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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a website for teach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ystem of AI concepts. The
concept system is used to link the course content with more AI resources such as papers, books, technique reports, multimedia materials,
virtual experiments, and etc. Consequently, a student can easily and orderly browses through AI knowledge which is beyond the
classroom. It is beneficial to self-learning and self-improvement of students. Furthermore,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website provides online communication tools including question answering,
homework checking, suggestion gathering, and student achievements exhibition. Profiting from the two strategies above, the developed
teaching website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stimulate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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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实现了一种以概念体系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教学网站。通过人工智能概念体系将课堂教学内容与论文、书籍、技术

报告、多媒体资料、虚拟实验等各种补充材料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使学生在相关概念的引导下，方便有序地获取用于深入学习的
补充材料，实现自我拓展和提高。同时，在网站建设中强调师生互动，为师生提供一个及时的网络沟通和交流平台，进行在线答疑、
批改作业、收集建议、展示学生成果等。通过上述两方面技术手段的运用，使教学网站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激发其学习兴趣与积极
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关键词

网络辅助教学，在线学习，远程教育，教学网站，人工智能教学

1．引言
利用网络辅助教学是现代教育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1]，有助于学生及时便捷地获取教学信息，已受到教
育工作者的普遍重视，目前许多课程都建设了相应的教学
网站。人工智能课程在计算机与信息类课程体系中处于基
础性的地位，是相关专业的理论基础课程之一。通过建设
教学网站提高人工智能的教学水平和效果也普遍受到人工
智能教育工作者的重视[2-5]。在互联网上已可发现不少国
内外大学开设的人工智能课程配套网站。但目前的人工智
能教学网站主要用于课程信息与教学资源的发布，存在两
个方面的不足：1）较少考虑学生在课堂教学基础上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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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型学习问题，因此或者没有提供附加学习资源，或者
虽然附加资源丰富，但组织不够有序，学生为了找到感兴
趣的内容往往需要耗费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2）师生
互动功能较少，主要为单向的信息发布，学生缺乏反馈其
问题和建议的快捷渠道。由于存在这两方面的不足，目前
的人工智能教学网站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上的
作用是有限的。
本文设计和实现了一种以强调人工智能知识有机联系
和师生互动为主要特点的人工智能教学网站。一方面，为
了便于学生在课堂学习基础上进行自我拓展型学习，通过
树状的人工智能概念体系将课件、习题、实验、附加资源
等学习信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形成
对人工智能知识框架的认识，进而以核心概念为纽带，对

感兴趣的相关学习信息进行方便有序的浏览。这种相关知
识的链接手段，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课堂教学内容，
而且可以扩展其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这也符合当前对于知
识结构化的重视[6]。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师生之间通过网
络平台实现高效便捷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在线答疑、作
业批改、建议收集、学生成果展示等功能。总体上，在上
述思想基础上开发的人工智能教学网站以人工智能概念体
系为中心，由学习平台和互动平台两大功能模块构成。试
图通过这种处理，使得人工智能教学网站能够在提高学生
学习效率、激发学生对于人工智能科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等方面发挥作用。

2．人工智能概念体系
以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和工程实践为主线构建概念体
系[6]。哲学基础涵盖目前实现人工智能的六大类思想和方
法，分别是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学习主义、行为主义、
进化主义和群体主义。工程实践涉及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应
用性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实现人工智能的硬件条件。按照
这种划分方式建立树状的概念体系。图 1 显示了该树状概
念体系的顶层架构，以及将连接主义中的部分概念展开后
的情况。
网站中的所有学习资源，包括课件、习题、论文、书
籍、技术报告、多媒体资料、虚拟实验等，都将与上述概
念体系中的一个或多个节点建立关联。建立这种关联也可
以认为是对学习资源进行了概念标注。需要指出的是：1）
根据概念之间的树状包含关系，如果某资源与某概念节点
建立了关联，则意味着该资源与该节点上层的所有父节点
都自动建立了关联。例如，如图 1 所示，如果某资源为 BP
神经网络中的知识，则该资源的标注概念不仅包括 BP 神
经网络，而且自动包括多层感知器、连接主义等各上层概
念。2）部分资源具有多重概念属性，因此允许资源被标注
为多个不存在包含关系的概念。例如，强化学习算法将同
时用行为主义和学习主义中的相应概念来进行标注。

图 1. 树状概念体系示意图

3. 学习平台
在概念体系基础上构建的网站学习平台包括课堂学习
和拓展学习两个部分，其中课堂学习部分服务于课堂教学，
为学生提供获取课堂教学资源的网络手段，用于下载教学
课件以及课堂上布置的作业题目，包括理论作业与实验实
践作业。
拓展学习部分则为学生的自我学习和提高提供相应的
支持，使其在希望更加透彻地理解和思考人工智能问题时
能够得到更多与课程内容相关的附加资源。附加资源被分
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资源为拓展练习题，学生可利
用这些练习题巩固和深化理论知识。第二种类型的资源为
拓展实验，包括虚拟实验和实验实践题目，使学生通过便
捷的实验和实践手段，增加对人工智能知识的感性认识。
与课堂学习部分的理论与实验实践习题不同，这里的拓展
练习题与拓展实验不强制学生完成，而是使学有余力或感
兴趣的学生自愿选择相关内容，达到自我巩固和扩展所学
人工智能知识的目的。除了练习题和实验之外的其他深入
学习资源，如论文、书籍、技术报告、多媒体资料、网络
资源链接等，统一作为第三种资源。以上三种类型的资源
库的建立是开放式的，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各网站使用
者都可以上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人工智能学习资源，经网
站管理员审核后，发布到网站上供大家下载分享。通过这
种群策群力的方式，不仅使得学生的参与感更强，兴趣更
加浓厚，而且使得可供利用的资源更加丰富。
课堂学习部分与拓展学习部分的课件、习题、实验、
以及其他各种学习资源通过概念体系链接在一起。在上传
资源时，需指定其与概念体系中一个或多个节点的关联关
系，给该资源标注相应的概念。标注了同样概念的学习资
源之间存在关联，学生可以在感兴趣的关联内容之间进行
漫游。图 2 显示了上传资源时确定资源与概念对应关系的
1 个例子。当上传一篇关于“什么是机器学习”的技术文
章时，在概念树上选择“机器学习的定义”这一相关概念
节点。如前所述，此时该资源也自动与该节点上层的各个
父节点建立了关联。图 3 显示了基于概念相关性的知识漫
游的 1 个例子。当打开课件时，将显示与之关联的论文、
书籍、网络资源链接、拓展习题、拓展实验、多媒体资料
等学习信息，如图中红色框所示。学生可以根据需要点击
红色框中的链接以获取相关内容。例如，如果点击图 3 红
色 框 中 的 第 1 条 附 件 资 源 “ what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peland, 2000)”，系统将打开该电子文档所在
的网页。通过这种方式，方便了学生对感兴趣内容的获取，
拓展了其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激发其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图 2. 资源与概念对应关系的确定例

深其对知识的理解。通过建议版块，学生可以提出关于课
程、教师以及网站的建议或意见，以便能够使其更好地服
务于学生和教学，同时也使得学生的主体感更强，能够更
加积极地参与到课程学习和建设中来。
3）作业上交与批改，提供学生上交作业和教师批改作
业的功能，学生作业和教师批改结果均以电子版形式上传
到网站上，通过统一的平台完成教学活动中的这个重要环
节。避免了传统纸质版作业上交与批改方式的繁琐、不易
保存等问题。同时，学生只能够查看自己的作业和批改情
况，而不能够查看其他同学的作业。相比于通常采用的 FTP
作业上传方式，这能够更加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作业抄
袭现象。
4）学生成果展示，用于展示学生们通过课程学习后在
人工智能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既包括在课程实践方面的成
果，也包括在本科毕设、创新实践、课外科技活动等方面
的相关成果。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学生上传自己的作品来实
现。通过展示之前学生的成果，有助于提高在读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这些成果也将作为学习资源的一
部分，与概念体系中的相应节点建立关联。
为了方便师生互动，增设了个人中心，通过个人中心，
学生可以关注他/她最感兴趣的互动内容，如他/她所提问题
的解答、需要完成的作业及其批改结果等等。图 4 通过 1
个例子显示了个人中心的作用。

图 3. 基于概念相关性的知识漫游示例（打开课件时显示与
之关联的附件资源，如红色框中所示）
图 4. 个人中心示例

4. 师生互动平台
师生之间及时的沟通和交流对于提高教学效果有重要
作用。网站为师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便捷的手段。本文设
计了四个方面的互动内容。
1）新闻公告，用于公布教学信息、网站信息、人工智
能会议信息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学术与社会新闻等。这
些信息只能由教师和网站管理员来发布，学生只能查看。
2）问题与建议。通过问题版块，学生可以在线提问，
教师可以在线答疑，这样学生的疑问就不必等到上课时或
者其他特别的约定时间来解决了，而及时解决学生的疑问
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促使学生保持学习兴趣等方面都有
重要的作用。此外，问题与解答又可看作一种特定的学习
资源，一者以表格的形式发布在网站上，供网站使用者浏
览；二者与相应的概念节点建立关联，学生在学习相关知
识时，可以浏览到之前已出现过的问题与解答，有益于加

5．总结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以概念体系为中心的人工智能
教学网站。该网站的主要特点是：1）通过概念体系，将人
工智能知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学生在掌握好课堂教
学内容的同时，通过概念体系的引导，方便快捷地浏览课
堂教学内容之外的更多知识，实现自我拓展和提高；2）强
调师生互动，通过网络平台这一有效手段，在答疑、批改
作业、成果展示等方面实现师生之间及时的沟通和交流。
通过对上述两方面问题的重视和处理，使所开发的教学网
站能够用于巩固人工智能的课堂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拓展其所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培养其对于
人工智能科学的学习和钻研兴趣。下一步将通过长期的教
学实践，对围绕该网站所开展的教学活动的效果进行深入
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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