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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金秋十月，伴随着 2018 年 9 月 12 日新学期

专题研讨会、9 月 28 日高中学段项目推进会的圆

满完成，在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未

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努力下，新学期初中和高

中学校各类活动都在有序开展。北京师范大学各学

科首席专家、核心成员，学科教育实验室学科助理

教研员老师共走入 15 所学校，9 门学科相继开展

不同类型的教学改进活动。同时，伴随着 11 月第

五届“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论坛的持续推进，

各学科在分会场进行的公开课展示也在专家的指导

下，从备课、试讲到评课有条不紊地进行。

整个十月在房山区主要开展了 36 项工作，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会议专题】

1. 2018 年 10 月 25 日，“大数据时代的未来

教育”关键问题研讨会顺利进行，各方领导筹备会

议安排，为会议有效开展奠定基础；

【培训专题】

2. 2018 年 10 月 10 日，北师大高精尖中心项

目组走进房山中学，面向初一和高一教师进行智慧

学伴针对性培训；

3. 2018 年 10 月 10 日，房山五中初一、初二

年级新学期智慧学伴和好双师培训；

4.2018 年 10 月 15 日，高精尖中心团队走进

房山区石窝中学，面向初一新生进行智慧学伴培训；

5. 2018 年 10 月 18 日，高一全体老师智慧学

伴的培训于房山实验中学开展，帮助高一教师深入

了解并应用智慧学伴平台；

6. 2018 年 10 月 18 日，房山坨里初中部顺利

开展智慧学伴教师专项培训活动；

7. 2018 年 10 月 18 日，北师大高精尖中心项

目组走进房山区北洛中学，助力北洛的家长师生更

好地了解、熟悉平台功能；

8. 2018 年 10 月 19 日，房山坨里高中部顺利

开展智慧学伴教师专项培训活动；

9. 2018 年 10 月 24 日，高精尖中团队走进房

山区夏村中学，为初一、初二年级学生进行双师培

训；

【测评报告解读类】

10. 2018 年 10 月 10 日，进行智慧学伴为基

础的报告解读及平台培训，助力昊天学校教师精准

教学；

11. 2018 年 10 月 10 日，大数据透视初中物

理短板，助力高中精准教学；

12. 2018 年 10 月 17 日，新学期，新开端——

大数据助力良乡六中之测评数据解读；

13. 2018 年 10 月 17 日，房山高一语文前测

数据解读与智慧学伴培训进行，帮助老师们明确了

如何精准教研等教学问题；

14. 2018 年 10 月 19 日，新学期，新开端——

大数据助力房山四中之测评数据解读；

 

【学科专题】

15. 2018 年 10 月 11 日，地理学科前测数据

和高中新课标解读，了解房山区地理教师教学的实

际需求；

16. 2018 年 10 月 12 日，北师大历史学院李

凯老师赴房山进校进行夏商周资源微课讲座；

17. 2018 年 10 月 12 日，房山初一数学学科

基于智慧学伴前、后测的公开备课活动顺利进行；

18. 2018 年 10 月 12 日，数学学科七年级前

测深入分析，助力教师了解学生的知识盲点、步骤

易错点、教学重难点以及日后教学的改进方向；

19. 2018 年 10 月 12 日，大数据助力课堂教

学智慧学伴与我们同行 ——房山区初二数学教研活

动顺利进行；

20. 2018 年 10 月 16 日，初探大数据教育论

坛物理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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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1. 2018 年 10 月 16 日，高精尖中心助理教

研员邀请北京市教研员陈红老师前往房山区进修学

校给教师做备课指导，为一堂基于数据支撑下的地

理教学课打下基础；

22. 2018 年 10 月 16 日，良乡二中 pad 教学

公开课备课指导圆满进行；

23. 2018 年 10 月 16 日，生物学科基于智慧

学伴平台数据的解读方法培训进行，助力教师有效

改进教学；

24. 2018 年 10 月 17 日，房山大会小学分会

场备课交流，数学学科精准备课指导，于北京小学

长阳分校进行；

25. 2018 年 10 月 18 日，地理学科备课指导

于房山区第四中学完成；

26. 2018 年 10 月 18 日，心理学科公开课于

良乡中学进行；

27. 2018 年 10 月 24 日，“大数据时代的未

来教育”论坛生物公开课第一次试讲于北京师范大

学良乡附属中学进行；

28. 2018 年 10 月 26 日，思政学科首席李晓

东教授亲临良乡附中解读高中新课标；

29. 2018 年 10 月 25 日，心理生涯现场会说课，

初高中教师各展风采；

30. 2018 年 10 月 26 日，历史学科基于汉武

帝巩固大一统王朝、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新

文化运动的试讲课于窦店中学进行；

31. 2018 年 10 月 26 日，房山大会高中数学

公开课基于学科能力的公开课备课指导进行；

32. 2018 年 10 月 30 日，基于生物中考试题

特点进行初三复习课的构建的讲座；

33. 2018 年 10 月 30 日，地理学科基于《世

界人口》的公开课于房山第四中学进行；

34. 2018 年 10 月 30 日，物理学科基于《力》、

《电功和电能》公开课于良乡第六中学进行；

35. 2018 年 10 月 31 日，在房山教师进修学

校展开了房山高中新课标解读活动；

36. 2018 年 10 月 31 日，小学数学分会场第

二次试讲指导进行。 

【创新事例分享】——大数据深度教研组

【房山区 2018 年 10 月教师和学生平台使用

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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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筹备会现场

第五届“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论坛关键问题研
讨会顺利进行

2018 年 10 月 25 日，第五届“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

论坛关键问题研讨会在房山进修学校顺利进行，房山区教委、

房山区进修学校领导参加，积极筹备安排，为论坛有效开展奠

定基础。为进一步推动第五届“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论坛

的筹备进展，2018 年 10 月 2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

高精尖创新中心（以下简称“高精尖中心”）和北京市房山区

教育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未来教育论坛关键问题研讨会在房山区

进修学校顺利召开。房山区教委副主任、房山区进修学校校长

郭冬红，房山区进修学校副校长王徜祥，房山区其他部门领导，

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主任李晓庆及会务组成员参会，王

徜祥副校长主持会议。会上，高精尖中心介绍了论坛目前的具

体筹备情况，双方就论坛举办前夕及会场当天的顺利开展做了

充分的讨论。郭冬红校长十分重视此次论坛的开展，在现场部

署了论坛准备房山方面对接人。房山区教委及进修学校领导的

积极筹备、缜密安排为教育论坛的高效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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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高精尖中心学科团队积极走入学校 
推进智慧学伴高校使用

2018 年 10 月，中心大数据项目组老师多次走入房山区

6 所初中校、3 所高中校，为教师、学生及家长等角色带来

智慧学伴平台及好双师培训，现场反响热烈，获得了学校领

导和老师的一致好评。

10 月 24 日，房山区夏村中学顺利开展初一、初二年级双师培训

10 月 19 日，坨里高中部顺利开展智慧学伴教师专项培训活动

 10 月 12 日，北师大高精尖项目组的龙巍老师给房山区初二数学教师进行智
慧学伴培训

10 月 18 日，坨里初中部顺利开展智慧学伴教师专项培训活动

10 月 10 日，房山中学针对初一和高一教师进行智慧学伴培训

10 月 10 日，在房山五中开展初一、初二年级新学期智慧学伴和好双师培训 10 月 18 日，在房山实验中学开展针对高一全体老师的智慧学伴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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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报告解读

在大数据项目落地实行的过程中，产生的学生数据对于

教师教学、教研改进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为此，高精尖中心

学科团队在房山区昊天学校、良乡六中、房山四中在智慧学

伴生成学科报告后，入校重点进行了测评数据解读，帮助老

师更好地理解数据背后的含义，进一步支撑精准教学。物理

学科首席专家罗莹教授亲临房山教师进修学校助力房山教学

改进活动，对智慧学伴平台展开解读，并对大数据基本概念

进行深度剖析。

数据解读高效开展 精准教研有序推进

罗莹教授对智慧学伴平台展开解读

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主管李珍琦进行房山四中数据分析

高精尖中心助理教研员毕琳曼老师进行良乡六中数据分析

黄玲玲老师进行山高一语文前测试卷数据解读分享

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李晓庆深入分析良乡六中历次总测
数据

高精尖中心语文学科助理教研员黄玲玲老师为昊天学校老师进行前测数据
精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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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进展

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携手北京市房山区教育

委员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 9-10 日举办第五届“大数据时代的

未来教育”论坛，为了更好的展示房山区教学风采，各选取了

北京小学长阳分校，房山区良乡第二中学及北京师范大学良乡

附属中学作为小学、初中及高中教学展示点，老师们对于当天

的展示积极筹备，高精尖中心学科团队鼎力相助，期间邀请北

师大学科首席、进修学校资深教研员等专家前往现场亲临指导。

多个学科接连开展备课指导 
积极筹备房山大会论坛公开课

10 月 16 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科首席专家罗莹教授前往房山进校进行
备课指导

10 月 12 日，房山初一数学学科基于智慧学伴前、后测的公开备课活动
顺利进行

10 月 16 日，高精尖中心邀请北京市地理教研员陈红老师前往房山区进修
学校给教师做备课指导

10 月 16 日，由曹晨博士指导的良乡二中 pad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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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进展

10 月 30 日，地理《世界人口》的公开课于在房山第四中学顺利开展

10 月 26 日，历史学科基于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
事变、新文化运动的试讲课于窦店中学进行

10 月 18 日，地理学科备课指导于房山区第四中学完成

10 月 24 日，生物公开课第一次试讲于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进行

10 月 26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开展基于学科能力的高数中学公
开课备课指导

10 月 18 日，心理学科公开课于良乡中学进行

10 月 17 日，在北京小学长阳分校进行数学学科精准备课指导

10 月 30 日，物理学科基于《力》、《电功和电能》公开课于良乡第六中学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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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思政、语文学科开展新课标解读活动 
专业分析助力新高考

为增强教师的新课程实施能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促进

教师的专业成长，十月期间，在房山区共开展了高中地理、思

政、语文学科的新课标解读活动，邀请学科专家专业解读教学

点，解答教师疑点，促进教师教学。

10 月 11 日，在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开展了高中地理学科

新学期的第一次活动，教研员宁惠兰老师组织九所高中校教师

参与。

10 月 26 日，北京师范大学李晓东教授前往房山区良乡

附属中学给房山区九所学校的高中思政教师讲解高中新课标。

10 月 31 日，高中语文新课标解读活动在房山教师进修

学校展开，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吴欣歆教授

从学科课程标准变革背景、学科核心素养以及课标的是三个方

面逐一进行了分享。

李晓东教授解读新课标 吴欣歆教授讲解中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科王民教授专业解读新课标

学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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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开展夏商周资源微课讲座 
日常教学与研究过程相互融合

深入分析数学学科七年级前测 
助力教师聚焦教学改进方向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凯老

师、学科教育实验室学助理教研员高翔宇老师前往房山进修学

校，李凯老师为房山初中历史教研员和历史学科教师重点解读

了夏商西周教学中的若干问题。高翔宇老师给新初一历史学科

教师进行了智慧学伴平台的使用培训，重点指导了如何利用智

慧学伴平台进行微测布置和资源推送。

10 月 12 日，在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开展了房山区七年

级数学前测反馈活动，北京师范大学綦春霞数学团队曹辰、白

永潇老师前往支持。此次深度分析从不同纬度进行，帮助教师

了解学生的知识盲点、步骤易错点、教学重难点，同时帮助老

师梳理全局观念，宏观把握整体教学趋势。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凯老师讲解中

曹辰老师与老师们热烈讨论

学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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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生涯现场会说课  
初高中教师各展风采

12018 年 10 月 25 日，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心理教研员

蔡建新老师组织北京市生涯规划教育现场会做课人员说课指

导，邀请北京市教育科学院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王红丽老师和

北京工商大学林永和教授进行说课指导，北京师范大学未来

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助理教研员张雪玉参加，

房山区 12 位初高中教师参与说课。

生物学科开展智慧学伴平台数据解读方法的网络培训 
助力教师有效改进教学

10 月 16 日，在房山教师进修学校开展了生物学科新学

期第一次网络教研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生物学科智慧学伴平

台数据解读方法的培训。

本次网络教研活动的开展主要是为了解决部分生物教师

反馈看不懂、不习惯使用平台数据等问题，引导生物教师逐步

自主增强自下而上分析解读数据的能力。教研活动由房山生物

教研员王振宏老师主持，高精尖中心生物学科助理教研员邵搏

宇和刘月美老师讲解分享，共有 28 位房山各校初中生物教师

积极参与并讨论。

北京市教育科学院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王红丽老师、北京工商大学林永和教
授、高精尖中心学科助理教研员张雪玉进行说课指导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生物学科邵搏宇老师进行数据解读方法的培训

房山心理教研员蔡建新老师进行说课指导

学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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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科开展针对初三复习课构建讲座 
直击新中考考点

为了更好的应对新中考改革，让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方

法更新适应新的中考改革趋势， 10 月 30 日，在房山教师进

修学校开展了基于生物中考试题特点进行初三复习课构建的

讲座。教研活动由房山生物教研员晋有奇老师主持，生物学科

专家杜玉芬老师主讲，高精尖中心生物助理教研员邵搏宇和刘

月美协助，有八十余位房山各校初中生物教师积极参与并讨

论。

生物学科专家杜玉芬老师进行讲座

讲座休息中一线教师向杜老师请教实际教学问题

学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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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员是学科建设的带头人，发挥好研究、指导和服务的

职能，促进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和学生核心素养提高，是教研

工作者重要的工作责任。同时，新中考高考制度的改革对新时

代的教研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研工作者要深度研究考

试趋势，优化课堂教学，提升教学质量，实现教研转型。目前，

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房山区共同推出了大数据助力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该项目主要任务之一是围绕教研员的具体职责业务，基

于智慧学伴平台，实现大数据支持下的精准教研。即通过智慧

学伴建设团队与基层教研员共同合作，推进大数据在教研活动

中的应用。

一 . 教研员核心业务

1. 教师培训：

（1）中高考政策分析：教研员要跟进政策文件的学习，

把握学科教学的正确方向，并以此指导各项教研工作的开展，

组织教师学习涉及学科改革的文件，在课堂中落实新中考改革

的要求。 

（2）新课标分析：开展各种活动（学科专家讲座、课例

分析、公开课评课等）组织教师深度剖析新课标的要求，并落

实在课堂教学中。

（3）核心素养分析：开展各种活动组织（学科专家讲座、

课例分析、公开课评课等）教师深度剖析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并以此进行教学指导和课程评价。

2. 中高考考试分析：

（1）考试质量分析：邀请专家进行全区的中高考质量分

析，基层教师结合专家分析和教师所在学校的情况，形成针对

本校的考试质量分析。

（2）考题研究：邀请学科专家、参与考试命题或者阅卷

的教师分析考试命题；教师针对中高考试题进行答题，从自身

的答题经验，体会和研究中高考考试改革方向。

（3）复习策略制定：邀请上届带毕业班的教师分分享备

考的经验，围绕中高考命题趋势，制定复习和备考策略。

3. 命题工作：挑选骨干教师成立命题组，围绕中高考试

题分析、新课标和学科核心素养命制试题，提升本学科教师的

命制试题能力。

4. 教学视导：教研要针对教师的成长，下校指导需要帮

助的教师或者发掘有出色教学能力的教师，促进其职业的进一

步发展。

5. 教材分析：指导教师积极申请教材分析，与基层教师

一起研磨教材，请有经验的教师在全区进行教材授课分享等。 

6. 公开课指导：围绕核心素养、大数据改进课等设计公

开课，与教师一起研磨教学设计。

7. 中高考选科：结合全区各校的师资差异和学生选考情况，

做好个性化的教研指导。

8. 资源建设：组织教师上交优秀课例（课堂实录、微课等），

做好学科资源库建设。

9. 学科建设：指导各校进行校本教研有效模式探索研究，

促进学科建设。

二 . 围绕教研员核心业务的智慧学伴功能设计

1. 中高考试题分析

将中高考试题导入到智慧学伴平台，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分析：

（1）测评分析——区域分析：分析全区、郊区、城区的

最高分、最低分、离散程度、在郊区和北京市排名、分数的分

布情况；学校分析：每个学校的分数平均分、最高分、最低分、

分数离散情况、区域排名、任课教师信息（点击任课教师可以

查看所在学校的分数报告，发现每个学校的薄弱知识点，并为

教师提供相应的微课资源）；试题分析：每道题的本区、郊区、

城区得分率、选项分布情况。主题分析：围绕学科主题分析主

题下涉及的题目和得分率，发现区域的薄弱知识点。

（2）能力分析——区域分析：分析全区、城区、郊区的

能力水平分布、学科能力水平、核心素养水平、主题能力水平；

学校分析：每个学校的能力水平分布、学科能力水平、核心素

养水平、主题能力水平。

（3）知识地图——形成区域中高考知识地图，每个学校

知识地图，发现每个学校的薄弱知识点，并为教师提供相应的

微课资源。

2. 总测分析：不涉及中考数据，汇总学校的期中期末考试。

以学校为单位，分析每个学校的分数情况和能力情况，并为教

师相应地提供教学资源。

3. 试题命制：

（1）依托专家公共库编制试题，可以由命题组多个教师

协同编辑。

（2）依托平台试题库自动组卷。

4. 公开课指导：平台接入听课本，智能分析课堂数据和

评课数据，形成评课报告。

5. 确定研修主题的三种方式：

（1）基层教师从教学实际出发，在论坛上发起研修主题，

最终平台自动汇聚关键词，形成主题排序，从教师的实际需求

确定教研主题。

（2）从区域薄弱知识点入手确定教研主题。

（3）从公开课的评课报告确定主题

6. 资源库：将优秀的教学课例、视频、微课、教学比赛

课等资源上传至资源库供全区教师学习，也是向教师进行资源

推荐的来源之一。

创新事例分享
—— 智慧学伴与教研员协同推进大数据教研应用

创新事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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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工作计划

时间 内容

2018.11.9

2018.11.19-25

2018.11.29

2018.12.6

2018.12.13

2018.12.27

2018.12.31-2019.1.13

2019.1.14--27

2019.2

2019.4

2019.3

2019.5

2019.6

2019.7

2019.8

2018.11.13

大数据教学展示活动

与产品负责人一起确定平台功能

参与教研员公开课指导，发现大数据在公开课指导中应用的可能性

参与教研活动：大数据改进课，发现大数据课堂应用模式

参与教研活动，发现大数据在试题命制中的应用

参与教研活动：大数据改进课，发现大数据课堂应用模式

结合教研员业务，形成大数据支持精准教研论文 1

与教研员共同修改论文并发表

参与教研工作，完善细化教研员需求，优化平台功能

参与教研工作，形成智慧学伴支持试题命制和分析功能详细文档

参与教研工作，形成智慧学伴支持公开课指导功能详细文档

参与教研工作，形成智慧学伴支持发现基层教师共性问题功能详细文档

参与教研工作，形成智慧学伴支持基层教师个性化教学能力提升功能文档

参与教研工作，形成智慧学伴支持区域学科优势发现和问题改进策略文档

与教研员共同完成大数据支持精准教研论文 2

（1）参与良乡六中试卷讲评课；

（2）与教研员交流教学展示活动经验，讨论智慧学伴在教学中的应用模式；

（3）教研员交流工作日常，确定核心业务中的难点，形成需求报告

创新事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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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 月初中教师上线人数 Web 端为 369 人，移动端
为 353 人，高中教师上线人数 Web 端为 66 人，移动端为 84 人。

（三）房山区初中十一所实验校教师上线情况：从人均上
线次数看，葫芦垡中学依然最积极，房山第四中学和朗悦学校
进步明显。

（四）房山区非实验校教师上线情况

（五）房山区高中九所实验校教师上线情况

（二）10 月初中教师累计上线次数达 48245 次，高中
教师累计上线 3997 次。

房山区教师平台使用情况

房山区 2018 年 10 月
教师和学生平台使用情况公示

房山区教师上线次数房山区教师上线人数

十二所实验校教师上线次数 非实验校教师上线次数

九所高中校教师上线次数

数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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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学生平台使用情况

（一）10 月初中学生上线人数 Web 端为 2617 人，移动
端为 5547 人，高中学生上线人数 Web 端为 514 人，移动端为
1039 人。

（三）房山区初中十二所实验校学生上线情况： 从学生平
均上线次数 ( 累计上线次数 / 学校总人数 ) 来看，葫芦垡的学生
依然最积极，朗悦和良乡二中的学生平均上线次数明显进步。

（四）房山区非实验校学生上线次数

（五）房山区高中九所实验校学生上线情况

（二）10 月初中学生累计上线次数达 256261 次，高
中学生累计上线 30703 次。

房山区学生上线次数房山区学生上线人数

十二所实验校学生上线次数 非实验校学生上线次数

九所高中校学生上线次数

数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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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2018 年 9 月

 新学期教学改进活动已经开启，本月随着高一 9 所实验校的进入和各校、各学科诊断报告的顺利生成，应各校需求，

大数据项目组先后走进初中和高中校进行入校培训与数据报告解读。为了更好地帮助初中和高中实验校教育教学效果取

得提升，有效推进后续项目的顺利开展，针对本月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数据解读不要只局限于外在，学校内部应组建工作组，自上至下，由学科教研组长带领学科教师定期开展数

据解读工作，除了大数据项目组在历次考试中走入学校进行数据解读外，教师自身应发挥主动意识，做到将数据分析意

识落实到日常教学中，积累学生的过程性数据，而不是总结性数据，将学生的过程性问题作为教研主题，提升数据分析

的意识，基于数据做到更加精准的教学。

（二）进一步强化校长及教研员层面对于大数据项目的工作意识，尤其是接下来各学科的教研活动会有序地开展，

除了学科专家入校指导外，校长及相关负责人、教研员对于大数据项目的意识也至关重要。引导教师关注学生的诊断报

告，基于诊断报告，了解数据背后反映出的问题，为学生推送相应的单元微测和微课资源给学生，做初针对性、个性化

的改进。对于应用较积极的学科教师，可在校内会议中借鉴经验、共同促进。

（三）随着高中校的进入，进一步了解学校、教师层面的需求，目前账号匹配工作已基本完成，在使用初期，接收

到了来自教研员和学科教师在自身使用过程中的疑惑，接下来应重点关注各角色在使用过程中的困惑和问题，及时提炼

总结，为教师给予及时、针对性的帮助。

总结经验，深度反思
—— 十月房山区项目小结

项目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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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12 号京师科技大厦 A 座 3 层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8 号金丰和商务苑 C 座 3 层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