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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教师素质提升计划》
之教师网络研修项目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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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面对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开展常态化质量监测和研究，是帮助学生由关注知识和信息

获取转变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的有效途径之一。智慧学伴和好双师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丰富优质的学习资源，

为教师进行精准教学提供数据支撑，为完善区域心理健康档案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理化生学科组联合教

研活动启动”进一步推动了通州区初中阶段物理、化学、生物跨学科融合发展。基于教学问题的提炼与深度研究，通

州区中学段教师积极申报“基于大数据的核心素养发展研究”子课题，共计近 300 份，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 11

个学科。高精尖中心携手北京师范大学各学科首席、北京市优质名师资源为各学科子课题提供针对性指导，助力教师

后续研究的顺利开展。

【智慧学伴支持在线学习】

【双师助力在线辅导】

【专家引领】

大数据引领核心素养发展，子课题支持教师成长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通州区子课题远程开题会议顺利完成

【专项支持】

深化实验微课教学实践，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理化生学科组联合教研活动启动会

2020 年通州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测评启动会顺利开展

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通州持续开展试点测试

在线教育助力新生系统学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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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9-11 月师生总体上线情况及上线率如下表所示：

为了持续跟踪显示师生的在线学习情况，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对通州区师生的平台活跃情况、日常测评使用

情况、单元微测使用情况及资源使用情况进行月度累计统计，结果显示，11 月来，通州区师生上线率有大幅提升，初中师

生的整体上线情况仍好于高中，日常测评、微测等平台测评和诊断功能使用量有显著增长，具体如下：

初高中日常测评学生作答数量及教师批阅数量：

初高中各学科日常测评学生作答数量及教师批阅数量：

一、师生总体活跃情况

二、日常测评使用情况

表 - 师生上线情况统计表

日常测评总体情况统计图

各学科日常测评使用情况

智慧学伴支持在线学习

用户类型 上线率

教师

初中 674 5403 12%

初中 12023 16524 73%

高中 106 2730 4%

高中 1762 6425 27%

学生

上线用户 平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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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1. 初高中学生资源点击量及完整观看量：

四、学生资源使用情况

学生总体资源使用统计图

初高中微测学生作答数量及教师批阅数量：

初高中各学科微测学生作答数量及教师批阅数量：

三、微测使用情况

 微测总体使用情况统计图

各学科微测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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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2. 初高中各科学生资源点击量及完整观看量：

3. 全区资源使用数量前 10 学校：

学生各科资源使用统计图

 资源使用数量前 10 学校统计图

可以看到，随着各项教学活动、研修活动的陆续展开，师生在线教与学活动的频率有显著提升，教师开始更多地使用平

台诊断工具用于学生学情的精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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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五、素质测评进展情况

11 月，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德育部，组织了全区范围内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四个年级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测评，为建立健全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更好地促进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依据。上表为截至 11 月底，

各学校心理健康测试完成情况。

表 - 学生心理健康测试进展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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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双师助力在线辅导

各学校教师参与在线辅导人数、次数及辅导学生数量和辅导时长：

为助力通州区各学校基于数据精准推进第三阶段第三期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工作，北师大高精尖创新中

心对通州区 2020 年 11 月各校教师及学生的双师辅导数据进行了统计和整理，具体见下：

一、各学校师生参与双师情况

表 - 各学校教师参与一对一辅导统计表



8

“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各学校学生参与在线辅导人数、次数、问题数及学校参与率：

表  - 各学校学生参与双师辅导总体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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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二、各学科双师一对一辅导使用情况

表 - 各学科教师一对一辅导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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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三、各学科学生关注最高的前 15 个核心概念

表 - 各学科被辅导核心概念前 15 项统计

表 - 各学科学生参与一对一辅导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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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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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为了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推进“教育 + 互联网”发展，建立覆盖义务教育各年级各学科的数字教育资

源体系，积极探索基于大数据的教学。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于 2020 年 11 月组织通州区一线教师以及学

科专家通过远程在线的方式参与本年度子课题开题答辩。截至 11 月，共计有初高中 171 个小课题通过了开题答辩，涵盖物

理、化学、地理、语文、政治、英语、心理等 7 个学科。本次活动为创新教育业态，进一步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教师

科研意识与水平，提升教师大数据应用意识和能力，促进线上线下融合的教育新常态形成提供了依据和借鉴。 

受邀参与此次子课题开题答辩的指导专家是：

物理学科：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 姚建欣副教授

化学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张晔博士

地理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高翠微博士

语文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谭霞博士

政治学科：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晓东副教授

英语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孙晓慧副教授

心理学科：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陈文副教授

此次开题答辩通过远程在线的方式，子课题负责人从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智慧学伴使用方式等

五个方面进行答辩，充分展示了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深入思考、对研究课题的创新性研究。

7 个学科的子课题开题答辩如下图：

大数据引领核心素养发展，子课题支持教师成长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通州区子课题远程开题会议顺利完成

专家引领

  化学专家提问并对教师开题进行指导道德与法治专家对子课题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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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地理专家高度赞扬教师的创新意识

  英语专家指导子课题研究

物理专家与教师展开线上交流

语文专家对研究做细致指导

 心理专家对热门话题做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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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地理学科专家根据每位教师的不同研究方向，对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基于学术研究的

视角，专家对地理学科里面的学科核心素养做了详细地解读，对于未来学科教学提出精准的建议，以促进后续子课题的顺

利发展。

语文学科专家对子课题的研究内容给予充分的肯定，提出要精准研究过程，明确学科核心概念，精准细化子课题的标题，

并对子课题的下一步进展提出期待。

道德与法治 / 政治学科专家立足于学术研究的视角，对子课题设计提出针对性、专业性的指导意见，对作为研究工具

的智慧学伴的优势做出了肯定，对于研究设计等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解释，并一对一地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指导与

建议，为区域学科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英语学科子课题数量众多，涉及文本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个性化教学模式、听说能力等多个方面。专家对大部分英

语子课题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给予表扬，对于研究内容中的创新点给予关注，对未来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提出个性化的

建议与指导。

心理学科专家对中学生心理问题做出了清晰的解释，充分肯定子课题涉及生涯教育、学习动机、掌控情绪、家校协同

育人等方向，对子课题中教师设计心理与智慧学伴平台结合给予表扬，与此同时也对文献整理、研究问题、核心概念等提

出参考性意见。

物理学科专家认为子课题的研究有巨大的潜质，在课堂教学实践层面实现创新性突破，研究目标和内容较为清晰，教

师的子课题研究团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专家同意物理子课题开题并按当前研究设计开展研究；与此同时建议教师按照进

一步加强对关键教学策略的提炼，对模式方法的探索凝练。

化学专家深度参与了子课题的开题答辩，为各位老师进一步提升教学、科研能力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重点关注智慧学

伴平台与日常教学活动的深度融合，关注培养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对各子课题的研究成果表示期待。

 详细的研究过程

重视学生学科能力培养的研究

子课题创新点介绍 

 充足的科研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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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本次子课题开题答辩旨在进一步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教育模式的形成，以课题研究方式，培养研究型教师，提高

教师大数据应用意识和能力。课题组支持一线教师积极探索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教学模式，与此同时，多数一线教

师将研究方向聚焦到“资源共享”、“大数据推动学生个性化学习”、“大数据视角下的学科核心素养”等；因此，本次

子课题将极大推动通州区各级各类资源和数据的共享，促进互联网 + 条件下教育改革发展。本次通州区申报并通过答辩的

小课题数目同比去年增长了约 50%，体现出一线教师更加重视对实践教学的深度思考和大数据创新教学模式。开题答辩过

程中，子课题负责人清晰地呈现研究过程、详细地解释如何将大数据与创新教学科学地融合、认真地设计研究成果。总的

来说，通州区子课题的开展为通州区教研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推动通州区教学研集智创新，促

进研修系统化发展与整体水平的提升，为打造通州教育名牌奠定坚实的基础。

严谨的研究过程设计专家指导子课题研究内容 



16

“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深化实验微课教学实践，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理化生学科组联合教研活动启动会

专项支持

为了进一步推动通州区初中阶段物理、化学、生物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促进学科间互助互动、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同时进一步深化通州区教育教学改革，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实验教学的要求，促进实验教学的发展，2020 年 11 月 4 日，

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初中部理化生学科组联合北师大高精尖创新中心开展了“理化生学科组联合教研活动启动会”，为进一

步探索、实现通州区实验教学等的持续性发展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

初中部理化生学科组组长陈淑香老师对实验微课活动的背景和意义、前期准备与教研流程、联合教研的预期成果进行了

详细解读，理化生学科的研修员也各自针对本学科实验微课的具体目标要求、实验选题分类、实验成果预期进行了详细而深

入的说明，帮助各学科教师对所要完成的实验创新任务有具体理解。活动特邀北京教科院荆林海老师对全体教师进行了题为

《指向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实验教学》的专家指导讲座，并由北师大高精尖创新中心贺安祁老师做《基于智慧学伴平台的线

上、线下资源融合应用》的专题解读，鼓励教师开展多样化创新成果，丰富实践资源，形成丰富的实验微课资源成果惠及更

多的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

 参与启动会的领导和嘉宾

启动会活动现场 孙院长为活动致辞



17

“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2020 年通州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测评启动会顺利
开展

2020 年 11 月 17 日上午，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共同召开了通州区中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测评启动会，会议围绕测评工具、如何科学解读测评报告、2019 年心理健康结果汇报、测评注意事项、以及心理

健康测评的意义方向展开。参与本次会议的领导和老师有通州区德育部主任高伯武，研修员朱彤、乔爽、邵红云，各学校德

育干部、心理教师以及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张雪玉老师和秦佳霖老师。

张雪玉老师对本次心理健康测评从测评工具、测评报告、2019 年心理测评结果以及测评注意事项进行讲解，着重强调

了心理健康测验为常模参照测验，是一种辅助参考资料，切勿“标签化”；分析测评结果时要结合学生青春期心理发展特点

分析，不可过度关注某一指数；另外，根据 2019 年心理测评时出现的问题，学校应该加强宣传、应该鼓励学生以诚实、认真、

合作的态度参与测验。与此同时，智慧学伴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鼓励教师自行上传心理微课资源，例如时间管理、青春期

的心理管理等；平台将通过心理科普的方式帮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心理、情绪的发展。在整个心理测评过程中，德育干部、

班主任、心理教师、学生需要分工协作，各自的角色需匹配正确，学校机房等硬件设施需要提前检查，以确保心理测评顺利

开展。

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副院长孙翠松从加强通州区作为国家教育信息化试验区建设，强化落实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的大背

景下，对本次活动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教师们转变实验设计理念，确实落实科学实验的要求；第二，希望教师们认

真参与活动，具体细化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实验内容，整体上依托团队力量进行实验创新的探索，启发学生对实验的原理、设

计、目的有再次深入的认识；第三，希望教师关注学生，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关注实验的学习，通过实验评价量表对学

生学习的程度进行有分类的指导，对未来的发展奠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第四，希望教师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带动全区实

验的研究成果，将问题解决过程形成科研成果，普及全区域的实验教学，通过电子资源传播实验案例和研究成果，成为推广

到市区级的理化生学科联合教研成果。

本次活动促进了教师进一步理解实验教学对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性，鼓励教师针对实验中的困

惑和难题来开创自己实验特色教学的创新实践，为进一步深化通州区教育教学改革，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实验教学的要求，

培养更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搭建了良好基础，也为通州区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基于核心素养的科学实验成长搭建了

开放、和谐的交流沟通平台。

 2020 年通州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测评启动会  张雪玉老师介绍心理健康测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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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德育部高伯武主任分析心理测评的注意事项

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通州持续开展试点测试

德育部高伯武主任针对本次心理健康测评进行讲话。高伯武主任提出，心理测试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可供参考

的、集体的学生心理档案；形成评估、预防、干预一体化服务，为特殊学生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共建家校协同育人的良好

基础，关注心理健康教育，关注生命教育，关爱生命；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业提高。另外，针对本次心理测评的难点，高

伯武主任指出帮助教师深度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理性解读心理测评报告结果，适当滞后学生报告呈现时间；引导学生合

理看待测评解读，保护学生的心理发展，避免潜在的负面影响；高效组织学生登录平台进行测评。另外，各学校要加强与未

来教育高精尖心理学科团队的合作，互相支持，完善优化本次心理测评流程。

通过本次启动会，通州区德育部干部、中学段心理教师与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就本次心理测评流程、报告解读、注

意事项达成一致，为后续心理健康测评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小学是个体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完善中小学心理危机筛查机制、完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对

于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教基建议 [2020]408 号文件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5931 号建议指出，教

育部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将其作为中小学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从明确政策指导明确工作要求、加强队伍建设

提升专业水平、创新活动载体提升专业水平、强化家校协同完善服务体系四个方面开展一系列工作。

通州区自 2019 年开始与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协同全区中学生心理普查，每年持续进行，建立学生心理档案，

结合数据分析支撑心理健康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2020 年心理健康筛查工作自 10 月份启动，前期与德育部心理研修员经过多轮研讨、细化流程，确定《2020 年通州区

中学生心理健康测评通知》，并召集学校德育干部、心理健康教师开展测评培训，就测评意义、2019 年培训中出现的问题

解决方法、测评内容、报告解读等部分展开详细介绍。基于此，各校于 11 月 19 日 -12 月 13 日开展统一测评。测评中高精

尖全力支持，协助部分需求学校入校测评，保障心理筛查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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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通州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测评通知

通州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测评启动会

 玉桥中学学生进行心理测评 永乐店中学学生进行心理测评

通州区各校的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测评陆续进行中，以心理测评为基础，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

客观分析筛查中学生的心理状况，帮助学校、教师和学生准确、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有利于对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数据的管理和定期追踪，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及时给予专业的心理支持，有效减少心理危机

事件的发生，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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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师附通州校区学生进行心理测评

 11 月 19 日 -27 日中学段完成 6465 名学生测试

台湖学校初一家长及学生参加培训

 通州二中学生进行心理测评

在线教育助力新生系统学习

2020 年 11 月 26 日，应台湖学校邀请，在初一期中考试家长交流会上，北师大高精尖黄巧艳和张雪玉两位老师对初一

年级家长和学生进行智慧学伴和双师服务培训。培训主要围绕智慧学伴和好双师两个平台的功能展开，结合理工附、二中等

学生的使用效果及六中、玉桥等学校双师教师的辅导经验分享，介绍智慧学伴和好双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提供海量

学习资源，利用数据支撑学生精准分析学科薄弱知识点进行巩固提高，利用在线工具寻找优质师资进行一对一在线辅导等。

邢晓静校长强调智慧学伴和好双师在学生学习中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和名师力量，助力学生教育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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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
当前，“基于大数据的核心素养发展研究”子课题开题答辩正在进行中，各学科教师在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实验规划

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创新性。未来，为促进通州区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整体区域教育质量的提高，深化教育教学创新改革，

将立足于区域需求，探索技术与教学的创新性融合，以实现通州区各类教育教学资源高效共享。

黄巧艳老师进行培训 台湖学校邢晓静校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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