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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为推进“大数据助力房山区教育质量改进”

项目在房山区的深入实施，由点带面带动区域教

育教学方式的变革，更好地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和

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探索区域项目开展的方式

方法和有效路径，同时汇聚体现房山区教育特色

的项目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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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房山区教委、

房山教师进修学校就新学期工作计划及项目开展

成效进行了全面制定与总结，并就下学期教学改

进计划与各年级、各学科教研员进行活动主题及

活动时间的确定。伴随着初一、初二年级期末考

试的结束以及阅卷工作的完成，汇聚了房山区各

校学生的学科测评数据，为学生暑期学习提供个

性化的精准分析与支撑。新初一中小学贯通和高

一前测命题考试也完成了三审三校，更好地实现

了学段的有效贯通。

7-8 月份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统考统阅专题】

1.2019 年 7 月 3 日 -5 日，房山区初一初二年

级期末联合阅卷顺利完成。

【入校专题】

2.2019 年 7 月 8 日下午，高精尖中心学科教

学实验室李珍琦老师、助理教研员褚洪旭、毕琳曼、

王召阳，前往北京市房山区石窝中学对全体教师

进行了智慧学伴深度应用的培训；

3.2019 年 7 月 9 日上午，应房山区石窝中学

需求，大数据项目组走入学校为初一至初三年级

家长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培训。此次培训的目的

在于帮助家长了解学生学习方式的途径和有效方

法；

4. 2019 年 7 月 10 日下午，继北师大数学学

科团队就房山区良乡六中、交道中学初一年级的

诊测、批阅进行分析之后，为更好地帮助教师理

解此次诊测的目的，在明白命题考查意图的基础

上分析学生典型错误作答，曹辰博士带着诊测试

题的分析为两校全体数学教师进行了解读；

5. 2019 年 7 月 11 日上午，为了帮助学生认

识在线学习的方式，了解基于智慧学伴平台进行

在线学习与诊断的维度，通过对教师及学生家长

进行培训后，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大数据项目组走

入房山区石窝中学进行学生使用智慧学伴和双师

的培训；

6. 2019 年 8 月 28 日下午，大数据项目组走

入葫芦垡中学开展 2018~2019 第二学期初一初二

成绩分析。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大数据项目组的毕

琳曼老师为全体教师进行成绩分析并解读相关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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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融合学科能力 房山区初一初二期末考试跟进

为有效提高房山区初一初二年级考试质量，有效监测学生

学科能力，2019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北师大高精尖中心跟进

了房山区初一初二年级的期末考试。

初一初二期末考试与学科能力体系的有机融合，既是房山

区体现核心素养的培养与提升，又是学科能力培养的有效体现。

为做好此次阅卷工作，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高度重视，王徜祥

校长亲自来到阅卷现场进行视察，王校长与现场的教研员及教

师进行交流，确保阅卷工作顺利实施。

北师大高精尖团队毕琳曼、褚洪旭老师也来到了阅卷现场，

与考务工作人员沟通后及时将数据传回中心，生成相应学科的

学科报告。 >> 房山区期末考试活动现场

>> 王徜祥校长观看教师阅卷工作>> 王徜祥校长来到阅卷教室与教研员进行沟通

统考统阅专题

>> 房山区期末考试答卷及分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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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专题

房山区石窝中学加入大数据项目实验校
——对教师进行智慧学伴培训

>> 石窝中学肖雪冬校长发言

>>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毕琳曼老师进行教师培训

>> 双方就大数据项目的推进方向进行深度交流

2019 年 7 月 8 日下午，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李

珍琦老师、助理教研员褚洪旭、毕琳曼、王召阳，前往北

京市房山区石窝中学对全体教师进行了智慧学伴使用的培

训。

培训活动开始，肖雪冬校长进行了发言，讲述了石窝

中学成为项目实验校的历程，对大数据的概况以及大数据

如何改变教学进行了简要说明。希望从数据的角度提高教

学质量，提高学校的满意度。

之后，毕琳曼老师对学校教师进行了智慧学伴平台的

使用培训，让老师们对智慧学伴可以实现的数据分析等各

个层面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基于教学应用案例

及有效经验给出了一些实践案例和建议。褚洪旭老师对班

主任老师在平台上区别于任课老师的重要功能进行进一步

的说明，以及对班主任项目落地经验进行了总结。

最后，高精尖中心的工作人员又和学校的校长针对项

目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了解了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并从领导层面上了解了教师的需求。李珍琦老师

通过向肖校长和郭校长直接展示学校管理员的账号功能，

让两位校长对项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表示会从学校层面

上进行项目的大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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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专题

大数据助力石窝中学教育质量提升家长会精准培训

自石窝中学加入实验校以来，为有效助力教师、学生、家

长各角色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学习方式的转变，

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019 年 7 月 9 日上午，

应房山区石窝中学需求，大数据项目组走入学校为初一至初三

年级家长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培训。此次培训的目的在于帮助

家长了解学生学习方式的途径和有效方法。

首先，教学副校长郭志军对本次面向家长培训的大背景和

内容进行了介绍，强调了在教育时代的大背景下，教师教学方

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型，家长应关注孩子的在线学习行为，

透过数据挖掘孩子的学习表现情况。

随后，大数据项目组褚洪旭、毕琳曼、王召阳老师分别面

向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学生家长从理念和实际操作上进行了

深度培训，内容包括以下几个维度：如何查看学生期中期末诊

断报告，如何过程性获悉学生的学习表现，家长如何有效监督

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等。在场家长态度非常积极，纷纷使用手

机进行实操。

此次培训是石窝中学家长层面的一次动员，为家长精准有

效地获悉孩子学习情况进行了培训。期待着石窝中学在教学与

信息化融合过程中能够取得成效，助力石窝中学教育的提升。

>> 石窝中学教学副校长郭志军进行家长会工作部署

>> 大数据项目组毕琳曼老师为初二年级家长进行培训>> 大数据项目组褚洪旭老师为初三年级家长进行培训

>> 大数据项目组王召阳老师为初一年级家长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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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专题

结合数据诊测的命题专项培训顺利进行

继北师大数学学科团队就房山区良乡六中、交道中学初一

年级的诊测、批阅进行分析之后，为更好地帮助教师理解此次

诊测的目的，在明白命题考查意图的基础上分析学生典型错误

作答，7 月 10 日，曹辰博士带着诊测试题的分析为两校全体

数学教师进行了解读。

曹辰博士从认识函数的三个角度——从解析式的角度认

识、从对应的角度认识、从关系的角度认识，切入对诊测试题

的分析。曹博士整理了一次函数 15 年至 18 年命题的变化，

引导教师观察关于函数命题的规律及变化，并预测未来函数考

查方向的走向，对老师们从命题变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教学有重

要的启示意义。在一次函数的命题和考查上，目前逐渐趋向于

对函数本质的考查。老师们要学会从认识、观察、分析和应用

函数的角度逐步深层次反思关于函数教学的方法，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观察函数的定义域、观察函数的值域、观察函数

与 x 轴和 y 轴的交点、观察函数的最值、观察函数图像的性质

（对称性）、观察函数图像的变化趋势、在情境中理解函数的

意义。

最后，曹博士从如何认识学生的错误、如何帮助学生减少

错误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认识，老师们深受启发。

>> 曹辰博士与良乡六中的老师们交流 19 年中考题>> 曹博士为老师们解读命题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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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石窝中学全年级学生接受培训 
助力学生学习方式转型

为了帮助学生认识在线学习的方式，了解基于智慧学伴平台进行在线学习与诊断的维度，通过对教师及学生家长进行培训后，

2019 年 7 月 11 日上午，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大数据项目组走入房山区石窝中学进行学生使用智慧学伴和双师的培训。

首先，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王召阳老师和毕琳曼老师分别针对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学生进行了智慧学伴使

用培训，分别从查看学期总测报告、作答微测报告、查看微课资源、进行问答中心提问以及如何进行双师辅导等维度进行培训，

并通过手机端投屏为学生进行逐一演示，在场学生纷纷登录进行体验操作。本次培训帮助学生掌握了使用在线学习的方式方法，

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有效便捷的渠道，拓宽了学习方式。

>>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王召阳老师进行学生培训

入校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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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专题

葫芦垡中学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初一初二成
绩大数据分析与解读

2019 年 8 月 28 日下午，大数据项目组走入葫芦垡中学

开展 2018~2019 第二学期初一初二成绩分析。北师大高精尖

中心大数据项目组毕琳曼老师为全体教师进行成绩分析并解

读相关数据。

毕琳曼老师对初一年级 3 次、初二年级 5 次大考的整体

趋势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比分数差异、高低分离均值等说明学

生成绩呈集中上升趋势。通过学科柱状图、班级箱型图、Z 分

数分析等，提醒班主任和学科教师针对部分班级学生出现两极

分化的趋势，要加强管理和重视。除此之外，在学科能力上应

关注学习理解能力的提升，增强对知识的识记和应用。另外，

结合初一数学、初二语文和英语等薄弱学科的具体试题分析了

学生错答原因，印证了教学中对学习理解、应用实践的欠缺。

最后，马国光主任提示教师要深入研究大数据项目的数据

统计学习，透过数据和学生学习表现增强对学生的整体了解。

并要求教师讲评试卷前一定要关注智慧学伴中每道试题得分

率与全区得分率的对比，在今后的教学中弥补短板，补齐漏洞，

用科学的统计数据指导引领教学。

>> 毕琳曼老师进行数据分析

>> 班级箱型图透视班级学生整体水平分布

>> 马国光主任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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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示

房山区 2019 年 7-8 月教师和学生平台使用情况公示

（一）区域教师的上线人数及上线率：

（二）区域学生的上线人数及上线率：

初中学生上线人数 上线率

15.48%7912

上线率 高中学生上线人数

112044.32%

（三）初高中各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上线人数、上线率以及人均上线次数：

初中教师上线人数 上线率

5.2%612

上线率 高中教师上线人数

6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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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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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高中各学校学生的微测作答率：

  数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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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初高中各学校微课资源使用率：

  数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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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结

总结经验，深度反思
——七月至八月房山区项目小结

“大数据助力房山区教育质量改进”项目在暑期结合实际开展情况，对已开展的教学改进活动进行了总结，并结合

实验校、教研员、学科教师、学生等各方实际获得感，更好地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探索区域项目

开展的方式方法和有效路径，特遵循“提高非实验校项目参与度 发挥教研员示范引领作用 激活教师研修共同体活力 基

于指标体系开展各类活动”整体思路制订 2019 下半年房山区域项目工作计划，新学期旨在有序推进。

基于项目推进情况，项目组对典型实验校的案例、项目成效等进行了提炼，依据房山项目助力学校发展的具体做法

及成效，梳理项目在教学、教研、管理等层面对学校发展的有效跟进举措，并以案例的形式展现分析。从新学期有效发

挥教研员的引领作用着手，对教研活动有效开展的规范性做了进一步明确。同时， 紧抓房山区初一、初二、高一年级

期末考试数据，结合平台使用量与成绩进退步情况，分析本学年典型学校、学科及教师，梳理项目总结及成效，为新学

期教学改进活动内容做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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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31 日



官方微信

中心网址：http://aic-fe.bnu.edu.cn

智慧学伴平台网址：http://slp.bnu.edu.cn/ 

电话 :  010-5880 6750

邮箱：gaojingjian@bnu.edu.cn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沙河西三路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校园 G 区 3 号楼 4-5 层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