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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与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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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直接影响高等教育领域的变革与创新，引发新的教育革

命———第三次教育革命。第三次教育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将打破并重组传统高等

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未来教育将与“互联网 +”等新兴信息技术实现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形成诸如“互联网 + 教育”“互联网 + 教学”“互联网 + 教育管理”等新型教育形态。
具体表现在 8 个方面: 知识呈现方式数字化、教育管理方式智能化、课堂教学及管理方式

网络化、人才培养方式个性化、教学组织形式分散化、教育教学服务化、教育资源云化和校

园文化建设智慧化。但也应注意到，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促进高等教育发生变

革和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如互联网安全问题、学生独立意识培养

问题、学生学习质量问题等，需要我们理性审思，综合考量。
关键词:“互联网 +”; 技术变革; 新型教育形态;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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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教育随之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互联网 +”带来的便捷促

使高等教育必须变革与创新。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The National Interest) 曾预言，高等教育将迎接

不一样的未来，在线教育必将取代上学模式，未来 50 年内，美国 4 500 所大学将会消失一半［1］。互联

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内
容更加丰富化和速度更加高速化。在大数据和“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教育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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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迎来了新的教育革命———第三次教育革命①。第三次教育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将打破并重

组传统高等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未来教育将与“互联网 +”等新兴信息技术实现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形成诸如“互联网 + 教育”“互联网 + 教学”“互联网 + 教育管理”等新型教育形态。高等教育变

革呈现的新风貌催生了新的学习模式，即着重突出个性化、合作化、互动化、网络化和碎片化。高等教

育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传统学校培养人才的一元化模式开始走向多元化，以互联网为平台，

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互动，形成交互式人才培养模式，最终教育的发展趋势走向终身学习。这是

在“互联网 +”背景下，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将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变革与创新、融合与发展。

一、数字化: 知识呈现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存储和使用呈现数字化的特点。从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

最初的教学内容集中在肢体动作，紧接着转变为语言和文字，最后出现各种信息、情报、知识等。知识

数字化是知识在“互联网 +”时代下的呈现方式，它利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将文字、图像等信息转

变为数字编码，使得知识的存储方式不仅实现了量的突破，还发生了质的提升。同时，人们获取知识

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人们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性，可以上网查阅、浏览、分享和学习知识，教

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古代那种将知识局限于权贵围墙之内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
知识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学校图书馆的建设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种媒体大力宣传诸如“电

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概念。现如今，各大高校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

段，改变了知识的存储方式和获得形式，即将以纸质化呈现知识的方式逐渐转为数字化，并且开始探

索构建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图书馆将收藏的图像、文本、影像等资料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实现

储存和利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存储方式更加便捷、高效; 其二，收集资料的过程便捷化，学

生可以更加便利地接触和获得知识，学生学习所需要的准备资料可以通过联机上网、轻点键盘、轻松

下载等步骤完成; 其三，能够跨库检索海量数字化信息资源库; 其四，集收藏数字化、操作电脑化、传递

网络化、信息贮藏自由化、资源共享化和结构连接化等特点于一身［2］。

知识数字化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领域师生( 包括管理人员及教辅人员) 获得知识的方式，在“互

联网 +”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有能力将数据的生成与处理、利用分隔开来，在信息上与教育松绑，同时

将学校和课本转化为数据平台［3］，实现知识传播方式的创新。知识数字化通过利用云存储和大数据

等新兴技术手段，为高校构建知识资源数据库提供重要支撑，这样高校就可以充分挖掘并整合各种知

识资源，加快知识传播的速度，提高知识资源的使用效率。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知识资源数据

库推动信息基础建设为前提的。以互联网为依托，推动知识创新发展，能让高校更加积极地面对“互

联网 +”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从而实现高校创新发展战略。

二、智能化: 高校管理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新兴技术的发展为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高校的管理日

趋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数字化校园是大势所趋。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向纵深发展，高校的规模随之

扩大，万人校园已是“常态”，教师、学生、管理者以及教辅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主体的工作、学习和

生活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如教师课程的安排、上课的课件，学生的网上选课、学籍和成绩的管理、图书

借阅、课程作业、实验数据，教师队伍的管理等，均对整个高校的运行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可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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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育管理方式，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对高校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庞大数据的利用和掌握，是高

校实现管理智能化的重要环节和必然趋势。
高校智能化管理可以提高高校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智能化管理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模拟人脑进

行思考、判断和决策，化繁为简，使得高效管理更加规范和科学，更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互联网 +”
时代，高校要在竞争中寻求突破与发展，就必须采用智能化管理，有效整合各系统协同工作，提高管理

效率、教学质量及服务水平，增强竞争的综合实力［4］。在数字化校园中，教师、学生和管理者通过互

联网平台实现三方的交互。这要求在海量的数据处理过程中，积极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实现智能化管

理。这些庞大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和决策判断均需要智能化系统来辅助，只有这样才能优化整个高

校管理资源的分配，提高校内外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可见，利 用 智 能 化 管 理 是 时 代 发 展 的 必 然

结 果，只有综合采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处理这些庞大数据，才能为高校管理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三、网络化: 课堂教学及管理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21 世纪是网络化信息技术时代，网络化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化教育

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创建新型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显然已不能

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课堂教学逐步跨入综合利用现代数字化教育技术的新阶段。利用现代数

字化信息技术变革课堂教学结构，将数字化信息技术科学有效地运用到学校课堂教学实践中，成为当

今学校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将当今信息时代的年轻人称为“APP 一

代”，这一代人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习惯于从网络、电视、动画中学习，对依赖课本

和辅助材料获得信息的学习与授课方式越来越没有耐心［5］。与传统教育中成长的一代人相比，网络

一代人更习惯于不教的学习方式［6］。网络改变了高等教育以教师教为主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能接触

到更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向以自主学习、网络学习、合作学习为主，更加强调学生

的学习主体性，更能调动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积极性。
在“互联网 +”时代的影响下，虚拟现实( Virtual Ｒeality) 等技术的开发，有利于教师营造仿真的

教学环境，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也获得真实的教学体验［7］。传统的老师教、学生学这一单向度的交流

局面正逐渐被改变，教师和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双向互动交流甚至多向互动交流，课堂不再局限于以

往教师一言堂的局面，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如微视频、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等方式，让课堂更加

丰富多彩。互 联 网 作 为 教 育 信 息 资 源 具 有 跨 越 时 空 限 制 的 知 识 宝 库、多媒体信息传递系统以

及多向交流的传播媒介的特点［8］，更能适应课堂教学和管理的要求。在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影响下，

课堂教学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场所，教育正在进入第三个时代———“学在网络”，开始突破时间限制，以

学生发展需求为中心，强调学生的“学”，相应地学生学习的方式也发生转变，谋求更多新的学习技能

的获得。
数字化校园为课堂教学提供了信息化保障。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数字化课堂教学优化了师生

互动及生生互动，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全面、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及方便、快捷的教学手段，为课堂教学的

顺利实施创建了良好的环境和平台。数字化课堂教学平台有利于课前、课中、课后的充分衔接，有利

于教师便捷地掌握学情以便优化课堂设计，有利于多种形态教学资源的充分整合和利用，有利于减少

师生的课业负担，有利于扩展课堂教学的容量及课堂互动的多元开展，从而充分实现“以学定教”“因

材施教”的课堂教学目标，促使课堂教学及管理走向高效。

四、个性化: 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

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9］。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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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的影响下，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式将更趋向个性化，更加注重学生个体的个性化发展。
只有将个性化教育融于现行的教育体系之中，为学生个性的释放与完善提供指导和帮助［10］，才符合

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适应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担。人才培养质量与规格的个性化( 定制化) 是高校在“互联网 +”背

景下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在探索如何培养更多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现实急需和未来发展的人才。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大学新校区

开始扩建，生源数量急剧增加，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同时，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却逐渐呈现

趋同化，行业特色型院校的行业、领域特色被抹杀［11］，“千校一面”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模式

下，整齐划一、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忽视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发展需求差异，学生的兴趣、特长被忽

略。实践证明，单一趋同的人才培养不能很好地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社会对人才多样化和个性

化的需求。
“互联网 + 教育”则在很大程度上能革新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式。未来的高等教育将更具开放性

和个性化特征，将会更加注重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充分发展，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个性化和定制化特征凸

显。人才培养方案个性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各个环节，

为每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定制需求。在入学阶段，根据学生入学在线评测报告，合理、准确地

判断和分析每个学生的特点，并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为学生提供更为积极的专业指导，真正做到

因材施教，以学生为本。同时，海量的在线教育课程资源，为学生个性化培养提供了条件，学生能够结

合社会所需和个人特点，自由选择职业所需要或者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 +”
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不是仅仅对某一方面的改变，而是要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考
核评价制度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改变。

五、分散化: 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与创新

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使得教学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单一的班级授课制逐渐走

向分散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打破了学校

教学组织的单一形式［12］。未来的高等教育，由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介入，教师和学生之间通过网络

互动更加便利，通过微课堂、微视频、网络课堂等多种形式( 当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发展和颠覆

性突破，会有更为多样的教育形态产生，将会进一步促进教学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和分散化) 突破时空

的限制，学生和教师的角色将不断发生改变。由于教学组织趋向分散化，传统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

形式不断受到挑战，如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和速度大大提高，班级授课制中教师仅仅依靠书本知识教

育学生的形式已经远远不够，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者角色转变为引导者，学生将在更大程度上通过网

络在线学习的方式达到学习的目标。
“互联网 + 教育”大大增加了学生获取知识的多样化。学生学习不再是简单的重复课本，不再局

限于学校以内，知识跨越学校的围墙，实现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三方联动。学生通过

移动互联技术实现随时随地学习的模式，学习更具灵动性。MOOCs 本质上就是在“互联网 + 教育”下

教学组织走向分散化的表现。MOOCs 凭借互联网无边际、低成本、易介入等特点及世界著名大学的

影响，引发高等教育变革［13］。MOOCs 将课程、学生学习进程、学习体验等系统地在线实现，打破了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更有利于终身学习社会的构建。可以说，MOOCs 就是一种“互联网 + 教育”的新型

教学形态，这种教学形态是一个秉持开放理念的新模式［14］，解放了传统教师和学生之间受制于班级

授课制的单一形式。

六、服务化: 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互联网 + 教育”“大数据 + 教育”对于传统教育具有相当大的冲击力。传统教育仅仅围绕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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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学校三者的存在，知识局限于学校的围墙之内，学生们按部就班地接受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安

排，机械地完成学校教育，而“互联网 + 教育”“大数据 + 教育”则能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高校的教育

教学将更趋向服务化。
教育教学方式服务化主要基于教育的本质而言。教育作为一项人与人之间进行双向交流的活

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坚持以人为本。在互联网、大数据的影响下，高等教育教学方式开始转

向服务化，但这种服务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支撑。应该明确的是，技术仅仅是教育教学的

手段，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的。首先，在“互联网 + 教育”的影响下，未来的高等教育

教学，尤其是教学方式将变得更加多样化，这是由知识生产方式、存储方式和获取方式的多样性所决

定的。其次，在开放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图书馆更倾向于服务教育教学的角色定位，通过打造数字

化图书馆、电子图书馆等方式，让学生、教师、广大科研工作者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辅助学业、教
学、科研的完成。同时，高校的图书馆可以通过高校之间的联盟，共享信息资源，进一步推向社会，造

福社会广大知识需求者。最后，服务化还表现在高校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教

育信息处理技术被广泛运用于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将大大提高高校信息化管理的效率，使教育教学管

理服务化成为可能。高校可以通过技术的支撑构建信息数据库，学生和教师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管理

系统网站，查看或搜寻自己需要的信息。进一步说，高校甚至可以为方便学生和教师的管理，建设师

生管理服务在线大厅，为师生随时随地在线进行沟通、交流以及解决相关问题提供技术支撑，真正实

现全体师生足不出户即可解决现实问题。
可见，教育教学趋向服务化，不仅是“互联网 +”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知识化、信息化社会发展

的内在要求，更是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必然趋势。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新兴技术的引入，

使得共享信息成为可能，更多的教师、学生、管理者可以更方便地获得信息，高等教育教学将呈现更大

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服务性特征。

七、云化: 教学资源管理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云化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教育资源存储以及管理方式的改变。在传统教育模式中，学生获取

教学资源的局限较大，教师分享教育资源也受到时空的限制，学生难以拓展除本专业外的其他学科专

业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教育资源的分散，真正优质的教学资源没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要想

真正解决教学资源问题，教学资源云平台的建设愈发重要，而“互联网 +”带来的云计算正不断地融

入教育领域，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云平台的建设。高校通过引入云计算技术，构建共享平台，

学生、教师下载教学资源不再仅仅局限于校内，可以通过学校之外的云服务商获得，实现知识的共享。
以云计算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是人类思维的有力工具，它将大量待处理的数据拆分为小型

数据集，通过多台服务器提供前所未有的信息处理速度［15］，以加强校与校之间的协同合作。
云计算还将带来教学资源的云化，将信息或知识以云化的方式存储，更便于移动使用，更利于冲

破传统的高等教育将知识局限于围墙之内的桎梏。云计算给予高等教育很多优势，比如减少教学资

金的投入、降低存储成本、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等。同时，网络化的教学资源不仅更加容易获得，而且

还可以被重复利用，充分实现教育资源的价值和使用效率。此外，各种网络化的教学资源可以大大丰

富学生学习的内容，让学生更加自主地学习，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学资源的云端化可以使成千

上万的人员共享一个应用系统，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教师可以时刻关注教学资源，促进彼此之间的沟

通和交流，不断更新云化的教学资源。未来，高校可以通过构建云服务平台或者与云服务商协作，打

造全面的云化教育资源，加快高校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学生可以通过无线局域网直接进入云化教育资

源的学习客户端，实现课堂教学的无障碍沟通与交流，建构现代化的教学模式。

八、智慧化: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变革与创新

智慧化是未来高等教育在“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的基本走向。智慧化主要是综合应用新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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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打造智慧化校园文化，构建富有网络化、现代化的新型校园形态。2010 年，浙江大学最早提出

了“智慧校园”的概念，其内涵包括无处不在的网络学习、融合创新的网络科研、透明髙效的校务治

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和方便周到的校园生活等方面［16］。智慧校园是在当前教育信息化基础之上

提出来的，在为师生提供个性化服务的理念指引下，提供一种新的智能感知环境和新型的校园形态，

为高校的校园信息化建设奠定基础。
智慧校园不断融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彻底打破传统高等教育的模式。

智慧校园通过物联网技术提供一个全面感知的环境，随时随地捕获校园人、物的信息，并对学习者的

学习活动进行传递; 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高校无线局域网全覆盖，实现网络之间的无缝链结; 通

过大数据信息的收集、分析，实现对信息的分析和预测等。大学智慧化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

势，将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引入大学校园，通过技术的支撑，为大学生们营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在更大程度上契合现代大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要求，更好地适应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使得学习者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更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服务社会发展。

九、结语

高等教育领域在“互联网 + 教育”的影响下，掀起改革和创新的热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指引高

等教育新的发展方向，在互联网技术的带动下，高等教育出现知识数字化，教师、学生及管理的智能

化，课堂教学及管理网络化等变化，出现了“互联网 + 教育”“互联网 + 教学”“互联网 + 教育管理”等

新型教育形态。这种形态带有独特的跨界融合性、创新性以及开放性，适合目前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

教育的发展规律。在教育中，不断融入新事物，有利于教育落地生根。相应地，新型教育形态受制于

互联网、物联网、数据处理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积极促进各种

新兴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发展，加强跨界整合。此外，还应注意到，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在

促进高等教育变革创新发展的同时，自身也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互联网 +”时代成长起来的

学生，是否具备控制自己不受网络侵害的能力; 教学中不断地引入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教学、课堂微视

频等逐渐取代传统的面对面授课交流，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的思维能力; 没有教师的督促，学生

是否能积极主动地接受网络课程，个人的学习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等均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可能出现

并需要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事物的发展趋势总是螺旋式上升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欣喜

新事物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也要警惕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只有具备全局意识才能不断地推动事

物发展的进程。“互联网 + 教育”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我们全面认识和看待，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推动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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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Internet Plus

CHU Changlian1，MO Cancan2

( 1． Development Planning Office，Anhui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Hefei 230061，China;

2．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 The coming of“Internet plus”era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leads to the education revolution ———the third education revolution． To a large ex-
tent，the third education revolution will break and restructure all aspects of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and the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will converge with the new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Internet plus”，to achieve a new mod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pth of integration，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Internet plus education”，“Internet plus teaching”and“Internet plus education
management”and other new education forms．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are the following eight aspects: digi-
talizing of th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training，intellectualizing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serving of ed-
ucation and teaching，clouding of educational resource and intellectualizing of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Internet is a“double－edged sword”，and there are some defects and short-
comings while promoting the changes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such as the Internet
security problem，students＇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the students＇ learning quality problems，
etc． which require ours rational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Key words:“Internet plus”; technological change; new educational type;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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