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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关于我们获得 2020 年度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主要工作的一个介绍。该成果针对自适应
学习中面临的教学资源表示困难、学习状态诊断困难以及学习策略设计困难等关键技术难题，首先构建数据驱
动的教学资源无监督表示新框架，提高了教学资源质量评估和内容检索的精度和效率。其次提出基于深度学
习的学习者认知诊断新方法，突破了以量表为基础的教育测量理论研究范式。然后设计基于知识匹配的个性
化推荐技术以及多目标匹配的自适应推荐技术，满足了智能教育场景的复杂约束与学习者的多样目标需求。
最后，本文成果研发了面向基础教育的智能教育系统——智学网，已在全国推广使用，对我国智能教育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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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科教兴
国”确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
的七大战略之一，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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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发展能够融合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教育则是建设教育强国的
[1]
必由之路 。作为智能教育的核心，自适应学习
旨在根据学习者个体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等，
动态调整相适应的教学资源与学习方式，提升学
习者的学习效率，使其获得最佳发展。早在春秋
末期，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就开创了“因材施
教，有教无类”的全新教育理念。这一理念也是自
适应学习思想的开端，即使在两千余年后的今天
依然指导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向。遵循这一思
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 2030 行动纲领》
中将教育质量的提升作为未来十几年内全世界教
育改革发展的关键之一。与此同时，我国各级政
府与教育主管部门也制定了多项教育政策来促进
智能教育和自适应学习的发展。2019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
“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
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同时印
发 的 《 加 快 推 进 教 育 现 代 化 实 施 方 案 (20182022 年)》则具体指出“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智慧教育创新发展”。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下，由于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教师无法为每一个学生都制定自适应的
学习方案。近年来，伴随着教育现代化程度的不
断加深，互联网技术涌入到了教育教学的各个环
[2]
节当中，新兴的在线学习模式方兴未艾 ，国内外
涌现出一系列优秀的在线学习系统，例如：Coursera、
智学网、学堂在线等。特别地，在 2020 年初，受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影响，约 2.5 亿学
生利用网络、电视等在线工具学习知识，在线教
育平台保障了正常的教育学习秩序。目前，我国
[3]
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达 4.23 亿，规模空前 。在
线教育模式已经成为了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中的时空约束限制，
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使得融合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来促进智能教育的发展成为了
可能。
智能教育的核心之一是自适应学习，它以数
据为基础，利用相关理论与方法，旨在实现更加
精准、规模化的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标。尽管在线
教育模式为真正实现自适应学习带来了新的机
遇，但其市场高度自由和开放的特点还无法满足
[4]
智能教育的要求 。一方面，尽管在线教育平台
提供了开放共享、颇具规模的教学资源，但这些
资源大多缺乏有效标记，使得自适应学习面临教
[5-7]
学资源表示困难的技术难题 。另一方面，由于
学习者的学习状态隐蔽易变，如何精准地诊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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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习者的认知状态是又一技术难题。此外，
学习目标的复杂多样性也对自适应学习的学习策
略设计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研究自适应学
习关键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1 本文研究介绍
总结起来，自适应学习的关键是要解决教学
过程中教学资源的理解难、学习者知识的诊断
难、学习策略的设计难等三大难题。针对上述关
键技术难题，本文成果构建了教学资源表示新框架，提
出了学习者认知诊断新方法，设计了自适应推荐新
技术，研发了面向基础教育的智能教育系统−
智学网，已在全国推广使用，对我国智能教育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成果的研究应用方案如图 1
所示。具体来说，针对智能教育涉及的 3 类主要
对象，即教学资源、学习者和学习策略，本文成果
分别提出系列模型算法以解决现有分析技术面临
的困难。首先，针对海量教学资源多源异构、语
义丰富、标记缺失等特点导致的教学资源理解难
题，本文成果构建了一种数据驱动的教学资源无
监督表示新框架，提出“深度表征−精准评估−高
效检索”的教学资源表示和应用新模式，揭示教学
资源与知识空间的深层关系，解决专家评估操作
低效、主观有偏的问题，提高了教学资源质量评
估和内容检索的精度和效率。其次，针对学习者
学习活动自由、状态隐蔽易变等特点带来的学习
状态诊断难题，本文成果提出一系列基于深度学
习的学习者认知诊断新方法，通过直接挖掘学习
者的作答表现，阐明了“学习者−知识/兴趣−资源”
的高阶交互和潜在关联，突破以量表为基础的教
育测量理论研究范式，增强学习者认知建模的可
解释性。最后，针对自适应学习推荐任务中场景
多样、目标复杂等特点导致的学习策略设计困
难，基于上述建立的教学资源表示框架和提出的
学习者认知诊断方法，本文成果设计了基于知识
匹配的个性化推荐新技术以及多目标匹配的自适
应推荐新技术，分别解决了在静态学习场景和交
互式学习场景中，如何将教学资源质量与学习者
认知状态进行智能匹配的难题。进一步，本文成
果集成上述关键技术难题，攻关所研发的创新方
法，研发了面向基础教育的智能教育系统−
“智学网”，已在全国推广使用。“智学网”通过伴
随式地采集日常“教与学”过程性的动态数据，建
立了面向中小学的大规模高质量教学资源库，构
建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业评价体系，实现了优
质资源精准推荐，提供了智能环境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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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教学资源表示新框架

教学资源
试题/课本内容/课程视频

深度表征
无监督表征
模型 QuesNet

精准评估
属性评估方法
HARNN/TACNN

高效检索
高效检索
模型 MANN

学习者认知诊断新方法
学习者

知识 状态诊断模
状态 型 NeuralCD

答题记录/兴趣爱好

学习 兴趣诊断模
兴趣 型 KPGRM

自适应学习推荐新技术
静态学习场景
交互式学习场景
多目标匹配的自适
基于知识匹配的
应推荐算法 (试题
个性化推荐技术
推荐/学习路径生成)
(试题推荐/学友推荐)

学习策略
资源与学习者状态匹配

图1
Fig. 1

研究总体介绍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2 教学资源表示新框架
教学资源的理解是发展智能教育系统的基
础。针对海量教学资源多源异构、语义丰富、标
记缺失等特点导致的教学资源理解难题，本文成
果构建了一种数据驱动的教学资源无监督表示新
框架，提出“深度表征−精准评估−高效检索”的教
学资源表示和应用新模式，揭示了教学资源与知
识空间的深层关系，解决专家评估操作低效、主
观有偏的问题，显著提高了教学资源质量评估和
内容检索的精度和效率。
基于语义理解的教学资源无监督表征框架
教学资源一般由文本、图像和语音等多种不
同类型的数据组成，具有明显的多源异构特征。
此外，教学资源通常基于一定的教学目的编写，
如用于评估或提高学习者对于特定知识或技能的
掌握水平，因此往往蕴含着丰富的语义信息，并
且具有更深层次的逻辑知识特征，以数学试题为
例，计算题通常与代数知识相关，几何证明题则
更关注几何知识，而传统自然语言理解方法难以
[8-10]
精准建模这些逻辑特征
。此外，教学资源的难
度、知识点、相似资源等信息的标注对专家的经
验具有较高要求，导致了教学资源的标签数据有
限，标签缺失现象严重，具有明显的数据稀疏性
特征。如何对多源异构、语义丰富且标签稀疏的
教学资源进行充分理解与刻画，建立统一的数学
表征，在教学资源的组织与自动标注、教学资源
与学习者学习需求的自适应匹配等实际应用中具
有重要价值，是教学资源表示技术研究中亟需解
决的关键问题。
为解决上所述问题，本文成果提出一种多源
2.1

动态 动态诊断模型
演化 EKT/EKPT

异 构 教 学 资 源 的 统 一 表 征 框 架 − Qu esNet。
QuesNet 设 计 了 教 学 试 题 (一 类 典 型 的 教 学 资
源) 中异构信息的统一表征方法，提出结合低层
次语义和高层次逻辑知识的表征方法，利用无监
督的预训练技术实现对海量无标签教学试题的深
[11]
度理解和表征 。
[11]
图 2 是 QuesNet 框架示意 。该框架主要由
3 个部分构成，分别是嵌入层、内容表示层以及语
义学习层。具体地，在嵌入层，QuesNet 通过不同
的嵌入表征模块将试题 (如几何题) 不同类型的
输入信息 (文本、图像以及元信息) 映射为等长的
数学向量表示，通过映射表将词映射为嵌入向
量，通过卷积和池化层将图像编码为数学向量，
通过全连接神经网络将元信息 (如章节、知识点
等) 编码为特征向量。嵌入层将不同类型的试题
内容映射到统一的数学空间，使模型能处理不同
类型的输入。在内容表示层，QuesNet 使用双向
长 短 期 记 忆 网 络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s，LSTM) 建模题目内容局部性特征，捕获题
目的深层次上下文语义信息与内容关联，生成试
题内容的表征序列。最后，在语义学习层，在建
模低层次语言特征的基础上，QuesNet 通过多头
自注意力机制聚合试题的表征序列，生成统一的
试题向量，挖掘复杂的全局关联，捕获资源的高
层次逻辑与知识特征。
QuesNet 通过无监督任务在海量无标签试题
数 据 上 预 训 练 模 型 。 在 嵌 入 层 ， QuesNet 利 用
Word2Vec 工具从数据中生成试题词嵌入向量的
映射表，通过自编码器的重建损失函数预训练图
像 (如 几 何 图 形 ) 与 元 信 息 如 知 识 点 的 编 码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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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内容层，通过掩码语言模型进行预训练，
随机掩盖或替换部分输入内容，以预测被掩盖的
部分作为预训练任务，使内容层模型能够从大量
训练数据中学习建模资源的语言特征。在语义学
习层，以与领域特定的逻辑和知识相关的任务进
行模型预训练，在选择题中，以预测选项是否为
问题的正确答案作为预训练任务，使模型能够捕
解码

υ(s)

获资源的高层次逻辑与知识特征。本文成果将
QuesNet 学 习 试 题 表 征 向 量 应 用 于 如 知 识 点 预
测、难度预测等多个基于教学资源的应用任务
中。特别地，以知识点预测任务为例，如表 1 所
示，QuesNet 模型的准确率 (ACC) 指标较现有预
训练方法相对提升近 10%，F1 指标较现有方法也
有 5% 以上的提升。

元信息

Embedding 元信息
编码

最大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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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图像

线性变换

图像

连接
注意力机制

自注意力机制
υ0(i)

υ2(i)

υ1(i)

连接

(b) 异构 embedding 模块

连接

连接

Backward LSTM
Forward LSTM

连接

连接

连接

LSTM

LSTM

LSTM

线性
变换

线性
变换

线性
变换

(d) 多头注意力机制
相加 & 正则化

元信息

文本

图像

x0

x1

x2

LSTM

LSTM

(c) 双向 LSTM

(a) 模型架构

图2
Fig. 2

多头注意力

(e) 自注意力

QuesNet 框架示意

Overview of QuesNet framework

表 1 知识点映射任务实验结果
Table 1 Experimental result of knowledge mapping
模型

准确率

精确率

召回率

F-1分数

Original

0.574 4

0.414 7

0.787 2

0.543 2

ELMo

0.694 2

0.796 0

0.768 5

0.782 0

BERT

0.622 4

0.732 6

0.671 1

0.700 5

H-BERT

0.626 1

0.760 8

0.691 1

0.724 3

QuesNet

0.774 9

0.865 9

0.807 5

0.835 7

数据驱动的教学资源质量精准评估方法
评估教学资源的质量，如试题、课程的难度
与知识点，不仅为教学资源的表征方法提供一种
有效的验证方案，也为教学资源的检索与匹配等
相关应用提供了支撑。难度与知识点是试题等教
学资源的重要属性，在资源检索、测试评估与个
性化推荐等应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线
教育平台中经常会根据学生在练习上的作答情
况，检索具有特定难度与知识点的试题以巩固或
加强训练。在能力评估测试等允许学生重复参加
且选取最高成绩的测试中，每一次测试的试题需
要具有基本一致的难度，以保证成绩的稳定性与
[12]
公平性 。在个性化推荐应用中，难度与知识点
2.2

LSTM

属性具有重要的价值，通常情况下，难度过低或过
高的练习都无法使学习者提高知识掌握程度，而
知识点属性不合适的练习无法使学习者进行针对
性的提高。因此，难度和知识点等教学资源质量
的精准评估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课题。
传统方法通过专家对教学资源 (如试题) 的质
量进行标注。然而，对大量的教学资源进行标注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并且对标注人员的
专业经验具有较高要求，难以通过传统的众包等
方法进行大范围推广。此外，教学资源的质量标
准难以通过具体标准准确给出，评估结果依赖专
家经验，由不同专家评估的结果不统一，具有明
显的强主观性特征。为了解决以上瓶颈问题，本
文成果提出一种数据驱动的教学资源质量自动化
评估方法，构建了资源属性预测模型，在知识结
构多层依赖关系刻画的基础上，准确预测教学资
源的属性特征，形成了高效且有数据依据的资源
质量评估新模式。
首先，本文成果针对教学资源的知识点属性
评估任务进行研究。教学资源具有多个知识点标
签，且多个知识点具有层级组织结构，如“代数”、
“函数”、“一次函数”。教学资源的多个知识点标
签分布于层级结构的不同层上，不同层间的标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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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赖关系。针对这一特征，本文成果提出 HARNN
(hierarchical attention-based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框架结合教学资源文本与知识点的层级结
构，提出基于层级注意力的循环层以自顶向下的
方式建模不同层间的依赖关系，并设计混合方法
准确预测各层的标签，在层级结构上逐层预测与
资源最相关的知识点标签。在试题多标签知识点
预测任务上，HARNN 框架的正确率较现有方法
输入层

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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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提高 。
在教学试题的难度属性评估任务中，本文成果
针对英语阅读理解试题提出如图 3 所示的 TACNN
(test-aware attention-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14]
work) 框架进行难度评估 。TACNN 框架能够
结合试题的阅读材料、问题与选项等不同部分文
本的语义进行试题难度预测，并创新性地提出了测
试感知的训练方法以解决不同测试的难度偏差。

语

TDi
D

统

600

语句表征 (d1=600)

emb (d0=200)

图3
Fig. 3

TACNN 框架示意

Overview of TACNN framework

具体地，TACNN 框架主要由输入层、语句理
解层、语义依赖层与预测层 4 部分构成。输入层

神经网络学习试题的难度表征并预测问题的难
度值。

将试题的阅读材料作为语句序列，问题以及每个

由于试题难度标签无法直接获得，TACNN 依

选项作为单独的语句，将每个语句中的单词映射

据试题的学生作答平均得分作为试题的难度属性

为固定长度的嵌入向量表示。语句理解层通过卷

进行模型训练。由于参与不同测试的学生不同，

积层和最大池化层以从局部到全局的方式捕获每

不同测试的试题难度无法直接比较，但同一测试

个语句中的关键信息，从词嵌入向量中学习语句

的试题难度可以直接比较，针对这一问题，TACNN

表征，将每个语句表示为固定长度的向量。语义

提出测试依赖的损失函数训练模型，而训练后的

依赖层针对阅读材料中不同语句对问题贡献不同

模型仅需要试题的文本信息对试题难度属性进行

的特点，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聚合语句表示向

评估。在英语阅读理解试题难度预测任务上，

量，生成阅读材料和选项的注意力向量表征，以

TACNN 较现有方法在皮尔逊相关系数指标上平

余弦相似度作为阅读材料和选项中每个句子对问

均提升约 10%， 如表 2

题的重要性的度量。预测层拼接阅读材料和选项

对比，TACNN 预测难度的稳定性 (平均方差 std

的注意力向量以及问题的向量表征，通过全连接

小) 更高。

[14]

所示，与专家评估结果

表 2 TACNN 与专家结果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TACNN and experts

测试

TACNN

专家平均

专家1

专家2

专家3

专家4

专家5

专家6

专家7

T1

0.41

0.21

0.18

0.13

0.38

−0.08

−0.04

0.01

0.14

T2

0.63

0.68

0.45

0.32

0.52

−0.01

−0.44

0.53

0.37

T3

0.78

0.70

0.52

0.63

0.28

0.44

−0.29

0.45

0.52

T4

0.63

0.40

−0.09

0.07

0.31

0.48

−0.40

0.58

−0.08

T5

0.53

0.56

0.39

0.32

0.29

0.29

0.43

0.51

0.47

T6

0.47

0.22

0.21

0.01

0.27

−0.23

0.10

0.24

0.17

第5期

陈恩红，等：面向智能教育的自适应学习关键技术与应用

·891·

续表 2
测试

TACNN

专家平均

专家1

专家2

专家3

专家4

专家5

专家6

专家7

T7

0.81

0.73

0.58

0.29

0.72

0.72

0.70

0.59

0.69

T8

0.77

0.45

0.35

0.45

0.24

0.14

0.19

0.45

0.64

T9

0.81

0.55

0.25

0.54

0.35

0.53

0.13

0.32

0.36

T10

0.76

0.57

0.49

−0.13

0.72

0.25

0.22

0.32

0.60

T11

0.90

0.77

0.44

0.57

0.59

0.41

0.36

0.08

0.83

T12

0.60

0.62

0.59

0.73

0.60

0.54

0.48

0.62

0.54

平均值

0.68

0.54

0.36

0.33

0.44

0.29

0.12

0.39

0.44

标准差

0.14

0.18

0.19

0.26

0.17

0.27

0.34

0.19

0.25

大规模教学资源的高效检索技术
现有在线教育平台一般具有大量的用户以及
海量的教学资源，不同用户的学习需求存在巨大的
差异，满足其需求的教学资源也各不相同，因此
为了支撑大规模教学资源的智能应用，需要解决“如
何精准检索满足学习需求的资源”以及“如何从海
量资源中高效获得检索结果”两个关键问题。
传统检索技术仅基于教学资源的文本内容进
[15-18]
行检索
，无法利用教学资源中的图像、知识等
非文本内容，难以理解学习者的检索意图，难以
从海量教学资源中精准检索满足学习者需求的资
源，导致检索的精度差、效率低等不足。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成果分别提出基于教学
资源语义表征的相似资源检索方法和高效检索技
术，不仅能够利用教学资源异构信息的内在含
义，还能充分理解学习者的检索意图，进而提高
教学资源表示的效率和资源检索的精度。在相似
试题检索任务中，本文成果提出 MANN(multimodal attention-based neural network) 框架通过从异构
数据中学习统一的语义表征进而在大规模教学资
[19]
源中精准检索与目标试题相似的教学试题 。
MANN 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编码图像数据，通过嵌
入模型编码知识点数据，从而利用试题的文本、
图像、知识点的异构信息，通过基于注意力的长
短期记忆网络从异构信息中学习统一的语义表
征，通过注意力机制捕获试题的文本与图像、知
识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相似注意力评估目标试
题与候选试题的相似部分，提高方法的可解释
性。在相似试题检索任务中，MANN 的检索精度
较现有方法相对提升约 30%，并且检索结果具有
较好的可解释性。
2.3

3 学习者认知诊断新方法
学习者作为学习的主体，分析其学习状态具有
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学习者学习活动自由、状

态隐蔽易变等特点，对其学习状态的诊断是非常
困难的。为此，本文成果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
学习者认知诊断新方法，通过直接挖掘学习者的
作答表现，阐明了“学习者−知识/兴趣−资源”的高
阶交互和潜在关联，突破了以量表为基础的教育
测量理论研究范式，增强了学习者认知建模的可
解释性，为个性化学习推荐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基于深度学习的认知诊断通用框架
学习者的知识状态是影响其表现的根本因
素，学习者答对已掌握的知识相关的试题的可能
性很高，而答对未掌握的知识相关的试题的可能
性则很低，因此准确诊断学习者的知识状态是认
知诊断的核心目标，同时也是自适应学习研究的
关键课题。然而，学习者、知识、教学资源三者间
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具体来说，学习者对不同的
知识有着不同的掌握状态，这直接影响学习者与
相关的教学资源的交互结果。学习者的知识状态
也会在其与相关教学资源的交互中不断更新。此
外，不同知识间、教学资源与知识间都存在多种
多样的复杂关联。学习者、知识、教学资源三者
间的复杂交互关系与学习者的认知诊断结果密切
[20]
相关。而现有的教育测量理论研究大多基于 IRT
[21]
或 DINA 等传统认知诊断模型，需要人工设计
学习者的认知特征并定义学习者与教学资源的交
互关系，通常使用简单的线性关系对其进行建
模，模型表达能力弱，难以捕获“学习者−知识−资
源”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因此如何建模这种交互
关系一直是现有认知诊断技术的瓶颈。针对这一
问题，本文成果首次构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通用
认知诊断框架 NeuralCD(neural cognitive diagnosis)，
通过伴随式地挖掘学习者在各类试题上的作答表
现，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自动发现学习者与试题间
的复杂交互关系，建立“学习者−知识−资源”之间
的高阶交互和潜在关联。通过利用深度神经网络
强大的特征学习能力，NeuralCD 模型突破了以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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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量表为基础的教育测量理论研究范式表达能力
弱的缺陷，提高了对学习者的建模能力。
[22]
如图 4 所示，NeuralCD 框架考虑认知诊断
过程中的 3 个因素：学习者因素、试题因素与两
者的交互。对每条作答记录，NeuralCD 通过独热
编码对应的学习者与试题作为输入并获得两者的
诊断因素。学习者因素建模学生的特征，通过连
续向量建模学习者在各知识上的掌握程度；试题
因素建模试题的特征，并分为与知识相关的特征
以及与知识无关的特征两种，前者是知识试题与
知识概念间的关联，并与学习者因素对应，通过
非负向量建模试题与每个知识概念的相关程度，
而后者并非认知诊断所必需但可以与其结合，如
知识的难度与试题难度、区分度等。在此基础
上，交互层通过神经网络学习两个诊断因素的交
互函数并输出学习者正确作答试题的概率。进一
步，为了保证诊断结果的可解释性，NeuralCD 引
入单调性假设在训练中约束交互函数，即学习者
正确作答试题的概率随其知识掌握度向量任一维
的提高单调上升。经过模型训练，以学生的知识
掌握度向量作为诊断结果。

y

输出层

...

交互层

第n层
第1层

学生因素
试题因素
交互函数
单调性假设

诊断因素

熟练度向量 Fs

其他试题因素 Fother
知识点相关度向量 Fkn

输入层

10000
学生独热编码

00010
试题独热编码

Fig. 4

图 4 NeuralCD 框架示意
Overview of NeuralCD framework

NeuralCD 是一个泛化的通用认知诊断框架，
在该框架下，许多传统认知诊断模型可以视为
[23]
[24]
NeuralCD 框 架 的 特 例 ， 如 MF 、 IRT、 MIRT
及其变种。例如设定学习者诊断因素为一维、试
题 诊 断 因 素 为 一 维 以 及 交 互 函 数 为 sigmoid 函
数 ， NeuralCD 可 以 退 化 为 传 统 IRT 模 型 。 因 此
NeuralCD 框架统一了多种传统教育测量学技术。
更进一步，本文成果基于 NeuralCD 框架实现了一
[22]
个具体的认知诊断模型 NeuralCDM。如表 3 所
示，在学习者认知诊断任务上，误差较现有方法
相对降低约 5%。
多角度的学习者学习兴趣模型
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是影响其学习表现的潜在
因素，因此，如何识别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是认知
诊断的重要任务。然而，学习兴趣是个人隐性特
征，难以直接测量，且影响因素众多。为此，本文
成果提出了“学习者−兴趣−资源”的多角度建模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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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学习者的“同质化特点”、“长短期行为”和
“心理活动”等 3 个影响学习兴趣的重要因素着
手，数值化建模不同因素对于学习者兴趣的影响
程度，增强学习兴趣建模的可解释性。为研究“游
戏行为”(gaming behavior) 等行为活动对学习者
学习兴趣的影响，本文提出了 KPGRM(knowledge
plus gaming response model) 模型，对在线学习中的
[25-26]
学生“游戏行为”进行诊断和分析
。针对学生
答题过程中不同的答题行为，KPGRM 通过分析
学 生 在 多 次 答 题 (multiple-attempt responses,
MAR) 下的显式“游戏行为”因子和单次答题 (oneattempt response, OAR) 下的显式猜测因子和隐式
猜测因子，建模并诊断学生的“游戏行为”以及相
对应的认知情况。
Table 3

表 3 认知诊断任务实验结果
Experimental result of cognitive diagnosis

模型

准确率

均方根误差

DINA

0.650±0.001

0.467±0.001

AUC
0.676±0.002

IRT

0.674±0.002

0.464±0.002

0.685±0.001

MIRT

0.701±0.002

0.461±0.001

0.719±0.001

PMF

0.661±0.002

0.476±0.001

0.732±0.001

NeuralCDM

0.719±0.008

0.439±0.002

0.749±0.001

在现有大多数研究假设的一种在线选择题答
题形式下，学生只有答对当前试题才能进行下一
题的作答。在该形式下，学生的可能存在的“游戏
行为”主要可以分为 3 类：持续作答、系统作答和
快速作答，KPGRM 基于这 3 种学生“游戏行为”提
出了 4 个用于诊断显式的学生“游戏行为”的特
征：1) 持续作答 (keep answering)：在一道题上的答
题尝试次数越多，则对应的“游戏行为”因子越
高。2) 快速作答 (quickly)：答题速度越快，则“游
戏行为”越强。3) 系统作答 (systematically)：答题
转换越多，系统性越差，则“游戏行为”越多。
4) 选项覆盖度 (coverage)：选择的选项对所有选项
的覆盖度越大，都标志着更高的“游戏行为”因
子 。 基 于 学 生 的 答 题 特 征 观 测 ， KPGRM 对 这
4 个特征进行线性组合，对学生的显式“游戏行
为”因子进行分析。具体来说，KPGRM 模型通过
学生多次回答问题时的特征观测其显式“游戏行
为”因子，并使用协同过滤的方法推断隐式“游戏
行为”因子。在结合学生“游戏行为”因子的情况
下，使用信号检测模型来进行学生学习状态的诊
断。KPGRM在分析学生在线答题时“游戏行为”
的同时，能更加精确地诊断学生的认知状态，具
体内容可参考文献 [26]。
3.3

构建认知状态的动态演化模型
学习者的知识状态与学习兴趣在长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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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动态变化，这给学习者认知诊断演化建模
[27]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本文成果分别从教
学资源属性特征和人脑记忆特性两个角度，量化
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认知状态变化过程，基于
马尔科夫等性质提出了融合教学资源表征和记忆
曲线理论的时序建模方案，揭示了学习者知识状
态和学习兴趣的动态演化规律。
本文成果提出一种称为 exercise-aware know[28]
ledge tracing(EKT) 的动态知识跟踪框架，该框
架通过题目语义来建模教学资源特征，进而分析
其对学习者认知状态的影响。对比传统的认知状
态动态演化模型，EKT 还考虑了两类额外信息对
于学习过程的影响，分别是题目中包含的知识信
息和每个题目的个性化信息。具体来说，模型输
入学生历史上做过的题目序列，输出学习者的认
知状态预测。对于题目中包含的知识信息，模型
设计了一种动态增强记忆网络，以存储题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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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共性，并量化题目知识对学生知识概念学
习的影响。对于每个题目的个性化信息，模型设
计了基于双向循环神经网络的题目特征提取器，
可以自动学习题目的个性化特征。然后，模型分
别对每一个时刻的共性和个性两种特征信息进行
融合，利用多维 LSTM 网络追踪学习者在多个知
[10]
识概念下的状态变化 。最后，本文成果提出两
[28]
个 EKT 的实例化模型，模型框架如图 5 所示。
其中图 5(a) 所示的 EKTM(EKT with Markov property) 假设学生的未来表现仅与当前时刻的知识状
态相关，即对学生的认知动态演化建立一阶马尔
科夫假设。图 5(b) 所示的 EKTA(EKT with Attention mechanism) 则假设学生的未来表现与其历史
上的每一时刻的知识状态均可能相关，按照题目
的相似性聚合历史的做题表现。本文成果在大规
模数据集上对 EKT 框架进行了实验验证，结果表明 EKT
同时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和良好的可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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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KT 框架的两个模型框架

Architectures of two implementations based on EKT framework

为了建模人脑记忆特性对学习者认知状态的
影响，本文成果提出一种融合学习因素的知识跟
踪模型 exercise-correlated knowledge proficiency tra[29]
cing (EKPT) 。首先，模型通过一个预定义的关
联矩阵将题目映射为一个向量，向量的每一维表
示该题是否与某一特定知识概念相关联。为建立
知识空间中题目之间的关联关系，EKPT 首先为
题目寻找具有相近知识概念的邻居题目集合，然
后聚合其邻居的知识信息，以使得具有相似知识
概念的题目在空间中距离相近。为建立学生的动
态演化模型，EKPT 基于学生的表现，将学生投影
到相同的知识空间中的一个认知状态向量，该向
量的每一维表示此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掌握某一知
识概念。最后，结合“学习曲线理论”和“遗忘曲线
理论”，模型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记忆与遗忘

特性进行量化，进而动态追踪其知识掌握情况。
本文成果将 EKPT 应用于实际教育学任务中，实
验结果验证了所提出模型的效果。

4 自适应学习推荐新技术
智能教育的核心目标是提供学习者自主学习
环境。其中，如何设计和自适应学习的策略是一
个重要的任务。然而，由于智能教育场景多样、
目标复杂等特点，学习策略的设计和自动调整非
常困难，本文成果首次设计了基于知识匹配的个
性化推荐新技术以及多目标匹配的自适应推荐新
技术，分别解决了在静态学习场景和交互式学习
场景中，如何将教学资源质量与学习者认知状态
进行智能匹配的难题，为智能教育应用和系统研
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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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匹配的个性化推荐技术
自适应学习推荐所具备的教育背景与传统推
荐场景 (如电子商务) 有所不同。传统的电商推
荐关注用户在兴趣喜好上与商品的匹配，而教育
中的自适应学习推荐关注学习者与教育资源在知
识上的匹配。因此，实现自适应学习推荐技术的
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在知识空间中教学资源与学习
者进行精准匹配。为解决传统推荐方法难以显式
建模知识状态的难题，同时满足学习者不同的学
习需求，本文成果面向教学资源推荐和学习伙伴
推荐两个任务，分别设计了融合认知状态的矩阵
分解技术和优化认知收益的异质聚类技术，在知
识空间中，实现了“学习者–教学资源”和“学习者
–学习者”之间的智能匹配，保证了教学资源推荐
[30]
和学习伙伴推荐的可靠性 。
为满足教学资源的个性化推荐需求，本文成
果结合教育心理学中的认知诊断方法和数据挖掘
的推荐方法，为了增强试题推荐结果可靠性以及
4.1

试题
标
记

输
入
1

统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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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释性，提出了一种新的试题推荐方法。如图 6
[30]
所示 ，该试题推荐框架主要包括数据输入、认
知诊断、得分预测以及试题推荐 4 个步骤。根据
已有的学生答题记录，该框架利用认知诊断方法
获得每个学生的认知状态。随后，将学生的认知
状态作为先验信息应用到得分预测的概率矩阵分
解方法中，在考虑学生共性的同时加入了每个学
生的个性化认知状态。最后，根据试题难度范围
和学生认知状态的不同，可以筛选出合适的试题
并形成个性化的推荐试题集，每个学生可以得到
一份相应的个性化推荐试题。因此，根据学生的
不同学习需求，该个性化试题推荐框架可以有针
[30]
对性的向学生推荐不同难度的试题。如图 7 所示 ，
针对需要提升薄弱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提高知识
能力的学生，可以向其推荐难度较大的试题，帮
助成绩提升；而对于每个知识点的基础巩固，则
可以向学生推荐难度较低 (简单) 的试题。

学生
测
试

Q
1

0

概率矩阵分解
σN

R

qvk
k−1, 2,···, k

0

bv
1

1

0

0
v∈V

αu

Nv

bu

v∈V

Auv

σM
Mu
R′uv

buv u∈U
α

u∈U

1−α

学
生
得
分
预
测

Ruv
σR

认知诊断
学生知识点掌握程度
学
生
认
知
诊
断

1

1
0.45
0.83

1
0.67

0.83

000

0.47

0.48

0.88 1
0.77
1

学生得分预测

推荐难度范围

推荐试题

输
出

学生试题掌握水平

图6
Fig. 6

结合认知能力结果的学生试题推荐框架
Question recommendation with cognitive level
简单
1

试题
根据不同的学习目标, 向
学生提供不同难度的试题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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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有针对性的试题推荐
Personalized question recommendation

为满足学习伙伴的个性化推荐需求，本文成
果研究了一种基于学生认知诊断分析的学生协同
分组方法

[22]

，并基于该方法为学生寻找合适的学

习伙伴。具体地，本文成果提出了基于学生差异
的分组算法 UKB(uniform k-means based) 和基于收
益 的 学 生 分 组 算 法 BGB(balanced gain based)。
UKB 以学生知识点掌握程度为特征对班级内的
学生进行聚类，旨在将同类的学生分配到不同的
学习小组；BGB 通过最大化组内所有学生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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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对学生进行分组。本文成果将分组方法应
用于学习伙伴推荐任务中，在班级中为每名学生
寻找最合适的学习小组伙伴，实验结果验证了所
[12]
提出模型的效果 。
多目标匹配的自适应推荐技术
在智能教育系统中，学习者通常与系统进行
交互式的多轮学习，使得单一目标的推荐策略难
以满足学习者动态多样的学习需求。因此，探索
不同的推荐目标，使学习者始终保持沉浸感并能
够获取更多知识，是自适应推荐所面临的主要难
题之一。为此，本文成果提出了融合多个学习目
标的自适应推荐技术，利用强化学习协同优化多
目标长期收益，实现了推荐策略的自动调整；设
计了满足知识结构约束的自适应推荐技术，生成
合理的学习路径。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一个理想的在线学习推
荐系统需要对其推荐机制进行调整以适应实际情
况。传统推荐系统的推荐机制一般较为单一，不
足以满足实际需求，因此，本文成果提出如下 3 种
在线题目推荐目标。1) 复习与探索：题目推荐的
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知识，不仅包括没有接
触过的新知识，还包括未掌握需要复习的旧知
识，因此需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动态地进行复
习与探索。2) 难度平滑性：实践表明，一个良好
的知识学习过程是循序渐进的，量化地说，即学
习者接受的题目序列在难度上不应该变化过于剧
烈，在推荐的过程中，算法需要根据之前的推荐
序列自适应调整当前推荐的题目难度，使得被推
荐题目的难度更加平滑。3) 参与度：保持学习积
极性和热情是决定学习者学习效率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需要学习者持续参与的在线教育系统，因
此，算法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推荐一些有趣的或具
有挑战性的题目以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因此，本
文成果提出一种基于多学习目标优化的个性化推
荐算法 DRE (deep reinforcement exercise recom[31]
mendation)，其框架如图 8 所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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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线学习推荐过程建模成一个马尔科夫决策过
程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MDP)。由于题目资源
规模过大，传统的基于有限 MDP 的强化学习算
法在在线教育系统中难以实现。因此，DRE 转而
对“状态–动作”价值函数进行参数化估计。具体
来说，DRE 设计了两种基于不同策略的神经网络
结构 (exercise Q-network，EQN)。第 1 种结构基于
Markov 性质，称为 EQNM(EQN with Markov property)，即假设推荐策略仅取决于学习者在当前时
刻的状态。第 2 种结构基于序列特性，称为
EQNR(EQN with recurrent manner)，即假设推荐策
略取决于学习者之前所有的历史行为序列。两种
神经网络对应的强化学习训练算法都是模型无关
的，不需要借助或学习 Markov 过程的状态转移信
息。进一步地，DRE 针对前述 3 种推荐目标，即
复习和探索、难度平滑性、参与度，分别定义了量
化的奖励函数，以同时对 3 个目标进行优化。因
此，DRE 在能够通过调节 3 个推荐目标的平衡来
自适应地调整其推荐机制，以优化推荐效果。最
后，本文对 DRE 分别进行了离线测试和在线模拟
测试，实验结果验证了 DRE 的自适应题目推荐效
[10]
果的有效性和鲁棒性 。
为生成合理的符合知识结构的推荐路径，本
文成果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结构的学习者学习路
径推荐方法 CSEAL(cognitive structure enhanced
[32]
framework for Adaptive Learning) 。CSEAL 首先
根据目标学习路径中包含的学生需要学习的所有
知识单元及学生当前学习的第一个知识单元，确
定候选知识单元集合；然后，CSEAL 利用知识追
踪算法获取学生的当前知识状态，并根据学生不
同的知识状态，确定候选知识单元集合中每一个
知识单元作为目标知识单元时为最优解的概率，
最后选取其中最大概率的知识单元作为目标知识
单元，即学生下一个需要学习的知识单元。在
CSEAL 中，通过将学习路径推荐问题转化为逐步
的马尔可夫决策问题，并应用演员–评论家算法，
动态更新推荐策略，从而顺序地向不同学生推荐
能实现高效学习的知识单元，详细方法可参考文
献 [32]。

rt+1

代理
EQN 网络
(EQNM, EQNR)

图 8 DRE 框架
The proposed DRE framework

这是一个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通用框架，它

5 智能教育系统−“智学网”
融合上述 3 项自适应学习核心技术，本文成
果进一步研发了一款面向基础教育的智能教育系
统，名为“智学网”。该系统通过伴随式地采集日
常“教与学”过程性的动态数据，建立面向中小学
的大规模高质量教学资源库，构建以学习者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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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学业评价体系，实现优质资源精准推荐，为
老师“针对性教”和学生“个性化学”提供了智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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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服务。“智学网”系统核心模块主要由数据层、
技术层和应用层构成，核心模块结构如图 9 所示。

数据采集平台

智能应用服务

知识点自动标注平台
资源加工管理平台

报

题库平台
智能批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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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阅平台

个性化学情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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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学习手册

智能组卷服务

大数据精准教学

学习效果可视化服务

提供应用业务

技术层

数据采集

创新点 1: 教学资源表示框架 创新点 2: 认知诊断方法 创新点 3: 自适应推荐技术
基于认知匹配的
教学资源无监督表征
基于深度学习的认知诊断
个性化推荐系统
教学资源质量精准评估
多角度学习兴趣建模
多目标匹配的
大规模资源高效检索
认知状态的动态演化
自适应推荐系统

提供接入服务

数据层

提供数据资源
试题库

课程库

课件库

知识图谱库

学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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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报告库

作答记录库

图9
Fig. 9

“智学网”系统核心模块结构

Structure diagram of key modules of “Zhixue”

数据层主要负责对上层应用产生的教学资
源 (试题、课程、课件等) 和学习者学习行为 (学业
数据、作答记录等) 数据进行存储管理。现阶段，
“智学网”已构建了面向中小学的大规模高质量教
学资源库。技术层基于本文成果核心技术创新成
果，即教学资源表示新框架、学习者认知诊断新
方法和自适应学习推荐新技术，技术层为应用层
提供了核心接口服务。应用层包含数据采集平台
和智能应用服务，数据采集平台通过如知识点标
注平台、题库平台等多个数据平台采集教学资源
与学习者数据，并回灌数据层进行存储和管理；
智能应用服务为学习者提供了多个服务平台，如
个性化学情分析、个性化学习手册，构建了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评价体系。通过数据层、服务层、
应用层的联合协作，“智学网”实现了优质教学资
源精准推荐，同时，也伴随式记录了更高质量的
学业数据，促进良性循环。
“智学网”的智能教育技术服务体系框架如
图 10 所示，包含智能基础设施、上层对象和服务
场景等 3 层架构。截止至 2020 年 7 月，“智学网”系
统已深入教学核心，其产品服务覆盖智能课堂、智
能教研、智能考试、智能评价等各类教与学场
景。系统已在安徽、江西等全国各省市 16 000 余
所学校推广并实现常态化应用，惠及师生约 2 500 万。
全国范围每月组织联考数千场，服务各类班级、
年级测试数万场，提供评价报告 800 万份。

智学网服务场景
教学场景

学习场景

教研场景

管理场景

考试场景

评价场景

···

区域治理场景

上层对象
用户

数据

资源

知识中心

应用

能力中心

数据中心

教育超脑

资源中心

智能基础设施
智能感知设备

智能网络设备

图 10
Fig. 10

智能云基础服务

“智学网”智能教育技术服务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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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国
之大计、党之大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
有决定性意义。本文成果经过 10 余年的潜心研
发，突破了面向智能教育的自适应学习技术难
点，构建了教学资源表示新框架，提出了学习者
认知诊断新方法，设计了自适应推荐新技术，研
发了面向基础教育的智能教育系统− “智学
网”。其关键技术和系统平台已取得重大的技术
突破和大规模行业应用。未来，我们将依托所研
发的“智学网”系统，逐步开展教学资源知识库的
构建、学习者多种学习行为数据的收集以及在线
与离线数据的对标融合，旨在设计智能程度更
高、解释性更强的自适应学习技术，力求在关键
技术上再一次突破，为我国智能教育发展应用和
教育现代化事业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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