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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研究的必要性

1.1.1 互联网时代人们学习方式的变革

当今社会，由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已

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网上购物到网上理财，从网上订宾馆到网上订

餐，从网上购买机票到购买火车票，从网上挂号到网上咨询，从网上聊

天到网上面试等等，互联网已经无处不在，并且正在改变着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不论是工作方式还是休闲娱乐。

同样，教育领域也正在经历着由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革。人们学习

的地点已经不再局限于课堂，学习时间也灵活多样，学习内容的呈现方

式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课本，而是电子化的多种形式，音频、视频

教材已经普遍地被应用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学习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习者已从被

动地学习地位转变成为主动的学习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

在网上寻找学习资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生活节奏，灵活地安排

学习时间和学习时长；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灵活地选择学习的内容

以及内容的呈现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已为当今人们的学习

打开了便捷的大门，并提供了五彩缤纷的丰富学习内容，加速了人们获

取知识的速度和效率，有效地提升了人们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为人

们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目前，世界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从慕课（MOOCS）的兴起到机器

人支持下的协作学习、云计算环境催生的学与教协同、基于开源硬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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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学习（STEAM教育）、创客教育等信息化时代新的教与学模式的

蓬勃发展，正在重塑人类对学校、课程、教师、学生等的传统概念。

但是，互联网进入学习领域也给学习者带来了诸多挑战。例如，互

联网上各种丰富的资源容易使学习者感到茫然；在学习时间非常有限的

情况下，如何选择最有价值的优质学习资源？如何屏蔽商家网站弹出的

各种广告？如何抵制在线学习时种种干扰因素？这些与在线自主学习

（autonomous learning）有关的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也亟待深入研究。

1.1.2 大学生课外英语自主学习中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为基础必修课，一般都安排每周4

节课，共四个学期。如果按每学期16周（例如我校）计算，两年总的课

堂教学时数约为256课时。

“国际语言圆桌会议”曾根据语言难度对美国人学习外语达到各级熟

练程度所需课时数进行了估计。1级为初级水平，2级为初等中级水平， 

3级为高等中级水平，4级为高级水平。只有达到3级，所学外语才具有

实用性（文秋芳，2012）。下表列出了学习某种外语要达到的水平所对应

的课时数：

国际语言圆桌会议（ILR）外语说 /听 /读水平分级 1 2 3 4

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德语、南非荷兰语、丹麦语、

荷兰语、挪威语、瑞典语）

150 400 650 见（a）

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日语、韩语 350 1,100 2,200 见（a）

所有其他语言（例如，东欧、非洲和亚洲语言） 250 600 1,100 见（a）

（a）通常情况下，仅通过课堂教学达不到4级水平，要求在本土语言环境中大量运用所学

语言才能达到。

按照这个表来估算（参照美国人学习汉语，要达到3级实用水平，需

要2,200课时），中国人学习英语要想达到实用性的3级水平，理论上讲，

也应该需要大约2,200学时。但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中国大学生即使加

上其在中学阶段英语学习的大约800课时，到大学英语课程结束后，其英

语学习总共也只有1,000多学时，还未达到国际语言圆桌会议规定的初等

中级的2级水平所需要的课时。如果大学生要想达到3级英语实际水平，

还需要课外下大气力，花大工夫，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英语自主学习。

那么，我国大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状况是怎样的呢？作者对自己所

教的大学生做了一个学期的跟踪调查，具体调查过程及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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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学生刚进校时的英语自主学习状况

笔者于2013年9月即开学后的第2周，对自己所教的2013级新生4

个大学英语自然教学班共122位学生进行了“英语自主学习情况”问卷

调查，当问及“你上大学前是否听说过自主学习”以及“你认为什么是

英语自主学习能力”时，大部分同学都有自己的答案，说明学生对自主

学习有一定的了解。当问及“你认为自己是否具有英语自主学习能力”

时，有3人回答“强”，占 2.45%；56人回答“中”，占45.9%；48人回答

“弱”，占39.34%；另外，还有12人否认自己有自主学习能力，占9.84%。

显然，回答“弱”和根本没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占到了49.14%，几乎

一半，比例并不低。当问及“你是否已经知道如何提高自己的英语自主

学习能力”时，有40人回答“知道”，占32.79%；有82人回答“不知

道”，占67.21%。可见，不知道如何提高自己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

的比例相当高。当问及“你是否愿意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自主学习能

力”时，有83人回答“非常愿意”，占 68.03%；有37人回答“愿意”，

占 30.33%；没有人回答“不愿意”。可见，“非常愿意”和“愿意”的比

例高达98.36%。

通过这次问卷调查可知，大学生对“自主学习”的概念并不陌生，

对“英语自主学习能力”也都有一定的了解，而对自己的“英语自主学

习能力”估计并不高。其次，大部分大学生在刚进校时，还不知道如何

提高自己的英语自主学习能力，所有大学生都想要提高，超过一半的同

学这一愿望还非常强烈。显然，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能力成

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1.1.2.2 学生自己制定的英语自主学习计划完成情况

在开学初完成了“英语自主学习情况”问卷调查之后，笔者让每位

学生在一个月内制定自己本学期的英语自主学习计划，并要求学生在最

终确定自主学习计划前，与同伴（2人组）互相交流，互提建议，然后再

在小组（4人组）里进行交流，相互学习、借鉴，之后再定稿，并告诉学

生本学期应严格按照制定的英语自主学习计划执行，老师将不进行监督

和提醒，学期末将调查学习计划的完成情况。

在学期末的最后一周，即2014年1月，作者对所教4个英语班级共

122位学生进行了“英语自主学习计划完成情况”问卷调查，当问及“你

认为自己开学初制定的英语自主学习计划完成得是否满意”时，回答

“非常满意”的仅有2人，占1.64%；回答“满意”的有4人，占 3.28%；

回答“一般”的有50人，占40.98%；回答“不满意”的有45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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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9%；回答“非常不满意”的有21人，占17.21%。可见，“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的学生占到了 54.1%，比例相当高。当问及“你认为阻碍

你严格执行自己制定的英语自主学习计划的障碍是什么”时，回答“太

忙”的有65人，占 53.28%；回答“没人监督”的有76人，占62.3%；回

答“计划不合理”的有22人，占18.03%；回答“其他”的有13人，占

10.66%。可见，由于“太忙”和“没人监督”的原因导致计划没有很好

完成的比例都超过了多一半。当问及“你是否愿意有一个智能网络平台

来帮助你很好地完成你制定的英语自主学习计划”时，回答“非常愿意”

的有49人，占40.16%；回答“愿意”的有53人，占43.44%；回答“无

所谓”的有13人，占10.66%；回答“不愿意”的有7人，占 5.74%。可

见，回答“非常愿意+愿意”的占到了83.6%。

通过这次问卷调查可知，虽然大学生都制定了详细的课外英语自主

学习计划，但真正实施的效果却并不理想；虽然造成其不能很好地执行

学习计划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太忙”和“没人监督”。可

见，大学生的课外英语自主学习效果并不是说他们知道了什么是自主学

习、什么是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并制定了详细的自主学习计划就可以实

现的，必须要有有效的自主学习途径和监管措施；绝大部分大学生都希

望有一个智能化网络平台来辅助自己的课外英语自主学习。

由此可见，研制和开发一个课外辅助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智能化

网络平台是非常必要的。

纵观国外的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简称CALL）研究，可以看出，近年来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教育理念上，从传统的关注如何教，转到了关注如

何学。在研究方法上，把计算机辅助定性研究与计算机辅助定量研究相

结合。在研究对象上，从关注学习结果，转到了关注学习过程和学习者

诸因素的研究上。例如，从国际上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界久负盛名的杂

志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SSCI检索）所主办的历届国际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会议议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一变化。该会议从1985

年开始，到2017年已举办了18届。2017年会议议题聚焦在了“the role of 

the local context of the learner”，可见，研究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对外语学习

产生的影响已成为CALL研究的热点。

然而，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大多仍集中在课堂教学上，往往

忽视对学生课外英语自主学习情况的系统研究，也忽视对如何有效地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帮助大学生提高课外英语自主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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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最终提高其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研究。

诚然，自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7年正式颁布《大学英语课程教学

要求》以来，广大英语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了许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方

面的尝试。全国先后出现了4套大学英语网络教材，分别是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大学体验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视野大

学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全新版）、清华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交互英语》。此外，许多高校还开发或购买了网络

英语教学平台，丰富了大学英语教学内容，推动了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但是，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可以真正智能化地与

学生进行网上交互的自主学习网络平台，因此对学生网上学习的反馈和

指导仍然需要由教师亲自完成。由于教师在使用网络教材或平台时，需

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网上学习监控，所以基本无暇顾及教材以外的课外英

语学习活动。然而，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教学一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

追求的目标。《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也反复强调个性化教学和自主

学习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大学英语教师普遍教学任务重，科研压力大，

课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自己所教班级的所有学生都进行个性化辅

导，加之所教班级学生人数普遍偏多，个性化教学和辅导难以真正实现。

另外，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大

学英语学习阶段，专业基础课学习任务往往也很重，课外学习英语的时

间极其有限。本人曾对上海交通大学部分大学二年级学生进行了“课外

英语学习时间”问卷调查。随机抽样结果显示，学生所学专业对其课外

花在英语自主学习上的时间影响很大，有89%的理工科学生平均每天课

外学习英语的时间是24分钟，其中39%的学生并不是每天都学习英语。

因此，探索如何帮助大学生提高课外英语学习效率和效果，实现真正个

性化的（personalized）英语自主学习，从而有效提高大学生英语综合运

用能力，就显得非常紧迫。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课堂学习和课外自主学习构成了完整的学习过

程。只有把课外学习的任务交给学生，让其自己负起学习责任，而不是

单纯依赖教师的安排，将使学习成为主动型学习。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培

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责任心，而且会增强学生学习的成就感、激发他

们学习的积极性，促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学习。此外，为了贯彻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教育理念（Ma, 2007），应鼓励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课外的

自我管理，并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应该承担的

更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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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互联网上的英语学习资源浩如烟海，而英语学习者的时间和

精力往往很有限。研究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网络平台，使其能够根据学

习者的语言水平、时间安排、学习风格、学习动机等，提出不同的学习

建议，帮助学习者制定学习计划，并能够记录其网上学习过程，真正实

现个性化的课外英语自主学习，就成为目前我国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研

究的重点课题。

1.2 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研究所涉及的领域

1.2.1 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研究的学科定位

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按照我国的学科分类，

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涉及“文学”“教育学”和“工学”三大学科门类，

处于“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三个一级学

科的交叉位置。按照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来看，智能化英语自主学

习涉及“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教育技术学”和“计算机应用技

术”。

本研究所涉及的“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主要为“应

用语言学”。这里的“应用语言学”是指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即把语言学

的成果运用于语言的教与学，特别是第二语言的教与学或外语的教与学

上，这里的第二语言或外语指英语。

1994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简称AECT）给“教育技术学”下的定

义是“关于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的理

论和实践。”“学习资源”是学习过程中所要利用的各种信息和环境条

件；“学习过程”是学习者通过与信息、环境的相互作用获取知识和技

能的认知过程。该定义将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表述为关于“学习资源”

与“学习过程”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体现了现代教育理念，即从

传授知识转向发展学生学习能力、从以教授为中心转向以学习为中心的

重大转变。

“计算机应用技术”是研究计算机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理论、方法、技

术和系统等，是计算机学科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边缘学科，也是计算机

学科的组成部分。计算机应用分为数值计算和非数值应用两大领域。非

数值应用又包括数据处理、知识处理等。

计算机应用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是“人工智能”，主要研发一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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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某些智能的应用系统，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思维判断、推理等智能

活动，使计算机具有自适应学习和逻辑推理的功能，如计算机推理、智

能学习系统、专家系统、机器人等。

可见，研究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需要外语教学理论、教育技术和

人工智能的鼎力支撑，也会涉及认知科学、心理学、互联网和信息技

术（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计 算 语 言 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Mitkov, 2009）、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杨惠

中，2002）、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Beatty, 2005）等学科领域，是一个跨

学科的综合研究。

1.2.2 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的研究路径

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研究的路径首先是从外语教学（二语习得）视

角对学习者进行研究，包括学习者的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在线英语自主

学习动机和学习风格、在线英语自主学习需求、在线学习前的英语水平、

学习后希望和实际达到的英语水平等入手进行研究。

从教育技术的视角看，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研究在线英语学习资源

的设计与呈现方式以及在线英语自主学习过程，包括学习资源的难度分

级及标注、学习资源的存储和管理、学习资源的多样性、学习资源的随

机调用、在线英语自主学习过程的构成等。

从计算机应用角度，尤其是人工智能角度看，智能化英语自主学习

研究如何实现在线英语自主学习的智能化，包括智能化学习资源管理、

智能化学习过程记录、智能化学习结果即时反馈等。例如系统应该可以

根据每个学习者的具体情况，自动推送学习内容、实时跟踪并进行数据

采集、对练习和自测成绩提供及时反馈、自动提醒在线学习时间和自测

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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