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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大数据助力区域精准教研与智能评价一一

基于数据诊断的精准教研与区域教研转型



从经验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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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The first chapter



 基于教研需求调研的诊断性数据，确定教研的逻辑起点
 基于教研视导检查的反馈性数据，发现教研的薄弱环节
 基于阶段教学测评的形成性数据，寻找教研的阶段成效

教研数据的实践价值



常态教研数据面临的缺陷：

教研员：难及时发现自己教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难直接感受教研工作的成效；

 工作常局限于学科活动组织与竞赛评比，缺少深层次的精准分析和问题
归因，难以准确定位教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导致教研工作的改进始终局限于经验
觉醒和行动自觉，教研工作改进的行动相对缓慢。



教研员要善于——

教研数据的实践价值



教研过程管理需要大数据的支撑

•教育大数据能为教研的质量管理与诊断提供了客观、科学的

解释、说明、描述。
•有了丰富的教育大数据的支撑，教研员可以时刻关注和了解基
于经验的常态教学的精准性，通过基于数据的客观分析，进行

教研工作成效的诊断，引导教研员自主改善教研方式，自
觉改进教研行为。



教研员要思考：



充分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定期、持续采集各类
教研工作数据

对教研数据
进行深度挖掘

得出更加科学、准确
的教研工作结果

提出更具
针对性的
教研建议



大数据能让教研管理从模糊走向精准

实现了教研管理决策的四个转变：



借助技术工具的数据挖掘提升校本教研的实效性

•大数据能让校本教研从模糊走向精准

•学校要学会：





第二章
The second chapter



（一）精准教研的实践缘起



精准教研来源于精准教学理论

精准教学：美国学者林斯利根据心理学家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创立

它是一种通过记录、分析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学习表现等方面的

数据及其变化，从而精准调整教学活动以提高学习绩效的教学形式。

它旨在通过设计测量过程来追踪学生的学习表现和支持数据决策，

以便“将科学放在学生和教师的手中”。

能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绩效和成就感.



辅助实现精准教学的技术工具















案例：知心慧学大数据精准教学系统





（二）精准教研的实践路径

常态教研，努力规避教师对学情及教学效果缺乏精准把握，
导致教与学的效果偏离预设目标。

基于数据诊断的教研，要从经验判断走向科学诊断

借助技术工具，能对教研工作各环节进行精确诊断，实施
精准教研，让教师的教学更为精准高效。

精准教研的路径
在哪？



精准教研的生成，借助教研数据遵循以下基本路径:



实施“精准教研”的有效方法









“精准教研”的学科实践案例
 南京市教研室杨剑春领衔的，开展基于标准的学业评价研究

 其研究成果《初中学段化学学业评价标准的实践研究》

 荣获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精准教研”的项目推进案例
 策略：市区协同——江苏省“基于测试分析的跟进式改革重大研究项目”
 南京市承担：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及跟进改革的研究
 秦淮区承担：基于网络测评平台的区域性教育质量监测组织实施与推进策略研究



（三）精准教研的南京实践

 教研工作的定位：课程指导、参与决策、专业引领、质量诊断

 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实践



保障“精准教研”落地的具体策略

项目持续推进——小班化实验项目

市区联动跟进——基于数据的监测

常态应用促进——学科常态性教研

区域联盟并进——新优质初中建设

比如：小学内涵文化建设——主题聚焦

策略



（四）精准教研创新的若干实践
教研创新实践1：教研需求的精准调研、教研满意度的跟进调查

问卷星

问卷网



教研创新实践2：

借助网络化问卷，

了解学校及教师对学科
教研服务质量情况。

借助网络化测试，

能及时反馈教师、校长
对教研工作要求的领悟

程度。

案例：问卷星：http://www.sojump.com



 具体尝试：



借助网络测评平台对学业质量监测试卷全数据、

多维度分析，为命题信度、效度、区分度提供客观判

断依据，为改进命题质量提供有力证据。

教研创新实践3：基于质量监测的命题质量改进



基于课程标准的命题流程



• 基于标准的命题框架设计

•基于标准的学科核心素养导向：基于课程标准，着眼对学生预期的学科核

心素养水平上，应该知道和能够做到的行为达到程度进行针对性评价，

诊断和发现问题，用以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改进。还要注意内容目标的考
查要求与核心素养标准水平要求一致性。

命题的任务与试卷总体难度：

考查内容 考查目标 其他考查项目

学期/单元

认知性目标 技能性目标 难度 题型 题量 命题意图
评分
细则

了解
%

认识
%

理解

%

独立操作
%

知识点1

知识点2

……

测试时间： 分钟。阅卷形式： 。

















命题案例

2013年11月Q区九年级化学第一阶段学业质量监测中，第14题预设难度为0.6，

实际难度为0.47，出现一定偏差。

试题案例：甲、乙、丙是初中化学常见的三种物质，其相互转化关系如下图，
甲、乙均为液体，且元素组成相同，丙为气体。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转化①、②、③可通过分解反应实现
B．转化④可通过化合反应实现
C．转化③、④中，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变化
D．工业上利用化学变化大量制取丙

分析：这是一道原创试题，根据网络测评平台数据，28.51%的学生错选C，

对于化学反应中元素化合价的变化不会判断；13.48%的学生错选A，10.3%的学生

错选B，对于基本反应类型还需加强辨析。此外，我们还建议，框图推断题在中考

中属于必考题型，除了推断本身，还会糅合对各类知识点的考查，题目灵活多变，

在后续教学中一定要加强训练。



（2014年1月秦淮区期末）甲、乙、丙是初中化学常见的三种物质，其相互转
化关系如下图，甲为固态单质，乙、丙为元素组成相同的两种气体，乙极易与血液
中的血红蛋白结合。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转化①、②、③可通过化合反应实现
B．转化④一定是放热反应
C．转化②还可以通过置换反应实现
D．丙能产生温室效应

命题的后续改进
在接下来的14年1月Q区第二阶段学业质量监测中，我们将上题进行了改编，结果

预设难度为0.6，实际难度为0.63，相对于第一阶段学业质量监测有了较高匹配度。



例如，2013年4月Q区九年级第一阶段学业质量监测中，第12题预设

难度为0.7，实际难度才0.16，出现较大偏差。

试题案例:某化学学习小组的同学讨论辨析以下说法：①汽油能清洗油污，利用

的是乳化原理；②硫在氧气中燃烧，产生明亮的蓝紫色火焰；③凡是pH＜7的降雨，

都可称为酸雨；④将适量的硝酸铵固体溶于水，会使溶液的温度显著降低；⑤金刚石

、石墨、C60均是由碳原子构成的单质；⑥升高温度或减小压强，气体的溶解度均会减

小。其中正确的是

A．②④⑤⑥ B．②④⑥ C．②④⑤ D．①②③④

案例：2010级Q区初三第二学期第一阶段阶段监测（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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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南京市中考）下列物质由原子构成的是

A．蒸馏水 B．氯化钠 C．金刚石 D．C60

分析：根据质量监测平台数据，38.72%的学生错选A，39.41%的学生
错选C，主要问题在于对物质的宏观组成和微观构成辨析不清，搞不清金
刚石、石墨和C60“均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还是“均是由碳原子构成的

单质”。发现这个疏漏后，我们一方面要求就这个知识点进行补救，另一
方面建议学校备课组后续复习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回归课本。

结果在当年的2013年南京中考化学试卷中，第5题恰好考查到这个知识
点，因此我区很多学生避免了在这道题上的失分。

来源：叶菁 ；基于学业质量监测平台大数据分析的中学化学教研工作改进；中学化学教学参考 2015.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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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诊断的区域质量监测报告
——服务学校教学质量的精准诊断





对学生有针对辅导或学生自我学习调控





第三章
The third chapter



慕课、翻转课堂、云计算、大数据、深度学习、STEAM项
目已经进入学校的视野。

• 在线教育蜂拥云起，远程教育不再陌生。很多教研员不知上述
是为何物？

• 因工作的惯性，教研员更多局限于教材教法研究、学科竞赛与复习备考

现在教研的工作将往何处去？



——马云

对于教研员自身工作和个人专业化发展而言



怎么办？



2017 地平线报告预测
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采用技术未来趋势
关键要素
 编程素养
 深度学习
 学习空间重构
 学习的分析与自适应学习技术
 混合式学习设计
 可穿戴技术
 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

（3-5年）



自带设备（BYOD）

STEAM学习与创客空间

智能机器人

混合式学习与翻转课堂

移动学习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基础教育采用技术短期趋势

（1-2年）



教师的信息技术技能要求



当前教育的问题——用19世纪的体制，教20世纪的知识，去应对21世纪的挑战。

不要让学校、老师成为教育落后生产力的代表

今天的教育和老师不生活在未来，

未来的学生将生活在过去。

——约翰·杜威



移动互联时代的

教学方式变革

——让学生能自带设备进行“互联网+教育”的个
性化学习



移动学习与自带设备





学生自带设备进课堂是新兴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大趋势

BYOD





未来的课堂   源清中学数字化教学.mp4


Ray Clifford



•趋势一：“互联网+ ”促进教与学方式的变革
•趋势二：学科核心素养在引领学校的课程改革
•趋势三：相关教育政策催生教研工作方式转型

教研员要把准课程与教学发展趋势，通过教研工作的方法创新：

引领教师，影响校长，服务学校



区域教研工作转型，需要关注以下三

个方面



未来学校的发展特征



未来学校的发展路径



区域教研工作转型，需要突出关注三
个方面







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三变、三新”





推进“三个课堂”建设

继续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信息化教学推广活动



学生已与信息时代同步生长，

有些教师还未做好教

学准备

互联网改变着世界，改变着教育，我们必须学会在改变学生学习过程中改变自己。



关键在教师

信息技术促进教学变革，

教师培养理念——技术、艺术、学术深度融合



新信息化时代中小学教师应具备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新信息化时代教研员应具备的5项能力



教研员
课程领导力



多样化极简信息技术工具的深度应用









区域教研工作转型，需要关注以下三

个方面



未来学校的学习空间支持多种学习方式
 有关研究表明，未来学习空间形式多样化，21世纪的主要学习方式：
 独立学习、同侪互学、团队合作

 教师个性化一对一教学

 基于网络的远程学习

 学生展示

 研究性的学习

 基于艺术的学习

 基于项目式的学习

 社会/情绪/精神的学习

 基于设计的学习

 基于游戏化学习





未来学校的主要学习特征



区域教研的工作使命

2015年,全国教研工作会上，刘利民副部长指出：

当前，基础教育面临两大任务：

①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教研员的工作角色定位



教研工作面临的任务转型
教研的目标：“学科教学”转向“学科教育”

教研的重点：“知识传授”转向“学科素养”

教研的内容：“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

教研的改进：“基于经验”转向“基于实证”

教研的形式：“专家指导”转向“众筹学习”



一是强化教研员和教师的课程意识和评价意识
二是重视研究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核心素养
三是倡导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推进学习方式变革，学会学习
四是促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科学运用，实现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
五是引导教学研究工作走向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轨道
六是教研重心再下移，重视学校特色引导和教师教学个性的发挥

教研工作转型的具体落脚点



着力点1

•面对教师多元要求，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指导与服务着力点2

•从整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角度，追踪难点和热点问题，

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设立区域课改重大研究项目，

建立课改研究机制

着力点3

•开展基于数据驱动和问题导向的学科教研

着力点4

•建立校本教研、联片教研、区域教研、网络教研等多种

教研方式整合，形成优势互补机制

教研工作的四个着力点



基于数据诊断精准教研的实践领域



技术支持下的教研方式

变革与创新

高度关注：



基于在线网络课程的学习与能力提升



教师可以在手机上学习MOOC



慕课(MOOC)正向我们走
来……

中小学慕课密集亮相不会取代课堂教学

中小学慕课密集亮相 不会取代课堂教学[上海早晨].flv


慕课中国MOOC









创新教研方式2：着手于课堂观察与议课

•应用工具：

• 视频录播——手机

• 苹果录屏大师

• 小影＼乐秀视频编辑

• 360摄像机远程直播

• ＱＱ群视频直播

• 微信群视频直播



案例：基于智能录播技术的课堂教学评价与行为诊断



• 资源交换、信息传递、智慧分享、团队建设

• CCTALK    

• ＱＱ群

• 微信群

• 建设网络学习共同体

• 工作坊

创新教研方式3：



具体应用：CCTALK     QQ视频 微信群



CCTALK——网络直播课程和个性辅导

 用手机端下载“CCTALK”ＡＰＰ端

 建立自己CC教室

 尝试邀请同事进入自己CC教室



CCTALK的远程教研互动研讨与培训

• 沪江网“互+计划”

• 用CCTALK远程直播

0001.酷六网-CCTALK宣传片[流畅版].flv


案例：开展“基于专网远程视频同步教学”研究

在教育视频专网平台和交互式电子白板的信息环境下，

进行远程视频的教学研讨。



视频会议系统，可以进行现场校本研修的区域直播

 网络直播校本研修的适时动态

• 全区教师网络在线共同评课议课

 实现校本研修的动态检查与校际经验分享



创新教研方式4：学科教研成果的分享展示

•Ｈ５技术的应用

•初页 美篇 易企秀 秀堂 格图

http://www.eqxiu.com/h5_view/bkWdVJ01#0-qzone-1-286-d020d2d2a4e8d1a374a433f596ad1440
http://chuye.cloud7.com.cn/43334222#0-qzone-1-11355-d020d2d2a4e8d1a374a433f596ad1440
http://h5.wps.cn/p/92ed534b.html


•ＰＰ匠——传播教研成果ＰＰＴ新方
式



推进精准教研的工作举措

——基于数据、深度访谈、凸显学科，着眼发展

——研修案例设计，研修现场观摩，典型经验介绍

——提炼研修组织运行范式，托底推中，整体推进

——项目带动，整合资源，聚焦课堂、课程与课题

——分层递进，分别要求，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

——把握学校和区域的研修定位——学校常态，区域提高

——发挥评估导向、诊断、规范与激励功能，引领发展



明确精准教研的推进策略





教师借助精准教研

携手共建明日之校
Together we can build 

the school of tomorrow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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