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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师网络研修项目阶段成果

「 疫情期间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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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北京疫情发展突变，上旬延续多天 0 增长，下旬随着新发地疫情迎来紧

张局面，北京市教委依据疫情发展情况先是取消小学段低年级返校复课，随后又通知

已复课年级自 6 月 17 日恢复居家学习。特殊时期，在线学习依旧是重中之重。未来

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在此期间通过智慧学伴和好双师平台为通州区师生服务，一方面

为高三学生提供精细化的高考备考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小课题遴选优秀教师，在全

国层面进行经验分享。

【智慧学伴助力区域教学】

疫情期间（2-6 月），通州区利用智慧学伴开展教学情况统计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通州区开放辅导使用数据反馈

2020 年春季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答疑情况累计周报表

通州区毕业年级学生双师提问所属知识点及其数量统计

【高考备考资源推荐】

精心筛选冲刺阶段素材，助力区域高考备考

【“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

首届“智慧学伴云端直播咨询会”召开

“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② | 基于智慧学伴 创新教学模式

“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③ | 基于智慧学伴 实现高效课堂

【小课题表彰】

小课题推动教研变革，大数据支持实践转型——2019-2020 学年度通州区小课题

研究结题表彰

“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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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2 月 -6 月）师生总体上线情况及上线率如下表所示：

1. 初高中教师日常测评发布套数及批阅套数：

2. 初高中各科教师日常测评发布套数及批阅套数：

一、师生总体活跃情况

二、日常测评使用情况

表 1 师生上线情况统计表

总体教师日常测评使用统计图

各科教师日常测评使用统计图

智慧学伴助力区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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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高中教师微测发布套数及批阅套数：

1. 初高中学生资源点击量及完整观看量：

2. 初高中各科教师微测发布套数及批阅套数：

三、微测使用情况

四、学生资源使用情况

总体教师微测使用统计图

学生总体资源使用统计图

各科教师微测使用统计图

智慧学伴助力区域教学



5

2. 初高中各科学生资源点击量及完整观看量：

学生各科资源使用统计图

智慧学伴助力区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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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至本学期结束前恢复对通州等 8 个区初中学生的全面开

展。以周为单位进行全市试点区及各区不同学校维度的使用大数据反馈如下所示。

注 ：1. 标记数值为 2020.6.8-2020.6.14 整体情况 ；2. 本区总参与率 = 本区三模块总参与人数 / 本区总人数。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通州区开放辅导使用数据反馈（2020.6.1-6.14）

一、通州区学生整体辅导情况

表  6.1-6.14 试点区学生整体辅导情况统计

图 八区学生一对一、一对多、问答中心总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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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按照参与率由高到低排序。

注 ：标记数值为 6.8-6.14 数据

注 ：标记数值为 6.8-6.14 数据

1. 区域各周学生在线人数变化趋势

2. 区域各周学生辅导次数变化趋势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一）一对一辅导数据

二．各模块学生辅导数据统计

表  6.1-6.14 通州区学生整体使用双师一对一辅导的数据统计



8

注 ：标记数值为 6.8-6.14 数据

注 ：标记数值为 6.8-6.14 数据

注 ：标记数值为 6.8-6.14 整体情况

1. 区域各周学生在线人数变化趋势

2. 区域各周学生参与课程数量变化趋势

3. 区域各周学生参与率变化趋势

（二）一对多辅导数据

表  6.1-6.14 通州区整体使用双师一对多辅导的数据统计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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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标记数值为 6.8-6.14 整体情况

注 ：按照参与率由高到低排序。

注 ：标记数值为 6.8-6.14 数据

1. 区域各周学生参与率变化趋势

3. 区域各周学生累计参与课程时长变化趋势

（三）问答中心辅导数据

表  6.1-6.14 通州区学生整体使用双师问答中心辅导的数据统计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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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通州各校师生参与一对一辅导数据统计】

三．通州区各校师生参与辅导数据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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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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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通州各校师生参与一对一、一对多、问答中心数据统计】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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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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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因后台统计时间结点不同，此表中本周各校问答中心的数据统计可能与原始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影响累计参与总数。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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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季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答疑情况累计周
报表（截止到 6 月 28 日，初三高三启动时间：6 月 17 日）

一、通州区初三高三学生总体提问情况

二、通州区各校初三高三学生提问情况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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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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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毕业年级学生双师提问所属知识点及其数量统计
（2020.6.1-6.28）

一、初三年级学生各学科提问情况

【初三年级语文】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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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年级数学】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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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年级英语】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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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年级物理】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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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年级化学】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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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年级生物】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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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年级道德与法治】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24

【初三年级历史】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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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年级地理】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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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三年级学生各学科提问情况

【高三年级各学科提问情况】

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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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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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答疑定位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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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考备考的最后一个月，高精尖中心团队精心从智慧学伴等平台筛选、整理适合区域学生的相关备考资源和测试，

为区域师生最后冲刺阶段的教与学提供素材参考，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精心筛选冲刺阶段素材，助力区域高考备考

高考备考资源推荐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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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备考资源推荐

【数学】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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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备考资源推荐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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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

【生物】

高考备考资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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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高考备考资源推荐



34

【地理】

【政治】

高考备考资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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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研发的“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智慧学伴”，汇聚了北京师范大学学

科教育、教育心理、运动健康和教育技术等学科的一流智力资源，通过对学生全学习过程及多维度数据采集挖掘、

建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诊测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问题并帮助精准改进，发现学生的学科优势并辅助增强，有效促进

学生的学科素养和核心能力的高质量提升。

为让全国广大一线教师更好的深入了解“智慧学伴”，通过数据解决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关键问题，高精尖中心

将定期通过线上平台举办“‘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该系列会议旨在向全国基础教育界人士介绍互联

网 + 大数据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和前沿理论，围绕智慧学伴在教育教学中的不同应用场景，邀请长期使用智

慧学伴的高级研究员和应用专家进行高阶应用分享。

【参会嘉宾】

崔京菁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研究员

                 演讲主题：基于智慧学伴多元数据的翻转教与学

韩  斐  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教研员

               演讲主题：智慧学伴助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从学科能力视角谈教育大数据支持的教学改进

李珍琦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区域应用主管

               演讲主题：做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名师——基于“智慧学伴”创新教学模式

杨  琦  北京市通州区大杜社中学初三物理教师，二级教师，青年骨干教师

             演讲主题：智慧学伴支持下的精准教与学——薄弱知识点精准定位与问题解决

钟  剑  福建省福州市第八中学初中物理教研组长

              演讲主题：智慧学伴促进课堂高效教学——利用智慧学伴的学生培优实践

“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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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张鼎权博士介绍“智慧学伴”应用

图 1  郭佳丽老师介绍中心情况

图 3  崔京菁博士介绍基于智慧学伴的翻转教学

“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

2020 年 5 月 31 日，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

中心对外推广工作小组通过腾讯会议系统举办了首届“智慧

学伴云端直播咨询会”, 面向对中心智慧学伴平台有初步了

解的全国基础教育界人士，介绍了高精尖中心的发展概况以

及我中心研发的“智慧学伴”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详细

情况，并开展了基于智慧学伴的高阶应用专业培训。

会议首先由郭佳丽老师向参会的老师们介绍了高精尖中

心的基本情况。郭老师从中心针对教育教学的前瞻性研究以

及成果落地转化等方面进行了具体介绍，并简要汇报了中心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我中心的远景发展目

标等情况，使与会者对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有了更为清

晰的了解。

随后，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国内合作总监张鼎权博

士对“智慧学伴”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了较全面的介

绍。张博士从基础教育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了教

育大数据的概念，进而从智慧学伴的理论基础、主要功能、

关键技术、核心应用和推广实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清晰的

介绍，并和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认真解答了大

家提出的相关问题。

接着，中心崔京菁博士结合智慧学伴的具体应用，作了

“基于智慧学伴多元数据的翻转教与学”专题培训。崔博士

从翻转课堂的国内外发展历程入手，分析了翻转课堂目前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由翻转教学到翻转学习的转变，并针对基

于智慧学伴的翻转课堂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和应用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智慧学伴的功能顺应了当前发展学生学科关键

能力和核心素养的趋势和要求，是值得全国中小学师生日常

广泛应用的优秀教育服务平台。

经过近 3 个小时的专业分享和热烈交流，首届“智慧学

伴云端直播咨询会”圆满结束，契合与会老师的强烈需求，

中心将在今后继续主办基于中心研发的平台系统的专业培训

与咨询活动，帮助基础教育从业者持续体验我们的智慧产品，

助力学校和区域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首届“智慧学伴云端直播咨询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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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韩斐老师分享“智慧学伴助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

图 5  李珍琦老师基于“智慧学伴”创新教学模式，分享如何“做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名师”

“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在第一期“智慧

学伴云端直播咨询会”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应全国广大中学

一线教师的需求，于 2020 年 6 月 7 日，通过腾讯会议成功

举办了第二期“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该系列会

议旨在向全国基础教育界人士介绍互联网 + 大数据在基础教

育领域的应用实践和前沿理论。本次会议以“基于智慧学伴、

创新教学模式”为主题，邀请长期使用智慧学伴的高级研究

员和应用专家，分享了使用智慧学伴改进课堂教学和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的成功案例，开展递推式系列高阶应用专业培训。

会议首先邀请到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韩斐老师作

“智慧学伴助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从学科能力视角谈教

育大数据支持的教学改进”主题演讲。韩老师从智能教育机

器人的快速发展，谈到了教师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真

正价值，介绍了智慧学伴的 3*3 学科能力体系中各个能力层

级对学生学科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培养、对智慧学伴和教学的

深度融合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智慧学伴的核心

理念和突出优势。

随后，中心区域应用主管李珍琦老师从创新教学模式视

角，分享了“做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名师——基于‘智慧学

伴’创新教学模式”主题演讲。李老师介绍了大数据时代对

教师数据素养的要求，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了大数据对教学工

作的应用指导，教师应如何进行科学且精准的教学，如何开

展基于数据的教学反思和研究，阐述了如何在课前、课中、

课后的不同教学环节融合使用智慧学伴助力教师精准教学和

学生个性化学习。

中心国内合作总监张鼎权博士在互动交流环节向与会老

师详细介绍了智慧学伴的推广情况。他表示为抗击疫情，响

应教育系统的战“疫”行动，支撑教育公共服务发展，智慧

学伴正在面向全国广大学校进行免费使用，欢迎大家积极踊

跃参加智慧学伴的报名使用，中心将全力做好保障指导工作，

希望智慧学伴能够成为教师的好帮手、学生的好伙伴。

经过近 3 个小时的专业分享和热烈交流，第二期“智慧

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圆满落幕。中心将继续从智慧学

伴的重要功能出发，围绕智慧学伴在学校教育中的不同应用

场景，持续开展基于智慧学伴的专业培训和咨询活动，全力

支持基础教育从业者长期使用我中心的智慧产品，助力学校

和区域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② | 基于智慧学伴 创新教
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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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1 日，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

新中心基于腾讯会议系统成功举办了第三期“智慧学伴”系

列云端直播培训会。该系列直播活动旨在向全国基础教育界

人士介绍互联网 + 大数据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和前沿

理论。本次会议以“基于智慧学伴 实现高效课堂”为主题，

邀请了智慧学伴项目实验区的一线名师分享使用智慧学伴实

现高效课堂的经验和成功案例，是计划的递推式系列高阶专

业培训的一部分。

首先，北京市通州区大杜社中学杨琦老师做了“智慧

学伴支持下的精准教与学——薄弱知识点精准定位与问题解

决”主题演讲。杨老师基于学生大数据，从多元化测评、综

合学情分析、个性化督学辅导三方面对学习的全流程进行了

贯通性描述，从智慧学伴的 3*3 学科能力体系，到学生的学

习数据采集、分析、学情统计，有效指导学生精准定位知识

薄弱点，利用智慧学伴的精准诊断为学困生的提升提供了一

条新的途径，体现了智慧学伴的核心理念和突出优势。

随后，福建省福州市第八中学钟剑老师从学生培优视角，

分享了“智慧学伴促进课堂高效教学——利用智慧学伴的学

生培优实践”主题演讲。钟老师结合自己的一线教学实践经

验针对智慧学伴的培优实践进行了详细描述，从基于智慧学

伴的教学设计和 TBL 学习模式谈起，在课前、课中、课后三

个阶段，从微测诊断、教学设计的全流程介入、学案设计等

方面充分发挥智慧学伴的核心作用，实现学生的学科优势增

强，并盛赞智慧学伴是教师的好助手，学生的好帮手。

接着，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国内合作

总监张鼎权博士在互动交流环节解答了与会老师们的多个问

题，并向与会老师详细介绍了智慧学伴的推广情况。他再次

强调为配合全国基础教育的飞跃式发展，智慧学伴正在面向

全国广大学校进行推广使用，欢迎大家积极申请智慧学伴的

免费试用，高精尖中心会全力做好保障和服务工作，确保全

国师生用好智慧学伴，切实提升学科教学和素质教育。

经过近 2 个小时的专业分享和热烈交流，第三期“智慧

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圆满落幕。在总结前三期培训会

的基础上，中心将持续开展“智慧学伴”系列云端培训活动，

围绕智慧学伴在教育教学中的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专业分享和

现场咨询，助力学校和区域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③ | 基于智慧学伴 实现高
效课堂

“智慧学伴”系列云端直播培训会

图 6  杨琦老师分享“智慧学伴支持下的精准教与学” 图 7  钟剑老师分享“利用智慧学伴的学生培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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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课题表彰

2020 年 5 月中至 6 月初，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组织实施了通州区 2019-2020 学年度小课题的结题答

辩活动，经过由北京师范大学各学院首席教授、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学院等 20 余位学科专家，以及高精尖中心

相关负责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认真细致评审，按照设定的比例，在结题小课题的基础上，评选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

奖和三等奖若干，具体名单如下表所示。

小课题推动教研变革，大数据支持实践转型
——2019-2020 学年度通州区小课题研究结题表彰

结题并获特等奖

结题并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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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展示

结题并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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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并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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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展示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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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展示



44



45



46



47

本次小课题结题答辩活动为增强区域教师的数据应用意识，提升未来教师的数据素养，引导教师由经验型向数据

型转变，发现研究型教师人才提供了依据和借鉴。未来，区域大数据支持的小课题研究将继续以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全

面实施学科能力和核心素养为核心，以提高教师的数据意识和素养为目标，进一步强化区域教师的科研意识，充分发挥

教科研的先导服务功能，提高教科研质量，从而全面提高区域教师专业水平。

“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已在工具、内容、形式和资源上呈现出一定的创新成果，充分挖掘大数据，

通过不断聚焦主题或聚焦问题的深入交流、探讨和研究，精准支持学生学习，并已经凸显一批优秀教师，形成一定的教

学范式。未来，项目将在技术与教学研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上开展更多探索，以提升区域教育教学效率，促进新一代健康

成长，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育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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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