教程（ OpenDSA）

（Shaffer et al., 2011）等面向计算机学科的智能教材

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同时，编程语言类课程本

身就基于计算机，智能教材的出现可以实现“做中

学” ，无需切换特定的集成开发环境。早在

2013年，国际计算机科学学会便预测，计算机学科

的纸质教材将被交互式教材所取代（Ericson, 2019）。
例如，符石以富文本形式呈现编程知识，嵌入交互

式练习、测试和智能化编程开发环境（Ericson &
Miller, 2020）。该环境不仅可以编译程序，还能可

视化变量的动态变化过程。为推广计算机学科的

智能教材，开放式数据结构和算法教程制作了大量

开源的交互式动画编程及练习，创新教材的组织和

表现形式（Mohammed et al., 2019）。在其他学科领

域，斯坦福大学研发的“探究生物学” （ Inquire
Biology）结合知识表示、问答技术、自然语言生成

技术，能够识别学生的高亮内容，自动生成与之相关

的问题，促进学生深度思考（Chaudhri et al., 2013）。 

3. 高级阶段：自适应

“定制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课程”是美国

电子教材开发的核心理念（孔令帅等，2020）。20
世纪 90年代，布鲁斯洛夫斯基等（Brusilovsky et al.,
1996）开发出最早的基于网络的智能导学系统——
ELM-ART（后被认为是一种智能交互综合教材），

利用学习测评数据推测学生的知识状态，这是学生

画像技术在智能教材领域的初步应用。后来，自适

应组件学生模型、领域模型、教学模型等技术的加

入，强化了智能教材的自适应性，可实现学习资源

的智能推荐和学习路径的智能规划。这一阶段，众

多典型的自适应教材创作平台涌现，如弹性书

（FlexBook） （Batterson  &  Nugent.,  2010） 、智能书

（SmartBook）  （Mcgraw-Hill, 2017）、教材自动创建

框架（BBookX） （Pursel et al., 2019）和爱阅读（iRead）
（Deligiannis et al., 2019）。2013年，智能书推出世

界上第一本自适应教材，为学生推荐合适的学习路

径，支持学习资源定制（Mcgraw-Hill, 2017）。2020
年，移动概念教科书系统（Mobile Fact and Concept
Textbook System，MoFaCTS）针对解剖生理学课程，

自动创建完形填空辅助学生学习，以对话系统的形

式自动反馈学生的提问，纠正学生概念性知识的错

误（Pavlik et al., 2020）。现阶段，智能教材研究集中

于开发与完善教材的自适应特征。融合自适应学

习技术的智能教材已成为数字教材的发展趋势。 

（四）典型创作平台

近年来，商业组织、非营利组织和高校开发了

许多代表性的智能教材创作平台。本研究以时间

为序进行梳理（见表一）。国外代表性智能教材平

台主要针对计算机编程、数学、科学、外语和阅读

学科，各平台普遍以领域知识库和构建学生模型为

起点，提供认知诊断、动态评估、个性化学习策略

推荐以及学习路径规划等智能学习服务。 

二、智能教材的自适应模型

智能教材的本质是智能导学系统，能够适应学

生的知识、行为和心理等多维度特征（Boulanger &
Kumar, 2019）。典型的智能导学系统包含领域模型、

学生模型、教学模型和自适应引擎四个核心组件

（Pelánek, 2017）。 

（一）领域模型

智能教材领域模型主要由知识、技能、问题及

其结构关系（先决关系、映射关系、层次关系等）组

成，是教材的本体内容。作为课程教学、知识评估、

干预优化的基础，领域模型的设计至关重要。智能

教材的领域模型既要符合课程标准，还要符合学习

资源推送的粒度要求（Sottilare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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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智能教材原型由学科领域专家预设知识

点间的结构关系，建立可视化的概念图和语义网络

（Eppler & Burkhard, 2004），使用自适应导航技术提

供知识点间的导航链接。但这种方法的可拓展性

较弱，难以适用大规模网络教育环境对领域知识的

开放式需求。目前，智能教材的领域建模研究开始

关注领域知识的自动表征和组织。采用的方法之

一是完全基于教材内容本身，如目录、知识点和文

本内容，进行关系提取。常用的有基于文本词袋

（bag-of-words）的方法、基于章节标题的方法和基

于潜在语义的方法。基于词袋的教材文本内容相

关性自动提取方法，通过计算文本中关键词出现的

频次比较学习内容间的相似性（Huang et al., 2016），
其局限在于无法表征和组织知识点间的语义关系。

粗粒度的基于章节标题的方法和细粒度的基于潜

在语义的方法能够解决知识的自动表征问题。基

于章节标题的方法将教材的章、节、块标题直接作

为知识点，但不支持深度知识的迁移，因为每篇文

 

表一    智能教材创作平台

平台名称
创立时间

（年）
面向学科 平台特点

互书（Interbook） 1996 不限
使用自适应导航和先决关系提取技术，将静态电子教材转换为自适应电子教

材，支持创建领域概念和结构化注释。

智能交互综合教材

（ELM-ART）
1996 编程

追踪学生知识轨迹，对编程问题的解决过程开展认知诊断，提供自适应导航、

个性化课程序列和编程案例。

维基百科全书（Wikibooks） 2003 不限
基于维基百科的协作式教材创作平台，支持自由创建、修改教材，对教材概念

提供维基百科链接。

互语（Interlingua） 2006 外语
按需提供使用者母语形式的阅读材料，自动识别教材中的术语，提取教材结

构，并在主体部分和子部分之间生成链接。

弹性书（FlexBook） 2008
数学、

科学

允许教师、学生和家长使用不同模块组件定制个性化教材，并适应学生学习

风格、地域、语言和技能水平。

计算机科学圈（Computer Science

Circles）
2010 Python

支持编辑、运行和调试代码，提供即时反馈，可视化个人和全体用户的学习进

度，教师通过邮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反馈。

符石（Runestone） 2011 编程、高等数学 组合交互式组件，如视频、代码编辑和运行、代码可视化，改善学习体验。

探究生物学（Inquire Biology） 2012 生物
智能教材的早期原型，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表示、知识推理和问答等技术

和人机交互设计方法，回答学生问题并生成参考答案。

交互式计算机科学及 STEM课程

（zyBooks）
2012 STEM、计算机科学

根据教材构建学习问题并提供即时反馈和解析，生成个性化且有难度梯度的

问题，使用交互式动画演示概念、公式。

开放式数据结构和算法教程

（OpenDSA）
2013 数据结构和算法

通过算法可视化和自动评估算法，反馈学生互动练习的结果和对概念的理解

程度。

智能书（SmartBook） 2013 阅读
以对话形式与学生交互，追踪学生行为表现和知识水平，创建最理想的学习

路径，突出关键内容并推荐外部学习材料。

教材自动创建框架

（BBookX）
2015 不限

提供教材创建框架，使用维基百科等教育资源，协作构建免费的开放式教材，

提供高质量开放资源库和个性化教材推荐。

爱阅读

（iRead）
2017 阅读

根据学生档案、阅读历史记录评估学生阅读技能水平，创建个性化学习内容

和交互活动。

阅读镜

（Reading Mirror）
2019 阅读

允许学生追踪个人的课程和测验进度，并通过镜像冰柱图可视化个人和集体

进度。

网际书（CyberBook） 2019 科学、数学
提供基于认知模型的认知导师支持，通过知识追踪预测学生的答题正确率，

动态控制练习的数量并有针对性地提供辅导材料。

移动概念教科书系统（Mobile Fact and

Concept Textbook System，MoFaCTS）
2020 解剖生理学

根据教材内容自动创建完形填空，针对错误回答自动生成反馈，并以对话系

统的形式纠正学生学习误区。

即时提示（LiveHint） 2020 数学 通过聊天机器人，以对话形式提出学习建议，减少学生失误。

转换教材（Intextbooks） 2020 不限
使用领域建模和自适应导航技术，可将 PDF格式的教材自动转换为交互式的

智能网页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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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只映射到对应章节。基于潜在语义的方法使用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

的主题建模（Blei et al., 2003）。LDA是完全无监督

的机器学习算法，依据一组潜在的主题开展聚类，

支持教材知识点语义关系的表示和组织（Guerra et
al., 2013）。相比于基于章节标题的方法，基于潜在

语义的方法支持深度知识迁移，即通过建立潜在语

义关系，不同文档的相同知识点能够产生关联，两

个或者多个学习活动（问题、测试、练习等）与一个

知识点（文档、页面）相联系。另一类方法是利用

知识图谱技术构建领域知识、技能和问题间的对

应关系，形成开放资源库，表征领域内容的复杂网

络结构关系。知识图谱本质为知识语义网络，由实

体、关系和知识构成。它结合学生模型，在多维语

义关联、知识导航、学习路径推荐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钟卓等，2020）。例如，泰等（Tay et al., 2018）使
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了数字教材知识点之间的连

接和层次关系，实现了知识信息的智能检索。拉赫

达里等（Rahdari et al., 2020）借助知识图谱连接维基

百科资源、学生学习数据以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

问题、章节和模块。李等（Li et al., 2019）提取了电

路数字教材中的知识结构关系，实现知识导航。

当前，已有一些智能教材支持知识点之间、知

识点与题目之间自动创建先决关系，允许查找每个

知识点（题目）的前序和后序知识点（题目）。例如，

互书（Interbook）使用先决关系提取等技术创建并

注释领域概念，将静态数字教材转变为自适应教材

（Brusilovsky et al., 1998）。互语（Interlingua）为不同

语言学生提供基于母语的学习材料，并自动识别教

材的内部术语，通过生成链接的方式组织教材知识

结构（Alpizar-Chacon & Sosnovsky, 2019）。类似自

动创建领域知识之间结构关系的研究还有不少，如

拉布托夫等（Labutov et al., 2017）使用半监督算法

自动识别数字教材中具有先决关系的知识点，帕萨

拉夸等（Passalacqua et al., 2019）将可视化网络图用

于数字教材先决关系的分析。此外，某些智能教材

开发平台支持创建有梯度的领域知识点，为每个知

识点提供丰富的媒体形式，交互式计算机科学及

STEM课程能够基于教材领域内容自动生成有梯

度的学习问题，并针对问题提供交互式动画演示教

材中的概念、公式（Liberatore, 2017）。 

（二）学生模型

学生模型是对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评估和

推断，包含依赖于领域模型或独立于领域模型的学

生信息（Shute & Towle, 2003）。前者对应学生的知

识状态，包括学生对知识点、规则和技能的掌握状

态；后者对应学生的认知状态，包括认知能力、工

作记忆容量、学习风格等个性化认知特征（Normadhi
et al., 2019）。 

1. 知识状态模型

学生知识状态指学生学习过程中形成的领域

知识或技能水平。需指出的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

知识掌握是动态的，不能使用教育测量的认知诊断

方法进行建模。知识追踪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基于

学生问题解决和问答数据推断学生的知识状态

（张暖等，2021）。黄等（Huang et al., 2016）基于隐马

尔可夫模型，以学生数字教材的阅读时间为观测变

量，以是否已经学习某个知识点为隐藏变量，对知

识状态模型进行训练、预测和更新。为了排除学

生注意力和动机的主观影响，该模型有严格的假设：

学生阅读教材的速度和知识状态掌握程度正相关。

但此假设在某些条件下并不成立。塔克尔等

（Thaker et al., 2018）在阅读圈（Reading Circle）应用

能融合任意学习者特征的知识追踪技术，解决阅读

行为数据存在噪音、个体阅读能力和动机差异对

结果干扰等问题。网际书（CyberBook）应用知识追

踪技术计算学生正确回答认知导师下一个形成性

评估问题的可能性（Matsuda & Shimmei, 2019）。还

有 研 究 基 于 成 绩 因 子 模 型（ performance  factor
analysis，PFA） （Thaker et al., 2019a），增补了学生阅

读机会和阅读速度两个因子，提高知识状态预测的

正确率（Thaker et al., 2019b）。 

2. 学习行为模型

学生学习行为建模指对学生与学习平台的交

互行为数据进行追踪、分析和评估。数字教材作

为新型数据采集平台，可以采集、存储、同步和共

享学生阅读数字教材的交互行为（如添加下划线、

高亮显示、备忘录、书签、前后翻页等）数据。部

分研究者将数字教材的阅读行为分为阅读时间、

阅读页数、添加标记、做笔记等显性学习行为，以

及反思、回看、课程预习等隐性学习行为，并使用

聚类算法分析学生阅读数字教材的多维度数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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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学生分组开展差异化教学（Yin et al., 2015; Yin &
Hwang.,  2018; Yin  et  al.,  2019a; Yin  et  al.,  2019b）。

还有研究者应用滞后序列分析挖掘数字教材阅读

行为转换关系，通过系列行为序列分析矩阵计算，

确定学生的行为模式和学习策略（Yin et al., 2017;
Yin & Hwang, 2018）。金等（Kim et al., 2020）发现

学生在数字教材上的高亮显示注释行为可以反映

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能力，这可用于指导数字教材的

个性化内容设计，即根据高亮显示的相似性将学生

分组，设计自适应规则，提供合适的学习内容。毛

利等（Mouri et al., 2019）使用非负矩阵分解算法发

现，学生理解水平与阅读数字教材的浏览行为模式

相关。大久保等（Okubo et al., 2017）收集学生数字

教材学习行为日志，借助知识图谱的状态转换图为

有辍学可能的学生提供学业预警。此外，学生在数

字教材交互环境和协作学习过程中的共享注释、社

会导航和同伴比较也受到研究者关注（Brusilovsky
et al., 2009; Barria-Pineda et al., 2019）。 

3. 心理特征模型

学生心理特征建模通过了解学生的认知、情

绪和个性等，解释学习行为，从更内隐的角度衡量

学生知识状态水平，是学生建模的新研究方向。

学生的认知特征包括学习风格、态度、动机、工

作记忆容量等，指学生使用归纳、推理等认知加工

技能和策略选择并获取知识时表现出来的特点

（Normadhi et al., 2019）。在智能教材开发技术中，

认知诊断技术结合认知科学和心理测量学，通过将

学生不易观察的认知能力转换为可观察的测试结

果数据，评估和诊断学习问题出现的源头及学生的

认知能力（Sottilare et al., 2016）。例如， 智能交互综

合教材结合了基于案例和规则的模型设计方法诊

断学生在编程学习环境中的认知变化，透视学生学

习编程的过程（Weber & Brusilovsky, 2016）。赖利

安等（Railean, 2010）设计了细分数字教材内容的讲

授式模型，诊断学生的认知结构。除了认知诊断技

术外，个性化推荐技术以学生档案数据（学习兴趣、

学习动机、学习偏好等）为中心，查找改善学习过

程最佳的学习路径，提供个性化学习材料和自适应

系统交互界面。例如，伦古等（Lungu et al., 2018）基
于学生对外语数字教材学习内容的偏好，推荐他们

感兴趣的外语词汇、新闻和博客。

心理学研究发现，学生的心理特征影响知识状

态和学习行为，对学习过程和结果会产生积极或消

极影响。目前，学生情感特征数据主要分三类：面

部表情图像、文本信息和生理信号（江波等，2018）。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同面部特征，代表困惑、投入、

沮丧等情绪。现有的面部特征编码系统能够识别

学生情绪，为情绪建模提供启发。林等（Lin et al.,
2017）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和基于 Kinect传感器的情

感传感技术检测学生面部表情和情感，增强学生与

数字教材的互动。文本分析技术、心理测量学和

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可用于分析数字教材中反映学

生情感的词语，测量学生阅读数字教材的生理和心

理指标，引领数字教材走向智能化。 

（三）教学模型

智能教材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模型，它

有两个设计目标。首先，在项目式教学、九段式教学、

协作式教学、讲授式教学等指导下的教学模型，能根

据学生模型的知识和技能特征，评估和诊断其与专家

构建的领域模型之间的差距，明确知识点问题产生的

源头，确定学生接下来需要学习的知识点（Boulanger &
Kumar, 2019）。同时，教学模型还能根据学生模型的

认知能力、学习风格和个性特征等档案数据，确定学

习资源呈现方式，即针对不同类别的学生，呈现不同

形式的学习对象。蔡等（Choi et al., 2011）借助学习通

用设计（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UDL）原理，设计

了典型的数字教材教学模型案例，将学生英语学习过

程分为知识理解和知识表达两类，每类学习活动包括

知识、技能、情感三个维度，修复了学生模型与领域

模型之间的差距，为不同类别的学生提供不同形式的

媒体资源。其次，按学生模型划分的不同知识状态、

学习行为和心理特征的学生，教学模型需要为每类学

生制定适合的教学规则、组织学习材料并提供不同

的教学策略和评价方法。舒特和托尔（Shute  &
Towle, 2003）在设计自适应学习平台设计时提到，不

同知识类型需要不同的教学和评估策略，比如对于陈

述性知识，采用直接的、说教式教学策略介绍定义和

公式法则，要求学生达到知道和了解的程度；对于程

序性知识，更多采用实验、练习策略以提高问题解决

的技能和方法，要求学生能够达到理解和应用的水平；

对于概念图式知识，采用类比或案例学习教学策略，

要求学生具备分析、评价和创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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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智能教材开发平台为教学模型的设计

提供了技术支撑。比如，开放式数据结构和算法教

程（OpenDSA）支持教师和研究者创建不同难度的

知识点模块，自动评估学生问题回答、记录完成练

习的时间和统计成绩数据，从而确定下一步学习的

知识点模块。穆罕默德等（Mohammed et al., 2019）
在程序教学法原则的指导下，借助开放式数据结构

和算法教程构建了面向计算机科学课程的数字教

材。爱阅读为不同阅读技能水平的学生制定不同

的自适应规则，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语言学习内容和

学习活动，包括词汇、语句和游戏。德利吉安尼斯

等（Deligiannis et al., 2019）基于爱阅读对学生档案

数据和阅读历史构建个性化交互式教材，便于教师

开展适合不同学生的教学。互语能够自动识别教

材的内部术语，在知识点之间生成链接，依据学生

档案数据以及学生与知识点的交互数据提供和学

生母语相关的阅读材料，帮助教师实现教学内容的

个性化设计（Alpizar-Chacon & Sosnovsky, 2019）。
学生建模技术常被用来支持教学模型设计，常

用的有贝叶斯知识追踪技术（Mislevy et al., 2013）
和响应式教学的学生建模方法（ student  modeling
approach  for  responsive  tutoring， SMART） （ Shute,
1995）。后者已被用于教学系统设计，通过将低难

度的知识分为基本知识、程序性知识、概念图式知

识，开展教学、评估和纠正，一方面适应学生的知

识和技能，另一方面适应学生的认知能力、学习风

格、工作记忆容量等个性特征。目前这两类技术

已成功应用于智能导学系统。智能教材的本质是

智能导学系统，这两类技术在智能教材中的应用也

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更加自动化的领域建模技术是智能

教材领域建模亟待突破的关键技术之一。同时，基

于多模态学习数据，构建能够反映知识—情感—认

知等全维度特征的学生模型，是智能教材中学生建

模的未来发展趋势。已有大量研究关注领域模型

和学生模型，但教学模型研究相对较少。此外，自

动评估、关键术语识别以及个性化推荐等侧重于

数据驱动的机器智能，提供答疑、讨论、策略启发、

支架引导、情感和动机识别等基于教学理论和方

法的提示信息则是教师擅长的人类智能。如何结

合机器和教师的优点，探索人机协同教学，对教学

模型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三、应用与评估

随着智能教材的应用，国内外研究者已开展相

关实证研究，评估智能教材的教学效果。智能教材

丰富了学生的阅读和学习体验。例如，阅读镜提升

了学生学习的专注度和阅读教材的参与度（Barria-
Pineda et al., 2019）， 教材自动创建框架的智能推荐

引擎辅助学习者进一步掌握学科相关的主题和概

念（Pursel et al., 2019）。面向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智

能教材蕴含巨大潜力。例如，符石提高了学生编程

的质量和效率（Ericson,  2019），其交互组件有助

于学生掌握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学科概念（Miller &
Ranum, 2012）。面向教师设计的智能教材，丰富了

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信心（Ericson, 2019）。此外，

智能教材普遍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例如，探究

生物学显著提高了学生家庭作业及课后测验的成

绩（Chaudhri et al., 2013），智能交互综合教材显著

提高了编程基础薄弱者的成绩（Weber & Brusilovsky,
2001）。相比于静态的编程教材，智能教材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动机及学习效果（Pollari-Malmi et  al.,
2017）。但是，并非所有智能教材的应用都能取得

预期的效果。例如，基于 PASTEL组件的数学智能

教材，未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影响，具体

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Matsuda & Shimmei, 2019）。
目前，绝大部分学生对智能教材评价较高，预

示着智能教材应用前景广阔。调查表明，师生对智

能教材有较高的主观满意度（Weber & Brusilovsky,
2001）。尽管静态 PDF格式的教材与智能教材的

文本内容几乎相同，但具有自主选择权的学生更偏

向智能教材（Pollari-Malmi et al., 2017）。在针对混

合智能教材 Tobbits开展的调查中，半数以上的被

调查者认可该教材的实用性，部分使用者还自发推

广该教材（Feng et al., 2019）。此外，大部分学生认

为，相比传统纸质教材，智能教材有更强的趣味性

和有用性（Pursel et al., 2019）。 

四、智能教材的核心特征

本研究认为，智能教材是以深度交互、学习画

像和自适应为主要特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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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规划等学习服务的智能化数字教材。在交

互性方面，现有数字教材仅提供笔记、标注、答题、

播放等弱交互功能，智能教材能提供智能答疑、协

作学习、即时反馈、实践操作（如虚拟仿真实验和

编程实践）等深度交互功能。在学生画像方面，现

有数字教材仅能实现对学生作业和测试的评价，而

智能教材可以采集和分析学生与教材交互产生的

细粒度学习行为数据（如阅读、练习、操作等），利

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学习画像。在自适应方面，现

有数字教材因缺少学生画像而无法实现自适应学

习，智能教材可基于学习画像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

如个性化学习资源推荐和学习路径规划。对于智

能教材，深度交互、学习画像、自适应缺一不可。

深度交互是建立学生精准学习画像的前提，学习画

像又是自适应的必备条件。智能教材提供的深度

交互功能可产生大量能够反映学生真实学习状态

的学习过程数据，通过自动采集、深度挖掘和精准

分析此类数据，支撑算法模型识别学生对教材内容

的理解水平和知识水平，构建符合学生最近发展区

的学习支架（Boulanger & Kumar, 2019），推荐符合

学生认知特征和能力水平的学习资源。 

（一）深度交互

智能教材的深度交互主要体现在智能问答、

即时反馈的互动练习以及集成虚拟实验环境等方

面。首先，根据预训练自然语言知识库、学科知识

库和教材内容（Gunning et al., 2011），通过理解、综

合和推理，结合知识表示、问答技术和自然语言生

成技术，智能教材能在特定范围回答学生的问题并

生成推荐的问题供学生选择（Chaudhri et al., 2013）。
其次，智能教材提供即时反馈的互动练习。例如，

面向计算机与编程学科开发的智能教材可供直接

运行、编辑和修改代码（Ericson, 2019）。智能教材

还可以利用自动化评分技术对代码进行评分并提

出修改建议，大大节省教师的工作量。结合具体学

科需求，智能教材集成虚拟仿真实验环境和虚拟学

具，支持学生随时随地开展科学实验等探究活动。

例如，化学教材中可直接嵌入大量不便于实体操作

的化学实验，并结合情景化技术，在教材中构建虚

拟仿真实验系统。最后，智能教材可记录学生与教

材的所有交互数据，分析学生的高亮、画线、注释、

笔记等操作，自动提取其中蕴含的知识本体或概念，

判断学生知识掌握水平，推荐相应学习支架或辅助

学习资源。此外，智能教材也能够基于学生的注释

和翻页行为，不断完善教材（Boulanger  & Kumar,
2019），如基于频繁出现的翻页模式，构建不同页面

的直接联系，为学生提供自动翻页服务。 

（二）学习画像

智能教材借助学习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

根据学生细粒度的学习交互数据，生成学生的知识、

行为、情感和认知等维度的学习画像（Boulanger &
Kumar, 2019）。例如，智能教材可动态可视化个人

的阅读进度，并与他人对比，把握学生的教材使用

情况（Barria-Pineda et al., 2019）。随着教材交互数

据、笔记数据、测试数据的积累和分析，智能教材

能够判断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预测学生的学习结

果，并根据预测结果推荐学习资源。它也可通过分

析教材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细粒度操作数据，构建学

生情感特征和行为特征的评估模型（Normadhi et
al., 2019），以解读学习表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同

时，智能教材可根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兴趣、情

绪和态度的改变，判断不良的学习态度、倾向和行

为，并发出预警。现阶段学生的学习画像基于教室

场景或在线场景，信息采集不太全面，智能教材可

突破学习场景的界限，贯穿学习全过程，能积累多

场景、多维度、多模态、高质量、细粒度的学习过

程数据，生成更全面、客观、有深度的学习画像。 

（三）自适应

自适应是智能教材的核心特征，也是区别于传

统数字教材的主要功能。基于深度交互产生的数

据、学习画像生成的学生特征，智能教材可推荐个

性化学习资源和规划学习路径。智能教材可根据

学习画像，将学习内容、学习支架、学习资源以符

合学生自身知识、情感和认知特点的形式呈现。

在学习过程中，智能教材可根据学生的阅读行为判

断学生对当前内容的理解水平，智能推荐学习支架，

提供学习规划。例如，智能教材可收集学生在每个

页面的回看行为，记录每人的回跳页面，再基于知

识图谱建立内容之间的关联。当其他学生阅读该

页面时，智能教材可通过自动化即时提问的方式促

进其对学习内容的反思，或提供自动化翻页提示等

服务。在学习结束后，智能教材可分析学生的学习

日志，结合学生画像，生成个性化学习评价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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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外部学习资源。智能教

材还可根据学生偏好、学习风格以及期望的学习

结果，构建个性化教材知识库。 

五、结论与讨论

从电子教材到智能教材的转化，不仅体现了教

材形态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的新发展，也为电子教材

和智能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现阶段智能教材开发

和应用有待破解以下困境： 

（一）接受度不高

以电子书包、电子教材为主的电子学习资源

已进入课堂。但无论是电子书包还是电子教材，在

试验或应用的过程中都面临很多争议和问题（蒋建

梅，2015; 童慧等，2016），主要集中在以视力下降为

代表的健康问题，以网络成瘾为代表的心理问题，

以推广成本、版权保护为代表的社会问题（Alpizar-
Chacon & Sosnovsky, 2019），以及大众对电子学习

资源能否有效提高学习的疑虑等。这些问题都可

能阻碍智能教材的应用与发展。 

（二）开发难度大

除了由教育主管部门开发教材，教师或其他研

究者也可以自主开发教材。但无论开发主体是谁，

智能教材创建面临的最核心困难是教材知识组件

的提取、解题路径的设置、教学支架的设计以及知

识图谱的构建。虽然有研究者设计开发了自动概

念提取技术（Thaker et al., 2019a），但还未得到足够

的理论验证和实践经验支持。因此，目前这一过程

主要依靠课程设计者或课程专家手动构建，效率较

低，严重阻碍了智能教材的大规模开发和推广

（Alpizar-Chacon et al., 2020）。 

（三）缺乏政策保障及统一的规范标准

智能教材的开发依赖高校和商业组织的合作，

应用实践也多以教材开发者自发或小规模试验为

主，政府尚未出台支持政策。开发平台之间缺乏统

一的数据标准和开发规范，也是一大问题。 

（四）技术阻碍

目前智能教材的设计与开发依赖自适应学习

技术，领域模型面临模型的迁移能力和泛化能力两

大挑战（李晶晶等，2021）。由于认知诊断、情感计

算、场景感知等技术的发展相对缓慢，学生模型的

构建缺少有力的技术支持（黄涛等，2020），对学生

情感支持的研究也有待加强（董晓辉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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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f Intelligent Textbooks

JIANG Bo1， DU Ying1 & GU Meijun2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Digital Education Equi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Yiwu Chouzhou Middle School, Jinhua 322000, China）

Abstract: Intelligent textbooks are a desirable form of digital textbooks. In terms of defini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lligent  textbooks  and  digital  textbooks, e-
Schoolbag, and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then sorts out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textbook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we  point  out  three  stages: the  primary  stage  characterized  by  intelligent  linking, the
intermediate stage characterized by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the advanced stage characterized
by  self-adaptation, then  classify  the  typical  foreign  platforms  of  intelligent  textbooks.  In  terms  of  key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adaptive modeling technolog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 domain
model, student  model, and  instruction  model, and  concludes  the  automatic  domain  modeling, full-
dimensional  student  model,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instruction  model  are  the  trends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In  terms of  assessments, multiple  positive  effects  of  intelligent  textbooks on learning
have  been  reported.  Finally,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textbooks,
including  deep  interaction, learning  portrait, and  self-adaptation,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intelligent  textbooks, and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from  the  acceptance  of  intelligent  textbooks,
resources,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echnology.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policy formulation, compilation, and school selection of intelligent textbook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 intelligent textbooks；digital textbooks；personalized learning；self-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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