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b3.0 时代“互联网+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翟雪松1　 易龙珠1　 王会军2　 章　欣1　 钱佳钰1　 董　艳1,3　 李　艳1

（1.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2.  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浙江杭州 310058；
3.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科技、教育、人才统筹部署，集中表达了科技对教育发展的支撑作用，以及

教育优先发展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围绕新一代互联网革命浪潮，教育系统在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育上将迎来巨大发展机遇。本研究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引，结合 Web3.0 时代

的网络技术架构和应用特征，分析未来“互联网+教育”赋能高质量个性化教学、教育公平、五育并举等重大

教育战略的机遇和路径，从教育场域的语义规则、以人为本的评价改革和教育数字藏品的规范引导等方面指

出“互联网+教育”将面临的挑战，并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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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教育充分利用教育数字化转型契

机，精准实施了一系列“互联网+教育”方案。

Web1.0时代是 Web的“可读”阶段，教育资源以

集中发布和获取为主，解决了数字资源不足的问题，

推动了依托互联网课程传递等教育模式的发展（翟

雪松等，2020）。Web1.0促进了知识的单向传播，但

这种传播方式缺少交互，限制了知识的双向反馈，迫

切需要互联网走向“可写”的Web2.0时代。Web2.0
允许师生创建、共享和修改内容，鼓励协作和发挥

集体智慧，满足师生的交互需求，促进了教育各层

面信息的互融互通。“互联网+教育”深入改变了

教育的理念、文化和生态（教育部，2018）。随着

“互联网+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师生数字应用

能力不断提升，但如何根据学习者需求自动匹配数

字资源成为“互联网+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

语义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信息潜在意义的挖掘

和个性化推送，推动了以语义计算为特征的Web3.0
时代的到来。语义技术使机器学会理解信息的含

义，提供的交互方式和内容更加个性化。这一新型

的互联网形态将数字所有权和控制权还给用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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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影响互联网+教育的实践，为解决教育

公平、数字产权、知识创造等难题提供技术保障。

米兰达等（Miranda et al.，2017）认为 Web3.0在未来

互联网教育中拥有巨大潜力。具有语义理解特征

的互联网不仅能对个性化学习环境赋权，更能通过

丰富多元的社交互动增进学习者的体验感和获得

感。本研究通过梳理现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Web3.0环境下“互联网+教育”的应用特征，深入

思考 Web3.0时代“互联网+教育”发展机遇与挑

战，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教育发展建议。

 二、研究背景

 （一）Web3.0 的定义和技术架构

第一代和第二代互联网虽然提供了强大的资

源库和交互手段，但其本身在解释和理解信息、抽

取价值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Web3.0也称语义网

（Semantic Web），是第三代互联网形态。它以语义

技术为核心，强调协同使用机器学习、大数据、自

然语言、去中心化账本等技术为语义支撑，通过数

据格式的洗涤和归一，实现机器之间有意义的数据

交换，以类人的智能方式处理信息。根据蒂姆•伯
纳斯•李等（Berners-Lee et al.，2001）提出的语义网

体系结构，Web3.0技术架构可以分为七层（见图 1），
各层的语义能力自下而上逐渐增强。第一层是基

础层，主要通过统一资源标识符约定各类媒体资源

的标识准则。教学视频、学生作品等都可以用统

一资源标识符进行编码并给予标识。第二层和第

三层分别是语法层和交换层，主要用于将资源结构

化，其中可拓展标记语言（XML）将教学资源按其

表征形式、数据结构等属性进行分离，并通过资源

描述框架对以上属性分别进行标准化的语义描述。

第四层是查询层，目的是提高语义的推理能力，通

过资源描述框架标准（RDF Schema，RDFS）聚类特

定领域的词汇，使语义分析更轻量化。顶端的三层

包括逻辑层、证明层和信任层。逻辑层通过制定

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优化推理机制，并依靠证明

层和信任层对整个语义网进行加密和保护。

 （二）Web3.0 的应用特征

首先，Web3.0强调以社交媒体为平台的组织

形式价值。互联网本质上是以计算机为介质建立

的认知、交流和合作系统。基于社交媒体的语义

网解决方案在技术上更容易实现“轻量化”，形成

一种新型的智能共生体，因而以社交媒体为中心的

学习方式是Web3.0的突出特征（Martins et al.，2020）。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传统的知识传递模式不

同，社交媒体很大一部分活动属于探索性的，因此

知识寻求方式具有偶发性、比对性和可视化

（Atzori et al.，2020）；二是社交媒体尽管尚未在教育

中普及应用，但作为数字原著民的新一代学生越来

越偏向在社交媒体分享文本、图片和视频等。这

些信息通常关联度较强，带有元数据标注。具有标

注的元数据可使得语义网络绘制的活动、环境、参

与群体等学习情景更具立体感，应用这些标注进行

推理，可以重建清晰准确的教学活动模型（Riboni &
Murtas，2019）。

其次，基于跨媒体异构数据的知识检索。

Web3.0提倡的构建跨媒体运行模式，包括两个内

涵：一是信息能够在不同终端设备无缝串联和修改，

形成渗透式网络架构（pervasive Web）（Gupta et al.，
2022）。随着教育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发展，师生会

越来越多地处理大量异构来源信息。各种移动终

端、传感器、云服务和定位服务交互时都会留下数

字痕迹。伴随着这些数据的维度和复杂性的增加，

创新数据分析方法成为 Web3.0环境下的重要研究

方向。二是媒体表征的信息能高效转换。当前，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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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eb3.0 的语义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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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虽然提供了便捷的文本搜索语义网络，但未来

学习者可能需要更丰富的媒体形式，如利用声音或

视频找出相关特征的信息源。Web3.0下的搜索引

擎能将多媒体作为输入/输出对象，满足学习者对

多态信息的检索需求，也极大契合了未来数字教材

的富媒体呈现（Silva et al.，2008）。
最后，Web3.0社交媒体表征形式主要以 3D或

全息方式呈现为主。这样一方面有助于过程性数

据留痕。学习者在 3D场景中不仅可以浏览信息，

更可以参与角色扮演、建模、协作创造等活动。甚

至在离线状态时，他们的虚拟镜像体依然可能活跃

在互联网上（翟雪松等，2022）。另一方面，3D带来

丰富的媒体维度设计会加强师生对网络信息的系

统把握。由于带宽和传输速率的不断提升，Web3.0
网络形态将在Web2.0技术上叠加可伸缩矢量图形，

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对数据资源的形态进行

个性化调整，方便观察细节，把握宏观网络。相比

传统文本视频资源，3D Wiki、IMVU、Active Worlds
和 Red Light Centre等资源广泛受到师生的偏爱。

 （三）Web3.0 适用教育的国内外文献回顾

Web3.0的技术发展目前尚不成熟，教育应用

也有限。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探索 Web3.0与

教育的关系：一是从经典理论角度解读 Web3.0促

进教育发展的价值；二是以 Web3.0技术发展为轨

迹，从质性角度预判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政策。

现有研究主要借助七个经典理论解释 Web3.0
促进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价值，这些理论可以归纳为

资源多样性、人机交互性和“观察-模仿”学习模

式三个方面。1）强调多样性刺激的理论，包括联通

主义理论、现代行为理论和认知资源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sources）。这些理论从不同层面强调多

元化刺激和反馈机制帮助学习者作出合理决策方

面的价值。现有互联网虽然有海量内容，但在通过

信息匹配满足学习者个人偏好时缺乏智能语义的

优化推荐。学习者可以从中得到“精准”的信息，

但会失去对相关知识体系内容的逻辑构建，进而容

易受限于“信息茧房”（سيورد et al.，2018）。2）强
调交互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交互沟通理论和历

史文化理论，都将社会成员的互动作为提高学习成

效的重要基础。Web 2.0的互动功能得到极大发展，

但仍然停留在信息交换层面。越来越多的学习者

期望在互联网中享受情感交换带来的温度感（翟雪

松等，2022）。Web3.0促进数字虚拟人的语义模拟

与在线学习者形成情感和价值观的碰撞，并利用元

宇宙平台实现漫游、协作等超越 2.0的交互方式。

3）强调学习是从观察到模仿的过程。如班杜拉的

社会学习理论从静、动两个层面解释了学习者为

什么将观察作为知识输入，并在模仿中不断输出知

识。现有的互联网教学模式虽然提供了观察的窗

口，但在模仿上缺乏大规模基于人机交互的仿真客

户端。要实现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和

学习型大国，就必须借助 3D交互和云计算服务使

交互轻量化，实现从教学实验走向教学实践。

Web3.0技术虽然尚未充分融入教育教学，但

国内外专家和政府机构已开始制定相关政策，实施

调研，强化技术储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

过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的意见》，突出强调建立数据产权制度的重要性

（张晓，2022）。Web3.0时代会突出网络数据的价

值，并能将数据转化成资产回流到数据生产者手中。

我国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从教育信息化转型

到教育数字化，提前打造教育数字基座，开展数据

驱动的教育教学和管理，以便满足多元数字化教育

需求。霍班等（Horban et al.，2022）对乌克兰基辅国

立文化艺术大学的调研发现，高校师生的信息沟通

分四个层面：具体信息的沟通、社会伦理范畴的沟

通、意识形态的沟通、批判性沟通。它们虽然都属

于沟通范畴，但程度不同，迫切需要 Web3.0技术赋

能不同的语义支撑体系。该研究还发现高等教育

不同学段学习者对Web3.0技术应用需求存在差异，

映射了 Web3.0的技术应用与学习动机和目标存在

较大关联。巴希尔等（Bashir et al，2020）综述语义

网络在远程教育领域研究发现，语义网络具有四种

潜在的支持在线学习的用途：为专业知识提供准确

的语义分割、准确对师生的问答数据提供语义分

析、能够对师生进行客观评价，以及结合课程内容

和语义标注开发自动反馈学习系统。

 三、Web3.0 时代下“互联网+
教育”的机遇

 （一）利用 Web3.0 赋能高质量个性化教育

Web3.0时代的互联网可利用语义网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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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有效针对不同群体收集、整理和推荐可用的

网络学习资源。当前，语义算法在诸多领域发挥了

重要作用，如谷歌根据用户的位置调整搜索结果，

国内诸多大型电子商务公司根据在线消费行为对

不同用户进行个性化推送。教育系统仍然停留在

Web2.0，甚至 Web1.0时代。大多数教学系统和资

源平台没有主动提供个性化推荐功能模块，学习者

面对千篇一律的应用界面；教学管理系统尚未提供

个性化数据匹配功能，信息重复填报等现象依然存

在，与 Web3.0时代“服务于人民”的互联网发展

理念和趋势相悖。这些问题促使教育研究者深入

思考Web3.0赋能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主要策略。

首先，在 Web3.0时代，语义算法成为充分挖掘

在线学习者最近发展区的重要手段。当前，在线学

习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无法高效地寻求最匹配的

数字学习资源，为此一要关照学生的先前知识和能

力，在初始阶段能准确定位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二

要锚定学生的后端学术和职业发展需求，根据学生

需求的逻辑框架调整最近发展区。

其次，Web3.0特别强调用户的情感计算度。

Web1.0和 2.0时代，机器只能学习程序，没有充分

考虑用户在线学习的情绪与情感（Bhattacharya &
Pal，2020）。除了文本，机器也要充分挖掘肢体姿

态、微表情、声纹等生理参数，进行多模态协同分

析。当前，虚拟数字人技术结合了语义算法和计算

机视觉两大优势，能在知识输出的同时，关注更多

的情感互动与交流。在此背景下，虚拟数字教师对

在线学习者共情能力发展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王雪

等，2022）。
再次，充分公开智能算法规则，让师生有算法

选择权利。Web3.0技术的重要特点是基于编程接

口开发、共享和配置应用程序，并分析和解释数据

的内置算法。在 Web2.0网络环境下，学习者只能

被动接收算法推荐，但不清楚算法逻辑和规则。

在Web3.0时代，编程接口更加开放，算法更公开透

明，能提供丰富的算法模块供师生选择，如谷歌公

司正在改进面向教育环境 Web3.0网络应用程序

（Chauhan，2016）。
最后，利用众包技术，学习者可以在网络学习

过程中对数据无感知标注，实现自我服务。“互联

网+教育”发展的难点是缺少大规模、可靠的标注

数据。一些大型人工智能公司，如谷歌等采用众包

技术让用户在登录验证等模块为图像作标注，为其

研究自动驾驶技术沉淀了大量、可靠的标注数据。

研究者也发现在线学习中师生丢失了太多参与信

息标注的机会，导致语义计算阶段缺乏数据源。充

分利用众包技术，让大规模在线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进行标注，并为未来的算法模拟提供自我服务是

值得探究的方向（Wu et al，2020）。
 （二）利用Web3.0 优化交互体验，促进教育公平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为此国家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

教育公平，强调建构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新华社，2021）。近年来，教育数字化转型

为教育公平提供了关键的数字基座与发展路径，

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

量。同步课堂、双师模式等探索是我国大力建设

城乡教育共同体的宝贵经验。Web3.0的到来，将

进一步迭代和优化互联网教学模式和技术，为教

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方面，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利用 Web3.0技术

环境为特殊需求群体建立语义体系。现有的万维

网络语义架构提供了资源描述框架和查询规则，这

些协议设立的基本规范和原则是基于使用者一定

技术能力的。然而，很多社会群体受制于数字素养

等原因缺互联网学习能力。Web3.0环境提供了重

要的变形数据源，其目标是在交互式工作空间中以

用户为中心的方式链接数据，在没有设立资源描述

框架情况下，用户也能通过简单方式，如手绘等创

建自己的入口点，从而借此查询关联信息，并根据

需求进行可视化分析（Desolda，2020）。
另一方面，教育高质量发展要为学习者建立公

平的交互平台。现有网络课程模式虽然在很大程

度上利用了优质课程资源，但是乡村学习者只能被

动地观看视频，即使远程的提问互动，也难以激发

乡村师生的交互热情，甚至乡村学生看到城市学校

优越的环境后，容易引发自卑。结合去中心化的社

交网络和镜像主体的多元互动，教育元宇宙学习空

间能有效地解决传统互联网知识学习过程中的交

互性不足、情感隔离问题，为城乡教育共同体提供

统一的虚拟校园，城乡师生的虚拟镜像体能出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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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教室和实验场所。同时，元宇宙为这一知识的

交互过程提供了适切的可编辑平台，能为乡村本土

知识开发提供轻量化、共创性技术支持，为城乡知

识互构提供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这在共同富裕

背景下，具有赋能义务教育公平发展的巨大意义。

 （三）利用 Web3.0 构建“五育并举”的数字人

文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

国民整体素质，从本质上强化“五育并举”“双减”

等国家教育战略政策，要将人才培养从机械重复性

学习中解放出来，释放学习者的“天性”，培育具

有独立人格魅力的创新型人才。

首先，从理论上看，Web3.0致力于建构可持续

发展环境和数字人文理念。以 Web3.0为特征的新

一代互联网形态将从二维走向三维，这种形态的变

化不仅让学习者从参与者的角度进入交互平台，更

重要的是，新一代互联网将更多人文设计元素融入

用户素养（Anakona et al.，2019），如在建筑学网站中，

启发学习者如何利用有限的材料建造虚拟房子；在

医学网站中让学生观察病理发生机制，反思环境保

护的意义。可见，Web3.0鼓励未来的网络形态融

入多元文化，形成极具数字人文的虚拟环境（Hrichi，
2021）。

其次，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体形式，能提升用户

的媒体审美素养。教学系统不仅是功能+资源的组

合，更要通过图像可视化、思维导图，甚至是自适

应表征提升学习者的美学鉴赏能力（Meichen，2020）。
为了强化学习者的美学能力，未来互联网形态将开

放为可编辑化模式，形成更包容的环境。由于

Web3.0能够聚合来自多个来源的信息，容易处理

多模态数据，且智能支持离线使用或下载数据，使

得在低带宽条件下富媒体的表征不会影响学习者

的用户体验（Ilo et al.，2021）。
最后，Web3.0的分布式计算将极大提升学习

者的知识转化能力。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教育领

域的知识产权范围更广，包括公开的文字知识，也

包括如教师授课内容、师生协作产生的作品等，因

此更需要在国家层面创造更轻量化的数字知识产

权认证体系。随着区块链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推进，

Web3.0将建立一套新的数字版权体系，从而帮助

网络学习者将其知识产权作为数字产品进行转化

和优化。近年来，国际诸多科技型企业都在通过网

络众筹等形式募集资金和合作者，为数字藏品提供

技术依托。当这些数字知识资产的所有权作为商

品流转时，创作者因为作品的价值而获得了激励，

更好的作品自然不断涌现，一种新的收益分配模式

因此逐渐形成，而这种“确权和激励”也会激发更

多教育创新、知识创造，一种全新的数字原生作品

创作生态将会形成。

 四、Web3.0 教育应用的挑战与反思

 （一）需求引领，探索面向教育场域的语义算法

规则

现有语义规则主要以国际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标准为依据，这必然导致语

义规则普适性较高，但缺乏专业化驱动方案。一方

面，国内外尚未完全建立针对教育场域的 Web 3.0
战略布局、技术总体规划与监管体系。教学语义

网络基于深度神经网络设计的个性化学习资源推

荐需要以大量多维数据为基座，建设成本较高。当

前，教育数据采集的规范和标准不够清晰准确，数

据挖掘粗糙、应用效果不佳、数据意识落后，且在

非正式场所产生的数据难以溯源，甚至出现人为操

纵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是网络安全的主要问

题（Nath，2022）。菲拉特等（Firat et al.，2021）呼吁

在Web3.0时代，教育者要有教育数据挖掘意识，掌

握教育场景数据分析规律。

另一方面，教育领域有待建立以能力发展为中

心的知识图谱重构方案。教育成效很大程度上依

赖教育者对知识图谱的认知。Web2.0静态网络形

态向 Web3.0语义网演变过程，本质上是从面向信

息的范式转向面向能力的范式，这对远程教育发展

意义重大（Atzori et al.，2021）。现有的互联网知识

图谱大多仍以传统的课程体系为基础，忽略了以人

的成长需求为标准。随着学科交叉越来越频繁，同

一个知识概念，如“人工智能”可能同时在计算机、

统计学、生物工程、教育等学科出现，既包括统计

学的基本算法理论，也包括教育学等学科应用模式，

以及基于神经科学向深度神经网络迈进。建立以

人为本的能力发展目标首先需要重构现有的知识

图谱，灵活抽取各学科的元信息并按照学习者的能

力发展和现实需求进行自适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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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人为本，在新一代互联网环境下变革教

育评价

近年来我国大力引进以智能算法为方法论的

教育评价理念和手段。然而，现有教育评价方式尚

未确立语义算法地位，评价方式和标准依然以统一

规范为基础，Web2.0时代的语义计算大多局限在

自动判卷维度，对于评价方式模型缺少理论分析。

例如，基于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IRT）
的评价以获取学习者最近发展区为目标，这与目前

的教育评价主流方式存在差异。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

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完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逐步转变简单的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

式，这与国家确立人才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潜能高度

契合。在 Web3.0时代，探索教育场域的语义标准

和规则，是落实师生成长为中心的教育评价改革的

重要方式和手段。这要求从顶层设计出发，利用

Web3.0的语义技术，建立以人才成长为中心的分

类评价模式（王敏芝，2021）。
同时，教育评价要坚持辩证的数据思维。很多

教育者容易从描述性数据中得出单一维度的评价，

缺少从辩证视角发现和诊断问题（Mampadi，2011）。
影响教学评价的因素极其复杂，其本身也充斥了各

种辩证思想。现有研究忽略了从辩证视角获取情

境信息并分析其内在逻辑关系，无法体现教育评价

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例如，对通过语义算法获得学

习者感兴趣的学习方式和内容，若不进行辩证反思，

教师或教育管理者极有可能依据算法的评价结论

为学习者“定制”培养方案，使学习者受困于“信

息茧房”。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使制定的方

案和推荐的资源，既满足学习者即时的个性化需求，

又能促进个体长远的多元化发展，这需要基于辩证

思维优化算法设计，也需要考虑语义规则是否会阻

碍学生主动学习能力的发展和自主选择权等。在

Web3.0时代，除了依赖算法，学生个体也应加强自

身数字素养能力建设，锻炼处理、鉴别、利用信息

的能力。

 （三）扩大公平，加快教育数字藏品的规范引导

将教育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充分体现了国家要

解决的根本教育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

教育需求和相对匮乏的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近

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互联网在促进教育资源共享、

协同教育管理科学化等教育公平问题上的作用。

在Web3.0时代，分布式计算可以增加数据可用性，

更好地保护数字版权，实现教育数字藏品（Non-
Fungible Token，NFT）的数字化发行、购买、收藏和

使用。在教育领域，数字藏品作为互联网教育的新

事物，可以是数字化的内容创作，也可以是不断修

正 的 学 术 观 点 ， 亟 需 得 到 关 注（Schrader-Rank，
2021）。有学者将数字藏品定义为“物权的占有和

使用”，认为其具有类似专利的控制权，可以体现

知识的交易或交换价值（Pfeiffer et al.，2022）。例如，

数字藏品收藏形式可分为公开或非公开两种。前

者在获得作者的认可后可以公开展示，后者属于私

人展览，只有那些被收藏者认为能够理解藏品价值

的人才能观看藏品。在教育领域，为了促进知识流

动，公开的数字藏品往往更被认可。我国教育政策

制定者亟需对数字藏品的公开和展览权限作出合

理的规范，既保护收藏者的合理利益，也要促进数

字化知识共享机制的建立。

有学者认为数字藏品的目的不在于强调“知

识”的产权和使用权，而在于收集和整理一类藏品，

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和系统性。从这个角度上说，数

字 藏 品 更 体 现 了 收 藏 者 的 战 略 性 付 出（Ruiz
Mendoza，& González García，2022）。数字藏品的消

费属性体现在差异性上。对待教育数字藏品最重

要的观念是将物品从原有功能解放出来，以便与学

习者建立联系，教师或学生可以以收藏家的角色展

示藏品。这种普遍的收藏需求已渗透到实物中。

因此，教育政策制定者需利用数字藏品的特点，通

过师生收藏数字藏品的过程建立知识共享圈层。

 五、结语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体现了党和国家一贯高度

重视教育发展这一战略“先手棋”。Web3.0是渐

行渐近的下一代互联网形态，金融、管理等领域已

在积极探索。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基础工程。教育作为先导性、基础性工程，应积

极布局、多方权衡，探索数字化时代的可能和风险，

从技术变迁的视角思考未来“互联网+教育”的发

展。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 Web3.0网络生态推

动个性化教育的发展，挖掘信息的语义表达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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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建立跨媒体异构数据的知识检索；利用元宇

宙等推动教育公平，为学生打造跨区域公平的学习

平台，收集学生在虚拟环境中的创造、交互等数据

并加以分析，保护数字内容所有权，并将其资产化

从而促进知识创造，建设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发

展更有温度的教育，利用 Web3.0技术优势关注学

生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关注特殊人群的教育需求，

充分利用虚拟环境、3D环境等资源，为学生美、体、

劳等方面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Web3.0时代给教

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仍面临基础设施不完善、

管理制度欠缺等问题。教育者应抓住 Web3.0时代

互联网发展机遇，探索可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案例，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入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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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Web3.0

ZHAI Xuesong1， YI Longzhu1， WANG Huijun2， ZHANG Xin1， QIAN Jiayu1，
DONG Yan1,3 & LI Yan1

（1.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8, China；2. Education
Technology Cente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58, China；

3. Colleg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Centering  on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the country's top innovative talents,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tegra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talents  in  a  unified  sector.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the  education  sector  faces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guidelines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analyzed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future "Internet + Education" to
enable  high-quality  personalized  teach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Educating  Five  Domains
Simultaneously" strategies in the Web 3.0 era. Furthermore, the study also presents the challenges that
"Internet  +  education"  will  face  in  terms  of  semantic  rules  of  the  educational  field, human-oriented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the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of educational digital collections, and further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retrospection.

Key  word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b3.0； Internet  +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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