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 

---《大数据驱动下的常态化精准教与学模式探究》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第一章 背景分析与认识 

1. 教育信息化政策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智能技术开始进入学校教学管理的各个应用层面，新技

术支撑下的教育变革势在必行，我国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探索教育新模式，从国家

层面发布教育创新战略，设计教育改革发展蓝图，积极探索新模式、新技术支持下的教

育教学创新。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指出到 2022 年基本实现

“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随后，教育部又颁布《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要求

落实以教学应用为导向，加强基于云服务的数字化校园建设与应用，加强关注师生信息

素养成长，推动数字校园和智慧校园的建设从“技术应用”向“融合创新”发展。 

2019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加

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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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是教育的主战场，课堂的战略地位决定课堂变革是教育变革的核心。在 2019

年 1 月 18 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部长在工作报告强调“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

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



打造高效课堂。 

2. 双减政策认识 

2021 年 7 月份国家颁布的教育双减政策，从表面上看是对学生的学业的负担的减轻，

对家长口袋的减负。教育的参与者不仅有学生和家长，还有学校。双减政策对学校教育质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怎么发展，如何突破，让很多学校陷入迷茫，不知所措，因此融合

信息技术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助力双减，减

轻学生的负担，但不降低教育质量标准。具体是要解决以下几个矛盾： 

（1）解决学生作业训练量减少与学习成绩提升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由两个关键措施，

第一是提升作业布置的质量，布置适合学生个人的精准化，个性化作业，脱离题海战术。第

二个是，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与效果，在有限的时间扩大课堂容量，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

让学生花同样的时间，掌握更多的知识。 

（2）教师教学质量提升与教师工作负担的矛盾。教师的教学质量提升跟教师教学投入

的时间是成正比的。双减政策，为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按照传统上课模式，必然解决不了

当前的矛盾。而矛盾的突破点在与利用信息技术，基于数据分析的教学模式，才能提高教师

教学的有效性。让教师较少的备授课时间，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3. 学校需求分析 

（1）常态化应用需求 

伴随着 “薄改计划”、“三通两平台”等实施，学校教育信息化的软硬件环境都得到

了极大改善，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是学校信息化建设往往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现状，

缺乏优质教学应用来充分发挥硬件的价值，造成硬件资源浪费；二是学校因诸多因素只



建设了一至二个应用示范班级，无法形成全年级常态化应用，无法将信息化教学融入学

校日常的教研、教学及管理体系当中。 

（2）精准化教学需求 

日常教学中教师需要凭借大量的课堂互动、随堂测验、课后练习和考试等数据，全

方位的掌握学生学习情况，但海量的数据统计和分析需要占用教师大量时间和精力，同

时教学的过程性数据更无法统计和呈现。学校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对全场景的教

学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及可视化呈现，为课堂的教与学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3）过程性评价需求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如何评价学生的

自主学习效果，成为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传统的结果性评价更多的是单一强

调学习结果，忽视对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学习行为等方面的评价，开展对学生的过程

性评价，全面、深入、及时的掌握学生学习行为、学习态度、学习效果，成为当前教学

管理的新需求。 

(4)科学化管理需求 

教学管理是学校管理的核心，伴随着新课改的实施，教育模式创新也成为教学管理

中的新挑战。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完成对海量、全场景的教学数据进行收集与分析，开

展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化管理，来提升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 

4. 新型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我校实验探索的是智慧教与学新型教学模式，它是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机器学习等前沿科技，打造一套学校的智慧教学平台，构建智能备课，资源共享的备课

体系；以智能数据采集，精准分析，实现精准授课体系；利用大数据分析，智能诊断，



定位学生学情，实现精准与个性辅导的教学体系。能够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1） 利于信息技术解决当前的教育痛点与需求，帮助学生减少无效的学习时间。帮助教

师精准教学，高效教学。 

（2） 从长远来看，融合信息技术的教学方式，对于提升师生信息化素养帮助更大，能够

让我们师生在未来能够适应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节奏。 

（3） 探索智慧教与学的新型教学模式，是将学校发展与国家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战略保持

一致，为国家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贡献力量。 

5. 实验目标 

围绕核心教学场景，建构了一个基于智能信息技术的教学环境，提供集学科工具、

学科应用、数据资产等结合的工具型、数据型、平台型的产品，构建学校教学的绿色生

态，推动学校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智慧教与模式的探索，将以实现以下目

标为核心目标。 

（1）重塑教育教学理念 

新时代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数据

驱动教育”成为智慧教学的核心理念。传统课堂主要依靠教师的个人教学经验，来对课

堂上学生的学习行为与结果进行预判断，而实行智慧教学就是从过去依赖于存在教师头

脑中的教学经验转向依据海量教学案例和行为数据的分析来教学，一切靠数据说话。数

据来源于学生课堂、练习、考试测验等学习过程各环节，依据学生学习行为数据挖掘分

析与决策，用直观的数据了解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水平，用数据描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

特征和差异，据此实施精准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学习测评数据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基于数据分析提升教学机智，在课堂教学中实现基于证据的教育，这一直是人们所追求

的未来教育的理性形态。因此，数据是信息化条件下智慧教学的关键要素，基于数据的

教育改变了传统的理念，有助于形成全新的教育教学模式。 

（2）构建智能化教学环境 

构建智慧课堂，它是依据建构主义、联通主义等现代学习理论来构建的新型课堂教

学模式。建构主义、联通主义强调基于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来构建学习工具、学习方式和

学习资源，创设理想的学习环境。利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

如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课堂教学中深度应用与融合，使课堂形态和环

境发生了重大变革，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工具与支撑环境，为师生建立了开放多

样的课堂活动。 

在智慧课堂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手中的移动终端实现随意的书写，教师常用的

PPT 不仅是一帧一帧展示用，还可以进行任意的手写、标注、推演等。各种新型智能信

息技术的应用，课堂变成了生动的数字化“体验场”“实验场”，有利于在数学过程中采

取多元的交互协作方式，增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强数据信息的智能处理、

推送，有利于开展协作和探究学习，帮助学习者实现意义构建。 

（3）创新智慧教学模式 

智慧课堂构建与应用的根本目的是基于智能化的教学环境，实施智慧的教与学，促

进学习者的智慧发展。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是实现智慧课堂教学目标的关键。

传统的“班级授课制”教学中长期存在“以教师为中心”、基于经验的教学预设、难以

即时评测、师生互动不够、课内外协作缺乏互助，利用智能信息技术可以有效破解传统

教学的难题。 

借助于智慧教学平台，促使传统教室的形态变革，教师利用移动智能终端走进学生



中间，实现与学生平等即时交流。利用动态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实现了数据化决策、

即时化评价、立体化交流、智能化推送、可视化呈现和数字化实验，增进了课堂学习的

交互与协作，建立新型的信息化课堂教学模式，提升课堂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基于

智慧课堂信息化平台应用，在课前通过课前预习和测评反馈，实现“以学定教”；在课

中通过实时检测和互动交流，实现“精准教学”；在课后通过智能化练习推送和微课式

辅导，实现“因材施教”。 

（4）重构智能化评价与管理 

智能化教学环境下，教学评价与管理的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全过程学习

数据分析，有利于构建动态学习诊断与评价新体系。在课前阶段，基于学生的历史学习

数据及课前预习的测评反馈，开展准确的学情分析，有利于教学预设、以学定教；在课

中阶段，通过课堂的实时评测和互动交流，准确了解学生课堂学习的实时状态，便于及

时调整教学策略，实现精准教学；在课后阶段，通过智能化练习推送、在线提交和批改，

与学生课后交流，及时掌握学生练习情况，来精准辅导，有效地巩固和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果。学习评价从过去的结果性评价向伴随式、诊断性评价转变，评价与教学有机结合，

形成全新的评价体系。 

同时，通过采集分析教师的教学教研数据，呈现出教师多维度画像，开展教学质量

的精准评价和问题诊断，通过向家长分享学生的日常表现，开展家校合作，实现学校管

理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通过建立新的教学管理模式，助力学校教学管理向智能化、精

细化、可视化方向转变。 

 

 



第二章 项目实施计划 

1. 实验组织保障 

（1） 成立实验项目工作室 

校长担任工作室主任人，由来自教学实验中心、教师发展中心、信息中心三部门骨干专家形

成的工作组，来保障实验项目的落地应用。具体分工如下： 

职能队伍 参与成员 工作任务 

管理团队 

教学实验中心：刘金松 

教师发展中心：李冰 

信息中心：李文艳 

1、 组织与领导实验项目的实

施规划 

2、 设计好协同保障机制、各

部门齐心协力推动项目落

地应用 

技术团队 

学校信息技术老师 

教务人员 

第三方技术保障团队 

1、 软硬件环境的准备与部署 

2、 技术层面的培训服务 

3、 常态化应用服务支持 

应用团队 

各学科青年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

师等。 

1、 执行实验项目相关政策与

要求 

2、 积极参与教学应用与研

讨，提升教学效率 

3、 总结输出可复制的应用模

式，向更多老师推广 



（2） 实验项目工作开展思路 

A、 明确实验目标，做好动员：各部门结合总的实验目标，做好部门的工作计划与部门目

标的设定。对本项目的实施高度重视，做好各级动员会。 

B、 明确人员责任，确保执行：目标分解到部门、到个人，责任也要到个人。监控好工作

的执行情况。 

C、 总结实验经验，便于复制：分阶段进行实验项目开展总结，以分享课、研讨课、公开

科的形式，输出实验成果，总结应用模式。 

D、 树立应用标杆，形成榜样：对于先进的部门、学科、个人总结出来的模式，做法等要

予以鼓励。提前制定好应用评价标准，对于应用标杆要予以奖励，梳理榜样。 

E、 做好技术保障，应用顺畅：应用培训是日常重点保障工作，是常态化应用的基础支撑。

解决教师的应用难点、操作难点，保障应用顺畅。 

 

 

2. 年度工作计划 

（1） 实验场景规划 

实验场景 场景说明 覆盖范围 

智能高效备课场景 

探索基于学业数据支撑、资源自动推送，

精品资源共建共享的高效备课方式。 

覆盖一个年级 

智能测评诊断场景 

依托智能批改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

对于学生的日常作业、测验等进行过程

性诊断，为教师的备授课、教研分析提

覆盖全校 



供数据支撑 

智能师生交互场景 

依托智能终端，打造高效智能的师生互

动环境，高度整合教学系统，实现教学

效率的大幅提升，做到课堂互动高效、

反馈及时、数据采集全面。助力教师、

学生教与学的双向减负。 

打造一个实验班级 

 

（2） 实验阶段与时间安排 

实验阶段 阶段任务 时间安排 负责人 

启动阶段 

成立工作室（项目组） 

2021-10 月 

汪玲 

确定建设内容 李文艳 

制定实验考核机制 李文艳 

召开启动会议 邓晋标 

规划阶段 

规划详细的建设方案 

2021 年 10 月—2021

年 11 月 
李文艳 建设方案评审 

建设时间规划 

建设阶段 

建设内容采招准备 

2021 年 11 月 学校招标小组 建设内容采招执行 

安装部署与调试 

实验阶段 召开应用动员大会 2022 年 11 月—2022 李  冰 



技术支持与培训保障 年 1 月 刘金松 

李文艳 实施常态教学应用 

开展相关教学教研活动 

评价阶段 

（阶段性） 

应用模式总结 

2022 年 1 月 邓晋标 
实验效果评估 

应用推广 

专题培训 

2022 年 1 月—2022

年 6 月 

李  冰 

刘金松 

李文艳 

校内公开课 

应用标杆教师评选 

打造标志性课例 

 

第三章 建设内容概述 

智慧教与学新型教学模式的打造，是以智慧教学平台为技术依托。我校要建设的智慧教

学平台是集合了智慧备授课系统、精准测评诊断系统、智能教学终端（教师终端与学生终端）。

分别支撑智能高效备课场景、智能测评诊断场景、智能师生交互场景，为学校的备、教、改、

辅、研、学、管等环节赋能。 

1. 智慧教学平台功能清单 

平台模块 功能模块 解决问题 建设情况 

智慧备授课系统 精品教学资源库 为教师提供统一的备授课资源服 待建设 



备课应用服务 务入口，智能资源推送，让资源找

老师，解决教师缺少优质资源的现

状，减少资源搜索的成本。提供教

师丰富的备受课应用服务，教学工

具等，为课堂数据的采集提供实现

手段。数据采集与沉淀反哺教学过

程。 

授课应用服务 

练习与反馈服务 

学科应用工具 

数据汇聚分析 

精准测评诊断系

统 

智能题库 海量的精品题库、智能的组卷方

式，让老师轻松命题组卷。灵活的

数据采集方式，智能批改方式，为

教师减负。智能的数据分析诊断，

为精准教学提供支持。 

已建设 

网阅数据采集服务 

手阅数据采集服务 

智能批改 

智能分析诊断 

智能教学终端（师

生互动版） 

教室物联互动 智能硬件的支持，让课堂互动立体

化，教学反馈及时化，数据采集全

面化，学生学习个性化。 

待建设 

师生互联互动 

学生自主学习资源 

个性辅导系统 

 

2. 费用投入预算 

项目内容 实验范围 费用投入 

智慧授课系统 覆盖 1 个年级 15 万/年 



智能测评诊断系统 覆盖全校 20 万/年 

智能终端教学实验班 1 个实验班 30 万/班 

教师培训及研讨 全校 15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