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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对外汉语学习者的迅猛增长，对外汉语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以互联网和信息数据中

心、数字化图书和数字视频各类新兴技术支撑的 Edu 2.0 时代，通过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的构建，资源得到更加

合理的分享和利用，对解决对外汉语教学资源不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Edu 2.0  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  现代教育技术  资源共享  三网合一 

EDU 2.0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Platform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Zheng Tongtao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EDU2.0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CSL. The author argues that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eventually bring Internet, TV, and Mobile phone together and use them as a devi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paper outlines a special system for delivery of TCSL courses and resources sharing. The system includes a cloud 

database, digital library,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multimedia course delivery system, and online assessment system.  

Key words: Edu 2.0, TCSL, cloud computing, resources sharing, network integration 

1 问题的提出 
2005 年，席卷全球的Web 2.0 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技术的使能作用，从对互联网的被动使用到

主动创造，Web 2.0 更加注重网站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不仅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更是互联网

信息的贡献者。具有Web 2. 0 特征的网络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延伸，由Web 2. 0 衍生的“2.0”网

络文化在教育领域的渗透，推动了教育信息化应用的又一次革命，意味着EDU 2.0 时代——“以

互联网和信息数据中心、数字化图书和数字视频各类新兴技术支撑的网络教育” 时代的来临。 

    关于EDU 2.0 的定义，目前在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将EDU 2.0 理解为：利用第

三方网站的全面教育（comprehensive education using third party web site），具体表现在创建老师与

学习者分享和使用资料的社区，所有资料都将被快速地创作、归类、浏览、分享和整合，课堂管

理、任务追踪和自动化测试将被广泛地免费使用，学生可以在学校和在家中获得个性化的辅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汉语学习正在全球范围

内升温，国外学习对外汉语的人数已达数千万人，有 100 多个国家的各类教学机构教授对外汉语

课程。 在Edu 1.0 时代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的“教”往往以板书、讲授方式进行，学生则主

要通过传统的纸质教材和各类参考书、课堂笔记和教案进行资源的接收与内化。这种以课堂学习

为主的师生间教学资源传递与分享方式显然已无法满足全球对外汉语传播与推广的需求。 

将EDU 2.0 技术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有利于打破历来封闭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动态的、开

放的、交互的新思维方式，有效利用远程教育资源的优势，增强了学习资源的交互性，有利于激

发和维持学习者的交互动机，及时进行交流反馈，从而真正突破制约对外汉语国际推广的空间与

时间障碍。然而，Edu 2.0 时代下面的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分享方式将会是怎样？以何种形式存在？

通过什么介质传递到教师和学习者手中？又将获得怎样的教育效果？这些是对外汉语教学界亟

待探讨与解决的问题。 

2  EDU 2.0 时代的教学资源分享方式 
在EDU 2.0 时代，教学资源分享应当是“横跨 Internet 互联网和Mobile internet 移动互联网，

以云数据中心为支撑，通过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中心、教务管理系统、远程教学系统、视频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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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系统、在线题库等软件体系的集成，融合嵌入手机、计算机（桌面和笔记本电脑、各种超便携

计算机）、数字电视终端的全球性对外汉语学习平台”。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与对外汉语国际推广

时，“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的构建是 EDU 2.0 理念与技术的重要体现。其中建成的 Con-net 

(Confucius Net) 孔子网络专线是构建该平台的网络基础，CDC（Chinese Data Center）为对外汉语

云数据中心、软件系统集成与“三屏”硬件终端则是其进行数据传输的具体形式。 

2.1 Con-net（Confucius net）孔子网络专线 

 “对外汉语云教育平台”是对外汉语教学在 Edu 2.0 时代下的探索与尝试。“云”是一种隐

喻，所指基于 Internet 的系统平台，在云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计算资源，包括软件和硬件。对外

汉语云学习平台则是基于互联网网络的对外汉语学习平台，指通过 con-net 提供的网络信号，使

分布于全球任何一个网络终端，能够高速、便捷、实时地予以使用的对外汉语学习平台。 

Con-net 孔子网络专线在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整个对外汉语云学

习平台提供底层的网络基础。Con-net 的骨干网是Cernet 赛尔网，其连接国内 2600 多万高校在校

师生和 1000 多所高校及其图书馆。Con-net 搭配接入电信、网通等光纤专线带宽，在英国、北美、

俄罗斯、澳洲、香港分别规划 5 个专网，提供 WI-FI 和 3G (WCDMA、TDSCDMA、CDMA200

三大通讯模式移动互联网) 信号接入，为全球用户提供VPN 服务，以保证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的

网络接通率与稳定性。 

此外，全球对外汉语服务呼叫中心 （Confucius Call-Center）、对外汉语网络教务管理系统、

对外汉语视频教学系统、对外汉语资源中心都将基于 Con-net 网络，通过该网络，能实现传统电

话和电脑以语音和视频流两种方式，分别实现互动沟通，达到对外汉语教学实时和即时，“一对一”

和“一对多”两种形式，语音教学和视频情景教学两大类型的教学效果。 

 

 

 

 

 

 

 

 

 

 

 

 

 

 

 

 

 

 

图 1 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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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DC（Chinese Data Center）对外汉语云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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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n-net 专线网络的支撑下，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将以“云数据”服务为系统设计理念，

依托于Cernet 将国内近千所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图书（教参、电子杂志、多媒体课件等）资源进行

整合，所有数据统一存储于CDC，各类分布式数据库也统一整合在CDC 体系里。CDC 为整个对

外汉语云学习平台教学资源提供“一站式”全球性响应服务，避免用户跨越多个高校图书馆、多

个教学平台、多个存储系统去搜索和下载资源，大大提高数据服务的效率。CDC 包括了语音数据

中心，在 CDC 的支撑下，能够实现整个对外数语云学习平台所有数据中心内资源的统一检索和

跨库传递。 

图 2 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数据传递示意图 

 

2.3 软件系统集成 

软件系统集成是整个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实现个性化学习、教学资源智能化匹配和面向用户

交互的第一渠道。 

以厦门大学对外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为例，目前正努力实现数字资源中心、教务管理系统、

远程教学系统、视频授课系统、在线题库五大软件系统的无缝集成，并已着手规划全球最大的对

外汉语数字图书馆（含数字杂志）。其中数字资源中心包括课件资源库、教材资源库、文献资源

库、机构信息库、教学与管理人才库五大数据库系统。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软件系统： 

1. 手机在线学习系统 

该系统现已实现对数字资源中心内的电子书、视频、动画、音频等教学资源的访问和下载。

视频点播能让手机用户通过普通手机安装客户端进行自主性学习，所有教学资源都可提供手机下

载；视频电话能实现学员与课堂、教师间实时的互动，有利于进行交流性课题的实时探讨，主观

意识的分享。 

2. 教务管理系统 

教务管理系统集成了网络教学课堂、网络答疑系统、在线题库。网络教学以学生自主学习为

主，教学内容实现了多层次、个性化、多媒体化，实现了教学环境时空的开放化。网络教学依托

数字化教学平台，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虚拟课堂教学环境的架构，教师借助网

络教学平台给学生以引导和帮助，学生面对超文本教学情景实现自主学习，师生之间实现了全新

的“协作”和“会话”方式。 

网络教学的优势在于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上网参加学习，而教师则不可能及时回

答如此众多用户的问题，并且不断地回答重复或相似的问题也是低效的。因而，它不是学生和教

师之间及时有效的答疑及交互方式，而网络答疑系统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答疑系统的基本

结构采用的是开放式主从结构 (server - client)，分成服务器 (server-side) 结构及客户机 (client-side) 

资源接受结构两个部分。对外汉语远程学习者可利用浏览器作为输入界面，提出问题或输入查询

请求，浏览器将这些数据返回给服务器，服务器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处理，通过 ADO 创建数据

对象，根据用户的请求对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 (或是将数据存入数据库，或者是对数据进行查询

等)，最后服务器将执行的结果再通过ASP 程序返回给浏览器，通过WEB 页面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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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中文教务管理系统界面 

 

3. 分布式数据库  

依照“云服务”的设计理念，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将所有软件系统的用户身份数据库统一设

计成独立权限的数据库，其数据所有子系统的用户认证所调用，实现了用户的身份认证统一，一

次登录云平台，即可使用所有云服务。其次，在各项子系统的数据库，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

所有子数据库都通过APP 接口，达到与主数据库的模块化无缝连接，从而使对外汉语学习者的资

源获取更为便利和快捷。 

 

 

 

 

 

 

 

 

 

 

 

 

 

 

 

 

 

图 4 分布式数据库构架图 

 

4. CDC 数据输入与输出标准 

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设计规范，具有统一的数字信息输入与输出标准，所有云平台的各类数

据，都依照相关标准入库与输出，从而实现了整个云平台数据的通用性，以及数据跨平台的平滑

调取。 

5. 用户身份认证的集成整合 

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的软件系统集成，实现了用户身份的统一认证、标准化、跨系统整合。

对外汉语远程学习者无论通过手机、电脑或是数字电视终端，均可登录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的管

理平台。在进行用户名和密码等形式的身份认证后，即可实现对云学习平台内所有软件系统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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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这个基础平台、统一身份认证以及统一门户的支撑下，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实现了真正的集

成整合、数据传递和共享。 

2.4 硬件终端：“三屏” 

所谓三屏，是指电脑屏，电视屏和手机屏，三屏融合的概念是指充分利用现有的平台和资源，

以用户为核心，在三屏之间形成很好的视频资讯传递互补和服务的统一，从而推动彼此的价值提

升。视频则是三屏之间一个很好的交汇点。 

1. 手机屏 

即传统意义上的手机，它具备如下的特征：（1）获取操作系统的手机，能运行 PC 电脑终端

的word、ppt 软件的智能手机，包括 apple OS 苹果系统、symbian 塞班系统、windows mobile（微

软公司）系统、Android（google 谷歌公司）系统；（2）接入移动互联网，即 3G (TD-SCDMA、

WCDMA、CDMA2000) 和未来 4G（TD-LTE、FD-LTE），WI-FI ；（3）视频录制功能。 

图 5 手机屏视图 

对外汉语具有人文特质，除语言外， 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信息都是与语言组

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在学习中应注重形象的感染、感情的熏陶。手机屏除了可以传递文字信

息外，还可以传递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信息，具有多媒体的功能、立体化的效果。能够为对

外汉语学习创造图文并茂、音画交融的情境，激发与维持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随着 3G 牌照的发放，手机屏的移动应用发展时机也逐步成熟。手机屏应该是电脑屏和电视

屏的精华延伸和价值提升手段。手机上的视频应该和电脑、电视都有差异，特点是短、小、精。

其目的不全是让用户将时间花费在手机屏上看电视，而是通过展示和引导，将用户拉回到电视屏

前，为电视屏提升价值。手机屏的业务外延包括提供图文、视频、音频结合的综合信息服务，可

以把内容与互联网结合。笔者认为视频数字化、播放流媒体化、收视互动化和个性化是手机屏未

来的发展方向。 

2. 电脑屏 

即传统的桌面电脑、笔记本电脑，超便携电脑（上网本、MID、UMPC），能运行各类软件，

并实现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电子终端。以电脑为媒介的交流已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较常用的手

段。以上谈到的技术也大多基于电脑这一主要媒介工具。以电脑为媒介的交流手段是要让学生最

大限度地接触有意义的材料并且在大脑中建立个人的语言体系。包括电脑网络上的文字的和语音

的交流、实时 (real time, synchronous) 与非实时 (asynchronous) 的交流。例如，网上的打字聊天

就是文字实时交流，网上讨论组是非实时的文字交流。网上的语音聊天就是实时的语音（音频或

者视频）交流，网上语音讨论就是一种非实时的语音交流[4]。通过以电脑为媒介的交流手段，不

同国家、地区和学校的对外汉语学习者可通过音频、视频的实时会议进行交流，也可通过电子邮

件进行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反馈。 

3. 数字电视屏  

即传统意义上的数字电视，以有线网络（数字信号）连接的电视，通过软件和硬件（类如电

视遥控器），能实现对互联网资源的访问和点播的终端。  



中文教学现代化学报       The Journal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JMCLE 

JMCLE Vol.1 No.1 Mar. 2012 PP.34-41 ©Association for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39 ~ 

 

图 6 数字电视屏视图 

数字电视用于课堂教学有两种方式。方式一是根据电视台的节目播放表，直接收看电视台播

放的数字教育电视节目；方式二是将传统教学录像带经数字化压缩后放到视频服务器中，教师可

在与互联网或校园网相连的多媒体教室中，通过计算机终端自由点播这些数字教育电视节目。数

字电视还可通过广电网或互联网络，实现跨地域的远程教学。远程接收站点可以首先将远端视频

服务器上的电视节目下载到本地服务器上，然后在当地的局域网范围内点播；也可以通过互联网，

利用标准的网络浏览器，例如 IE或 Netscape及插件，点播远端服务器中的教学课件或实时收看

远端广播服务器传送的电视教学内容。利用视频点播可以自主选择教育电视节目内容，增强了远

程学习者学习的自主性。 

采用数字电视广播传播对外汉语教学信息，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共享。

由于数字信号可以依据不同算法进行数据压缩，从而在一路模拟信道上可以传递多路数字节目

（4~8 路），必然增强信道利用率。更重要的是借助数字传输方式，可以建设“校校通”（大、中、

小学校、研究院、职业培训）“路路通”（各类图书馆、资料馆），为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共享提供

了必须的物质基础。同时，数字电视广播强大的交互功能有利于对外汉语远程学习者形成完整认

知结构。与单一通道输入相比，多通道信息输入可以使认知加工更为高效。统计数据显示，我们

能够记住 90%的行为信息，而阅读信息只有 10%。在数字广播系统中，用户通过富媒体完成与服

务器端交互过程。富媒体（Rich Media）是集影像、语音、图形和文字同步结合成易于搜索的交

互式格式，其内容可以包括HTML、Java scripts、Microsoft Netshow、Real Video 和RealAudio、

Flash 等等，其所涵盖的技术会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而逐渐增多。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富媒体可以通过编程技术，实现生动灵活的交互功能，与学习者进行直

接互动，使教学双方信息透明传输。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码技术MPEG-4 编码，可以生成富媒体文

件实现多通道信息输入，根据师生双方需要传达图象、文字、数据等教学信息，从而提高对外汉

语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 

网络教学与数字广播实时教学系统有很大共同性，可以说“数字广播实时教学系统是网络教

育的必然发展”。网络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如教师角色转变问题、质量保证体系的

建立等，还没有全部解决。在数字广播实时教学系统中，也会遇到类似问题，这就要借鉴网络教

育经验。同时应当在师范教育中开设相关课程，教授学生利用数字电视广播进行教学，要培养一

批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合格教师：他们要具备一定信息素养，熟悉数字电视特点，可以合理运用

多种技术。 

2 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在全球孔子学院的应用  

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大学的建立，对外汉语国际推广中瞄准了“网络”这个当代技术载体。

由此以高科技为手段的网络对外汉语教育开始迅猛发展。电子教材的多样化和网络的普及进一步

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电脑和网络教学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外采用网

络进行第二语言教学也正在筹划中。在设计对外汉语课程和利用网络实施教学的时候，人们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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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是两方面问题即语言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根据网络的技术特点，在实施对外汉语课程的

编写时候可以积极地调用国内高校创建的语料库，这里包括近年来创建的针对留学生语言系统的

偏误库。在每个单元、每个教学环节和具体的语篇内容可充分地调用课文、图像、音响效果，必

要时候可以运用人机对话技术。也就是说，对于输入的偏误或错误的句子进行自动的纠正；在实

施教学的环节要考虑到网络传递远距离教学特点，安排具体的教学活动。可以借用多媒体技术在

其中安排经典课程视频，以真实语境中母语者之间、母语者和第二外语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之间的

视频录像来辅助对外汉语教学的顺利完成。 

 

 

 

 

 

 

 

 

 

 

 

 

 

 

 

 

 

图 7 云学习平台的主要功能 

 

就当前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网站建设情况来看，基本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对

外汉语学习网站有夏威夷大学主办的 Integrated Chinese（IC）中文听说读写与“中文新闻”华语

理解网络课程；长堤加州州立大学主办的“网上学中文”平台；CLAS，(美国)大学语言协会；LaTrobe

大学主办的中文学习网站；加拿大“我的中文网”网络公司等；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对外汉语学习

网站则有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主办的对外汉语网；网络孔子学院；计算机辅助对外汉语

教学网；对外汉语教学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对外汉语国际推广中心；上海外教网等。这些网站

各具特色，有采用图片、声音、动画、视频、文本其中三种以上媒体进行制作的网站，有纯粹用

动画制作的汉字学习网站，也有采用大量文本与简单的图片和声音制作的网站。它们是对外汉语

学习者获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资料，维持学习者持久的对外汉语学习兴趣的重要渠道，同样也

为教师的资源获取、在线答疑提供了便利。 

厦门大学南方基地教学平台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基本建立的以云计算为构架的

对外汉语教学平台。学习功能如图 7 所示。内容主要包括教学团队简介、教学内容、课程大

纲、学习资源中心、作业区、交流解答、学习跟踪统计、在线模拟测试、课程评价、学术研

究成果、课程论坛、课程新闻、课程通知、留言板、教师博客等栏目。其内容主要包括视频

课件、动漫、讲义、课程大纲、电子教材、教师教学录像等，其中又以视频课件为主。 

通过检索系统学生可以查询下载学习平台的数据库德资源。如图 8所示。大量分布于互

联网上“孤岛”可以因此而被打通。分布存储、资源共享成为本平台的一大特点。 

由此可见，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技术已经得到国内外教育学者和机

构等的重视。语言的教学环境和实施其中的技术已经成为影响语言教学优良的关键因素。 

 

 

 

 

平台主要功能： 

  主栏目 子栏目                         说明 

南方基地 

1、基地新闻 

2、汉语研究 

3、招生信息 

4、精彩课堂直播 

作为南方基地网站的延伸，南方基地的相关资讯新闻、

信息，以及手机直播相应课堂，会议等。 

孔子学院 

1、热点信息 

2、汉语推广 

3、招生信息 

4、优秀课件 

 全球孔子学院的分布及汉语对外推广的骄人成绩，了

解其他孔子学院的状况、以及招生开班项目，推荐的精

彩课程。 

汉语学习 

1、汉语学习 

2、地方语种 

3、声乐舞蹈 

4、特色才艺 

发布汉语学习招生计划，包括语言、文化、声乐、京剧、

地方艺术等等。后期可搭建固定网络和移动互联网融合

的汉语移动学习班。 

中华文化 

1、汉语特色 

2、古典声乐 

3、地方民俗 

值得传承的中华5000年文化底蕴展示，包括：汉字演变、

古典声乐、舞蹈、少数民族特色及中国地方特有民俗内

容。 

在终端支持下，配几款简单的汉字游戏饴情。 

移动课堂 

1、汉语课程 

2、其他课程 

3、直播课程 

掀起手机学习汉语狂潮，以视频、音频结合类的流媒体

播放为主，单文字图片格式和单音频格式辅助。点播的

每个视频类格式文件长度以播放时间 8—10 分钟。内容

分点播和直播两种。 

汉语论坛 

1、汉语论坛 

2、在线翻译 
为汉语工作及学习者提供手机交流平台，以论坛模式管

理。同时配多语言转汉语的翻译，吸引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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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对外汉语云学习平台检索系统所意图 

 

4  展望 
4.1 数字化电视点播学习 

随着大陆 “三网合一” 的逐步推进，作为家庭覆盖面最广的数字化电视，也将实现数字教学

资源的分享。用户通过家庭电视的遥控器，就可连接进入数字教学资源分享平台的云数据中心，

通过用户认证后，即可调阅、下载或上传，进行数字教学资源的分享过程。屏幕比较小的手机更

多是起一个媒介的作用，而屏幕较大的电视则作为一个展示窗口，甚至电脑屏也要加入进来，三

个屏之间优势互补，从而给用户以无缝的体验。 

4.2 全球化数字资源分享平台 
随着手机终端、电脑终端和云数据中心的逐步成熟，数字资源积累量的增加，未来的全球化

数字资源分享平台，将满足学员只要一部手机或电脑终端，依靠互联网 Internet 和移动互联网

mobile-Internet 连接数字教学资源分享云数据中心，即可实现获取全球所有高校的开放性教学资源

分享过程，实现教育的“地球村”，达到 24 小时不间断实时和即时分享，全球化跨越的理想状态。 

总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国内各级高校和机构将继续增加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数

量。同时，伴随新一轮的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对外汉语教学将会以更大的幅度传遍世界的每个角

落。那么如何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提升对外汉语对外教育的现代化程度，使我们必须面对

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技术因素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关注如何扩大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科技含量，利用人类科技所带来的成果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这是教育工作者与信息

工作者应该继续探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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