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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简称“中心”），立足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基于大数据，

用互联网 +的思路助力教育深化综合改革，构建智能教育公共服务新模式。2021 年 9 月，中心产学研用

并举，继续完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重视科研成果产出、深耕基础教育实践、

夯实教育公共服务、扩展国际社会影响力。

1. 本期关注

中心以科技赋能教育，立足北京“四个中心”建设，辐射全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为发展更加公平、

更高质量的教育，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躬行实践。

面向首都教育服务，中心执行的新一轮“开放辅导”项目正式开启，在“双减”政策之下，做好北京市

教育公共服务的支撑；中心专家指导常态北京房山区“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

实验区建设；推进“北京市朝阳区高质量教育发展”项目实施；聚焦北京市通州等区域，依托智能教育平

台开展的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师研修活动持续进行，助力教师信息素养提升与专业成长。

面向全国的教育公共服务，中心各项目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福建、湖北、广东、广西、深圳、

云南、贵州、黑龙江、甘肃、宁夏、新疆等15省 20余试验区开展区域实践活动，组织专家团队深入一线、

召开负责人会议、指导协同备课、组织听评课、开展专题讲座，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推进新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助力区域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中心北京东城、深圳光明、湖北利川、山东济南、

广西百色、广东清远等区域项目活动启动，助力试点校“学 - 教 - 评 - 研 - 管”一体化体系建设，促进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

2. 科研攻关

中心多项研究获奖。例如，中心何克抗先生的著作《中国特色创新型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践》

获得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余胜泉教授的著作《泛在学习的资源组织模型

及其关键技术研究——学习元的理念、技术和应用》获得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

等奖。“基于 5G 的远程精准教研系统”获得第四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优秀奖。此外，团队

在智慧教育领域的研究产出 8 篇高水平成果。

3. 社会影响力

媒体报道方面，《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杂志对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王徜祥进行深度专访，

高度肯定了中心对房山区基础教育的大力支持。

社会评价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对开放辅导项目的服务形态、取得的效果、项目的创

新政策机制表示认可。他提到，北京市开放辅导运营模式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尽快对外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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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期关注 FOCUS

中心多项研究获得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文｜行政办公室 

“基于 5G 的远程精准教研系统”获得第
四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优秀奖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获得大赛复赛优秀奖及荣誉证书

获奖著作封面

相关阅读：https://mp.weixin.qq.com/s/O3w11CapqDN8JTw6JC-nRw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926.html

9 月 24 日，以“5G 赋能教育，科技启迪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绽

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智慧教育专题赛在山东济南精彩落幕，中心与

中移（成都）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申报的“基于 5G 的

远程精准教研系统” 在来自全国的 300 余家企事业单位、院校提交的

参赛项目中中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复赛并获得优秀奖。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公布第六届全

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共有

344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6 项、二等奖

119 项、三等奖 199 项。中心何克抗先生的

著作《中国特色创新型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

践》获得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余胜泉教授的著作《泛在学习的

资源组织模型及其关键技术研究——学习元

的理念、技术和应用》获得第六届全国教育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心研究团队

将再接再厉，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弘扬新时

代科学家精神，推动教育科研创新，注重科

研成果转化应用，不断提升服务教育改革发

展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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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本期关注

9 月 7 日下午，中心执行的“数据驱动核心素养发展学教评研一体化研究”项目启动会在北京第一师范学校

附属小学举办。该项目以 PSAA 智能服务平台为支撑，旨在促进智慧教育环境下学校教与学方式的变革，学校

教研管理模式的转型，实现学校办学质量提升。期间，中心专家李葆萍副教授指出，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开

展教育更应该关注学生素养的发展。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引导教师发挥评价在教学研究中的作用，揭示教与

学规律。以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为指引，全过程的数据处理分析，实现学教评研一体化。会上，双方签署了《数

据驱动核心素养发展学教评研一体化研究实践项目合作协议书》，开启了助力学校办学质量提升的合作新征程。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数据驱动核心素养发展学教评研
一体化研究”项目启动
文｜学习科学实验室

项目签署 启动会合影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0518.html

9 月 14 日 -15 日，“大数据助力教师智慧教研”项目启动仪式暨首次入校指导活动在深圳市光明小学顺利开展。

项目组重点开展了基于丰富的信息化教研案例智慧教研理念培训、支持线上精准教研的的技术工具培训及语、

数、英和科学学科课例观摩活动。期间，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主任陈玲副教授开展了题为“技术支持下的智慧教研”

的主题讲座，介绍了数字化教师的知识与能力要求，基于丰富的信息化教研案例分析了智慧教研理念、特点及

模式，并分享了开展智慧教研可利用的平台工具及实施方案，让光明小学教师对智慧教研有了初步的认识，同

时也激起了老师们对智慧教研的强烈兴趣。此次指导，明确了变革的教研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思

路和理念，期待“大数据支持教师智慧教研”项目在深圳市光明小学落地开花。

深圳光明小学“大数据助力教师智慧教研”项目正式启动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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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本期关注

9 月 22 日上午，  “‘互联网 +’未来学校系统变革实证研究项目” 研讨交流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召开。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任昌山处长、邹晖处长，北师大高精尖中心余胜泉教授、李葆萍副教授、

崔京菁博士，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李晓辉校长、尚建军副校长、课程教学评价处孙兆前主任，张涛副主任、

信息化与数据资源中心吕永新主任共同参与了此次会议。期间，与会领导对“双减”政策背景下的未来学校创

新与发展，就平台资源、大数据支持下的学科教学试点、学习课程构建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地交流研讨。邹晖

处长对“双减”背景下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智慧教室建设的方向

给予了肯定，并建议加强对照

研究。任昌山处长介绍了信息

化和综合评价方面的国家政策，

提出项目要结合教师的实际需

求，把工作做扎实，用信息化手

段持续深入迭代，助力学校质

量提升和内涵发展。最后，与

会人员参观了智慧教室的建设

情况，参与 “融合式智慧校园学

习实验环境”揭牌仪式，正式开

启新一阶段的项目研究与实践。

“互联网 +”未来学校系统变革实证研究中心研讨会召开
文｜学习科学实验室

揭牌仪式
（左起依次为 ：邹晖处长、尚建军副校长、李晓辉校长、余胜泉教授、任昌山处长）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235.html

启动仪式现场 陈玲副教授专题讲座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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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攻关 RESEARCH

本月，未来脑考试在线系统中学科知识图谱项目持续开展。中心人工智能实验室团队主要在构建学科知

识图谱中数据存储的自动化实现方面展开推进。采用数据处理全流程自动化的方式，展开数据预处理和数据

批量存储工作。首先，在数据预处理方面，根据已有的输入数据文件，按照统一化的文件命名规则和文件中

表头设计规则，最终输出节点

文件和关系文件等系列过程。

其次，在批量数据存储方面，

采用 Neo4j-admin import 方法批

量导入数据。最终形成可视化

的学科知识图谱样式。

9 月 15 日，《人工智能 + 教育蓝皮书（2022 版）》启动会召开。涵盖信息科学、教育学、心理学、认知

神经科学等专业背景的 20 余名研究人员参加会议，为蓝皮书的撰写提出宝贵意见。会上，中心人工智能实验

室主任卢宇副教授介绍了 2022 版蓝皮书的撰写背景等情况。他指出，新版蓝皮书将以技术为视角，更加清晰

地阐述各类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与发展现状，梳理技术支持下的最新教育研究与实践应用，使各领域研究人员

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可行性和可能性。随后，中心博士生骈扬就蓝皮书的编撰框架、内容

需求及分工情况做了详细介绍。最后，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强调，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是中心的重

要研究之一。希望新版蓝皮书能够进一步跨越智能技术与教育实践的鸿沟，探索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未来。

02
未来脑考试在线系统技术研发 ：推进学科知识图谱中数据存储
的自动化研究
文｜人工智能实验室

“人工智能 + 教育蓝皮书（2022 版）”启动会召开
文｜人工智能实验室

数据预处理流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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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攻关
RESEARCH

本月，AI 好老师项目组聚焦中小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理论及功能的

研发探索，设计了知心咨询、知心之

家、知心智库、知心分享、知心培训

五个功能模块。知心咨询聚焦于辅助

教师进行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分析和

干预；知心之家聚焦于形成教师互动

社区，促进教师共同体的建立和升级；

知心智库聚焦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知

识的系统化组织和多样化呈现，提供

教师技能提升的学习平台；知心分享

聚焦于为教师提供一个知识管理和知

识输出的窗口或平台；知心培训聚焦

于为教师提供教学和育人相关专题知

识的培训和学习。           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功能设计目标

AI 好老师 ：研发探索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理论及功能
文｜人工智能实验室

为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禁止拍照的通知要求，融合应用实验室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团队联合调研，共同探索

开放辅导项目问答中心下一步的改造方向。基于原有的智能推荐相似问题流程，新的改造方向将在学习者意图

理解、丰富推荐的学习资源、规范教师作答流程、生成每个答案对应的 H5 页面几个方向进行突破。

融合应用实验室团队详细梳理了学生教师的提问作答习惯，按照实际的教学模式，对学生提问学习流程、

教师作答流程做了优化。人工智能实验室团队主要参

与问答模块拍照学习功能中涉及到学习者意图理解的

算法设计。着重考虑采用半自动化对话的方式进行学

习方案的优化，并进一步对推荐算法效果进行测试。

设计学习方案的整体思路是使用工程化的思路逐步推

进学习者意图的理解。目前，团队针对问题文本进行

自然语言处理，深入挖掘问题文本的相关信息，辅助

半自动化对话功能的实现。

双师问答 ：拍照学习方案优化及算法验证
文｜人工智能实验室 融合应用实验室

拍照学习方案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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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攻关
RESEARCH

 本月，PSAA 项目组推动三方面研究：一是确定了

个体协作问题解决能力评估报告 UI 设计。二是平台

功能中小组协作问题解决过程实现“个体 - 小组”双重

视角的评估。以此，为师生提供更为丰富的协作问

题解决过程中信息，有利于揭示个体表现与小组表

现之间的关系，以及小组协作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一

些机制规律，对于后续进行教学干预和改进以提升

小组学习效果和促进个体协作问题解决能力发展提

供参考意见。三是开展了协作问题解决能力框架有

效性探究。利用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实验结

果表明性别混合组比同性别组的协作表现好，能力

高高、高低、中低等水平的组合形式会导致不同的

协作模式，其中能力高的更容易导致成功的协作。

PSAA ：推进个体能力自动
化评估及小组协作问题解决
过程评估
文｜学习科学实验室

个体协作问题解决能力评估报告效果图

本月，学习科学实验室团队关注作业批改。对作业的减负增效、批阅效率和评价效果成为当前“双减”政策

和学生核心素养培养背景下的教育焦点之一。社会化批阅方案将以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智慧学伴”为支撑，

基于前沿信息化教育教学理论，利用信息化手段，针对在作业批阅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在社会化学习理念指导下，

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服务的优势，提出作业的社会化批阅实施方案，充分发挥智能技术优势，减轻教师负

担，利用智能技术大力精简各类重复性、低效能教学劳动治标，打造“测、评、培”一体化教师专业发展完整链条，

在减少教师重复性简单化工作时间的基础上，加强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性数据的深入分析，从而揭示仅依靠经

验无法了解的学生表现问题，实现教师基于证据的教学，从而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帮助和辅导，提高学习效率。

作业批改 ：提出社会化批阅方案
文｜学习科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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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攻关
RESEARCH

扫码阅读脑科学与教育系列文章
 

美、英、韩、日四国基于脑科学的教育政策（部分）
 

脑科学与教育蓝皮书 ：聚焦基于脑科学的在线教育和教育政策
文｜学习科学实验室

基于脑科学的现有研究成果，本月脑科学与教育微信公众号系列文章主要介绍了基于脑科学的在线教育研

究概况以及脑科学对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当脑科学遇上在线教育，如何更好的结合？科学的研究成果

可以为教育决策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理解并利用脑科学相关研究成果会促进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等更加

科学化。教育决策者也早已认识到脑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如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各国的教育决策都

比较关注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被教育决策者认可和采纳，可能会促进教育政策的实施。目前，

我国基于脑科学的政策决策也已起步，尤其是在幼儿教育领域，我国已经开始探索利用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辅助幼

儿教育政策的制定。

开放检课功能模块页面

智慧教研 ：北京市研修项目功能模块基本完成开发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开放研修“名师直播讲堂”、“一对一实时研修”、“开

放检课”、“研修资源中心”、“绩效考评”模块完成 web 端、

PC 端以及移动端开发进入测试阶段，同时完成北京

市中小学教师数据的同步导入工作，预期 10 月可正

式面向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使用，支持教师开展

一对一实时交流、一对多实时培训讲座、基于录播

课检课研讨、研修资源分享，同时系统能够对教师

研修数据进行记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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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攻关
RESEARCH

修辞测评 - 教师端 & 学生端 
 

阅读地图 - 学生端
 

三余阅读 ：新增修辞测评学习内容 改版阅读地图 UI 界面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本月，项目组主要完成“三余阅

读 app-v2.5.7”的版本评审，其中主

要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是新增修

辞测评相关学习内容，学生可以通

过修辞卡片学习对应的修辞知识，

后台系统对相关的修辞提供符合其

当前年级水平的例句，进一步帮助

学生的学习理解。同时本模块还会

对学生所处年级修辞应掌握的和已

掌握的整体情况进行学情显示。二

是是对阅读地图的 UI 界面整体改

版，在原有的界面仅有的入口功能

基础上，进行整体改版，其中增加

各个功能模块的学情显示，并对部

分不合适的功能名称进行重新命名。

9 月，“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公

益行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集团围绕“学生心

理行为问题解决”主题，在线上举办了第五期教师成

长营活动。本期活动邀请到了多位来自一线的优秀

心理教师，通过云端育人直播及群组答疑的方式，

为“公益行动”各参与学校的老师们及北师大教育集

团的老师们提供了“最接地气”的方法指导，参与教

师好评如潮。

同时，“中国好老师”APP 学习板块还上线了 59

节秋季育人课程，结合新的教育热点、育人重点，

围绕 9 个方面，提供五大专题，继续为一线教师提

供内容紧扣教育发展节拍、使用相对便捷的在线育

人课程，目前参与学习的教师已超过 1 万人次。

中国好老师 ：举办第五期教师成长营活动  上线 59 节秋季育
人课程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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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攻关
RESEARCH

9 月 14 日，中心联合重庆市巴蜀小学组织了“基于大数据的小学核心素养发展研究”课题开题答辩会，四个

学科教育类别课题研究团队以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的顺序依次开启答辩，巴蜀小学校长马宏、副校长李永

强、巴蜀园执行校长令狐林作为课题组支撑团队为答辩老师们提供了有力的后备支持。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

务主任李晓庆，学习科学实验室主任崔京菁，学科教育实验项目主管张雪玉联袂出席，作为评审专家为研究组

老师的答辩汇报进行开题指导。巴蜀小学校领导结合

课题研究组的汇报成果与专家组的指导建议进行总结

性反馈，充分肯定了专家组意见对于后续课题研究的

引领启示作用，同时指出研究项目应以教育实践中的

痛点难点为出发点，期待看到进一步落地化、具体化

的研究成果，清晰化梳理的研究价值。

“基于大数据的小学核心素养发展研究”：巴蜀小学课题开题答辩
文｜学科教育实验室 学习科学实验室

中心李晓庆、崔京菁、张雪玉开题指导
 

智慧学伴 ：发布了 V2.6.3 等版本 优化开放辅导等模块
文｜智能平台实验室

双师绩效范围配置 问答情况统计优化

在技术攻关上，9 月，智慧学伴发布了 V2.6.0、V2.6.3 等版本，主要涉及开放辅导、体质健康等模块，提升

了用户体验。开放辅导模块上线了业务组根据政策文件、实际需求等直接配置绩效计算范围功能，节省技术成本。

题库卷库模块，增加无解析筛选项，便于学科管理员查找无解析的题目。体质健康模块，实现根据测试项目的

等级进行运动处方的智能推荐，提升个性化学习，满足多样化测评需求。素质测评模块，新增发展潜力模块区

域报告；学生素质测评模块的测评列表增加布置来源的筛选；新增测评量表分库功能。运营统计模块，按照前

一日、自然周和自然月的时间显示数据，提升数据实时性。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tdtrky/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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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学术讲堂 LECTURE

9 月 27 日，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APSCE）网络研

讨 会 系 列 XVII ：“Design for Emergence: 

Conceptual and Technology Support for 

Student-Driven Knowledge Building”邀请中

心学习科学实验室博士后陶丹开展讲座。

会 上， 陶 丹 以“Reflective Structuration of 

Student Agency-Driven Knowledge Building”

为题进行在线报告。本次网络研讨会重点

关注协作探究和知识构建中的两个核心挑

战。一是学生驱动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如

何在社区内得到社会组织和支持。二是我

们如何在共同构建知识的课堂社区之间扩

展基于探究的协作。

陶丹 ：学生代理驱动知识构建的反思结构
文｜学习科学实验室

网络研讨会海报

阅读原文：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2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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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2383.html

人才培养 TRAINING

9 月 17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学

生工作部“博一学科交叉基金项目”支持

的“在线学习认知地图模型的构建及应

用研究”主题学术沙龙顺利举办。本次

沙龙，由北师大教育学部博士生骈扬主

持，特邀中心优秀毕业生、首都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讲师万海鹏开讲。北京师范

大学 50 余名本硕博学生深度参与学习。

讲座期间，万海鹏从知识结构化、持续

性适应、工程化实践等方面，向与会学

生介绍了自适应在线学习认知地图模型

的构建方法，以及在信息技术课堂中的

相关实践成果，为个性化学习和针对性

教学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了启

示。本次沙龙搭建了学术交流与碰撞的

专业平台，助力创新人才培养。中心将

持续致力于探索教育信息化发展方向，

推动教育技术领域创新、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产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04
万海鹏 ：在线学习认知地图模型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文｜人工智能实验室

讲座海报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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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
科研成果

人才培养 TRAINING 科研成果 ACHIEVEMENT

李 葆 萍 , 仁 青 草 . 教 师 数 据 素 养 的
研 究 现 状 和 启 示 [J]. 北 京 教 育 ( 高
教 ),2021(09):15-19.
阅读 ：https://aic-fe.bnu.edu.cn/docs/20211015093146332297.pdf

05
陈玲 , 杨重阳 , 余胜泉 . 在线辅导中师
生高质量对话的内在机理研究 [J]. 远
程教育杂志 ,2021,39(05):76-86.
阅读 ：https://aic-fe.bnu.edu.cn/docs/20211015093249595441.pdf

蔡 苏 , 焦 新 月 , 杨 阳 , 蒋 林 帆 , 余
胜 泉 .5G 环 境 下 的 多 模 态 智 慧
课 堂 实 践 [J]. 现 代 远 程 教 育 研
究 ,2021,33(05):103-112.
阅读 ：https://mp.weixin.qq.com/s/fIko1jIlnxcqZePkjyg7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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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
科研成果

Tenorio, T. ,  Isotani, S. ,  Bittencourt, 
I. I. , &  Lu, Y. . (2021). The state of 
the art on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online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IEEE 
Transactions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PP(99), 1-1. 
阅读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2384.html

徐琪 , 陈鹏鹤 , 卢宇 . 育人视角下的学
生心理需求自动诊断系统研究 [J]. 中
国教育信息化 ,2021(17):27-33. 
阅读 ：https://mp.weixin.qq.com/s/a-a6imZrxFqtMBaepE4KTw

 

姚 淑 佳 , 谭 红 叶 , 李 茹 , 卢 宇 , 段 庆
龙 . 基 于 Capsule Network 的 数 学
简答题自动反馈 [J]. 计算机应用与软
件 ,2021,38(09):28-33.
阅读 ：https://aic-fe.bnu.edu.cn/docs/202110150932185723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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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
科研成果

Bittencourt II, Freires L, Lu Y, Challco 
GC, Fernandes S, Coelho J, et al. (2021) 
Validation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Brazilian-Portuguese dispositional 
flow scale 2 (DFS-BR). PLoS ONE, 16(7): 
e0253044. 
阅读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2378.html

Tao, D., Zhang, J. Agency to transform: 
how did a grade 5 community co-
configure dynamic knowledge building 
practices in a yearlong science inquiry?. 
Intern. J. Comput.-Support. Collab. 
Learn (2021). 
阅读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2377.html

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
著作 ：中国特色创新型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践

获奖人 ：何克抗

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二等奖
著作 ：泛在学习的资源组织模型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学习元的理念、技术和应用

获奖人 ：余胜泉 杨现民 王琦



18

大兴区开放辅导工作推进会

区域聚焦 REGIONAL FOCUS06
开放辅导 ：新学期启动 各区域推进会有序召开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学科教育实验室

1. 项目运营启动 新学期工作规划制定

项目开启首月，项目组面向用户群发布了各类开启通知、宣传软文、操作手册等资料，持续性跟进开启初

期师生遇到的技术问题。在“双减”政策执行的第一个月，结合师生使用上反馈的问题，与市教委积极联络进行

师生意见和参与数据的反馈。按照开放辅导新红头文件的要求，本学期服务范围将逐步拓展到全北京市所有区

县的初中学生，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下，开放辅导小组成员结合过去工作的经验，详细制定了本学期工作规划，

梳理了工作流程，并给相关领导作了整体工作的汇报。

相关阅读：https://mp.weixin.qq.com/s/cCICOND8oRSSOGTnIBMDXA

2. 北京房山、通州、延庆、平谷区域推进会召开

为进一步推进“开放辅导”在区域内的深入开展，9 月 8 日 -17 日，项目组分别走进了延庆区教师进修学校、

房山区青龙湖中学、通州区教师进修学校、平谷区教师进修学校，围绕学生使用、目前教师端面临的应用难题

以及本学期推进日程等主题与各区领导负责人展开研

讨交流，制定了特色的区域推进规划。相信本学期在

各区域领导老师的带动与推进下，能够稳步实现开放

辅导从“量”到“质”、由“广”到“深”的转变。

相关阅读：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0812.html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548.html

3. 教育部关于云平台辅导答疑功能讨论会召开

本月中旬，开放辅导项目组受邀参加教育部关于云平台辅导答疑功能相关事宜的讨论会。余胜泉教授就开

放辅导项目的服务形态、取得的效果、项目的创新政策机制等进行了介绍，受到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的认可。吕玉刚提到，北京市开放辅导运营模式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尽快对外进行推广。在“双减”的大环境下，

要结合政策发布的情况，做好前后参与数据的对比分析。同时要不断积累经验，找到系统的薄弱点和提升点，

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线上辅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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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下午，“数据驱动核心素养发展学教评研一体化研究”项目教师专题培训在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举办。会上，北师大副教授李葆萍围绕“学教评一体化的作业和测验设计”进行了专题培训。李葆萍指出在

学教评研一体化的研究过程中，作业即评价任务，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要发挥作业的

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将作业纳入教研体系。

中心学习科学实验室副主任崔京菁针对教师需求，开

展了“教师常用统计量及其应用”专题培训，为教师数

据统计与分析奠定了知识基础，为提升教师的数据素

养奠定了实践基础。本次培训，进一步推动学教研评

一体化在学校中应用落地，为后续探索基于 PSAA 平

台的数据驱动学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月 28 日，中心联合房山区教委召开实验区工作推进专项部署会。房山教委副主任郭冬红，中心学科教育

实验室常务主任李晓庆等参加此次会议。基于智能平台与学习工具的项目介绍中，李晓庆主任着重介绍了学教

评一体化、精准化、个性化教研模式；郭冬红副主任对项目建设做出整体部署。通过此次会议，房山教委更加

深入地了解了北师大高精尖中心所负责项目的开展情况，促进了房山区教委对北师大高精尖中心的认可，为项

目建设后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东城 ：中心学习科学实验室团队赴北京一师附小开展专题
培训活动
文｜学习科学实验室

北京房山 ：中心“融合实验区建设助力房山区教育质量改进”
团队 9 月项目指导
文｜学科教育实验室

会议现场

房山区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工作推进会现场 李晓庆分享项目进展及计划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770.html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6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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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在中心与天津英华国际学校“技术革新未来教学深化研究”二期（2021-2024）项目课题负责人会

议开始之际，北师大课题组马宁副教授、李维杨、诸婧文与天津英华国际学校负责人程鑫、李烨针对课题工作

计划进行充分沟通与讨论。程鑫首先感谢了北师大课题组之前对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各部的支持，然后针对不同

学校的需求，向课题组反馈了各校对下学期指导工作

的展望以及规划。马宁副教授肯定了英华国际学校各

个校区的工作成果，感谢各校区负责人对项目组工作

的支持与肯定，并针对英华国际学校的工作反馈提出

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希望未来能够保持密切的联系和

合作，使课题组工作可以有针对性地高效率地展开。

为深入推进济南山大实验学校“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落地，助力济南山大实验学校探索适合

学校的教育质量提升的有效途径，基于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建设校本资源、构建特色课程体系，开展基于大数

据的教育教学实践，9 月 18 日，中心联合济南山大实验学校主办的“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启动会

暨专题指导交流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顺利召开。期间，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做专题讲座；北师大

物理学科首席专家罗莹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黄燕宁副教授和王瑞霖副教授进行了学科专场指导。此次会议圆

满结束，中心将不断提高项目重视程度、完善智能平台建设与项目设计，优化“智慧学伴”教育公共服务模式，

让教师需求与智能化平台更深度契合，使顶层设计理念更精准落地一线。

天津英华 ：“技术革新未来教学深化研究”课题组与天津英华
国际学校召开二期项目启动筹备会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山东济南 ：“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启动会暨专
题指导交流会召开
文｜学科教育实验室

参会人员合影

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线上讲座启动会主会场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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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推进“东乡县区域教育能力提升”项目发展，优化教师教学设计，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9 月 23 日 -29

日，北师大项目组在甘肃省东乡县开展。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李珍琦、王雪和王艳欣共赴东乡开展项目指导。

现场 200 余名小学和初中各学科教师积极参与到了本次培训。本次进校指导活动内容包括说课研讨、专家指导、

智慧教研工具培训等。期间，初中进校指导聚焦学科核心素养，深入贯彻育人理念；小学进校指导则聚焦语用

视角，推进绘本阅读和对话教学。另外，为进一步推动项目深度落地，及时优化调整发现的问题。北师大项目

组与县教育局领导于 9 月 29 日在锁南中学开展了中石化 - 北师大 - 东乡县“区域教育能力提升”项目新学年规划研

讨会。本次进校指导活动聚焦了教师关注的教学问题，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多方输入和支持。

甘肃临夏 ：“东乡县区域教育能力提升”项目 2021-2022 学
年第一轮进校指导
文｜学科教育实验室

初中数学专家李晓东指导初中语文说课研讨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537.html

9 月中下旬，课题指导组对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开展了远程跨越式培训和指导工作。9 月 14 日下

午，北师大课题组周建蓉和张若婉首先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向新进语文教师深入解读了跨越式 211 教学模式，之后分

为低年级和中高年级两个会场分别讲解了不同课型的具

体教学流程及建议，通过案例的研讨与分析为教师日后

落实 211 课型打下扎实的基础。为帮助教师进一步领会

211 课型，课题指导组于 9 月 23 日 -30 日开展了线上听

评课和集体研讨活动，共听评课 14 节，了解了疫情防

控期间线上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困难，重点关注了新进

语文教师的上课情况，并对教师提出针对性建议。

福建厦门 ：中心项目组开展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9
月课题指导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线上听评课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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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 -28 日，中心跨越式项目组赴利川市开展课题指导。本次课题指导活动共组织了公开课观摩、教

学研讨、调研访谈工作并组织开展智慧教研技术培训和小学语文跨越式教学模式培训。期间观摩了由 3 位老师

联合执教的“专递课堂”应用课例《拍手歌》第一课时。利川市第二民族实验小学李朝兵校长在研讨结束后指出，

学校非常注重教师专业发展，也很珍惜这次与北师大的合作机会，老师们对参与此次合作都有很高的积极性，

也都很有信心，期望与中心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推动教师素质和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发展， 同时也通过“专递课堂”

的模式实现对乡镇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帮扶。

湖北利川 ：“小学语文专递课堂智慧教研”项目正式启动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张文静与课题老师深入互动专题课堂公开观摩课执教现场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549.html

中心“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课题组本次指导主要完成新教师 211 课型培训。培训分为两个部

分进行，从语文学科教学核心出发，为老师们介绍 211 课型的基本理念、教学模式和实施方法，并解答老师们

的疑惑。培训将分为低年级和中高年级两个会场，对不同课型分别讲解并针对培训前要求老师们观摩的课例进

行研讨、分析，帮助教师从课例中学习总结教学策略

与技巧。其次，课题组成员与中高年级教师进行了远

程异步听课，基于已有经验和更科学精确课堂观察对

课程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在听课后与该年级教师展

开集体研讨，提出教学改进建议。最后，课题组成员

与参与培训的新教师共同备课、教学设计修改与研讨，

了解并尝试解决老师们在跨越式课程备课时遇到的困

难，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实施跨越式课型。

贵州贵安 ：中心项目组开展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9
月课题指导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9 月课题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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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北师大跨越式课题组与伽师县巴仁镇第四小学、卧里托格拉镇第三小学教师开展线上教研活动。在为期

一个月的教研活动中，评选出伽师县巴仁镇第四小学与卧里托格拉镇第三小学种子教师共 10 人，参与“千日筑基”

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教研活动分为三个阶段，融合教学设计、课堂实录、专家引领三个部分。9 月 28 日 -29 日，由

北师大杨洋、伽师县巴仁镇第四小学祈璟喆、卧里托格

拉镇第三小学书记占玉斌主持线上教研会议。本次会议，

10 位教师分享了教学设计思路以及教学反思，北师大

跨越式课题组对老师们的课堂实录进行点评，双方就教

学内容进一步深度交流。本次教研活动从语文课堂教学

的实施、语文教师专业能力成长等多方面进行指导，为

培养一批优秀骨干教师队伍奠定基础。

新疆伽师 ：“千日筑基”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线上教研活动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北师大课题组与伽师县卧里托格拉镇第三小学教师开展线上教研活动

9 月 27-29 日，“互联网 + 教育”标杆校建设及应用项目组在华西希望中学的主题培训和课题指导顺利进行，

参与本次活动的有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教授，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刘玲云、杨武梦、范琪、佘静雯，华西希望

中学校长张文军、副校长汪建邦、副校长张培及学校近 80 位课题教师。本次指导，共组织 1 场专家讲座、4 场

主题培训及 7 节公开听评教研活动，覆盖语文、英语、数学、生物四个学科。本次入校培训与指导，使华西中

学学校领导、课题教师对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开展建构性课堂教学有了新的认识，并激起了老师们对技术融合课

堂教学的实践动力，为华西中学积极探索网络环境下的课堂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宁夏银川 ：“互联网 + 教育”标杆校建设及应用项目课题组赴
宁夏银川华西中学开展 2021-2022 年第一学期 9 月课题指导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中心刘玲云老师开展“数学认知工具 ：操作·案例·模式”主题培训北师大余胜泉教授开展“互联网时代建构性教学”专题讲座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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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信息化的理念，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进行深层次整合，借助大数据全面推动飞来

湖中学教育教学深化改革，促进飞来湖中学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北京师范大学依托大数据助力飞来

湖中学教育质量提升”项目于 9 月正式开始实施。9 月 23 日，中心团队联合学科专家共赴广东省清远市对飞来

湖中学的常规教学教研开展指导。本次指导活动共涉

及三大主题：项目启动会、英语和数学的专家指导、

智慧学伴及智慧教研平台使用培训。经过本次项目指

导后，飞来湖中学的老师进一步认识了大数据项目及

先进的教学理念，并对应用数据进行教与学有了新的

体会，学校将在大数据支撑教学、学习和教研上有更

深度的尝试。

9 月 13 日 -17 日，中心“技术革新未来教学的探索研究”项目指导团队马宁副教授（远程）、崔京菁博士（远

程）、李维杨、诸婧文参与了深圳市南山区向南小学、白芒小学、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实验小学、大磡小学

开展 9 月份 -10 月份课题指导工作。本次工作内容主要有课题负责人会议、研讨课听评课指导、项目式学习案例

分享与培训、教师微课制作培训。其中，研讨课听评课 1 节、项目式学习案例分享与培训 1 次、微课制作培训 2 次。

广东清远 ：大数据项目落地飞来湖中学 全面助力学校教育质量
提升
文｜学科教育实验室

深圳南山 ：“技术革新未来教学的探索研究”项目团队赴深圳市
南山区开展 2021—2022 学年 9 月 -10 月项目指导
文｜融合应用实验室 学习科学实验室

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副主任刘微娜致辞

北师大课题组在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实验小学开展项目式学习案例
分享会

课题负责人会议现场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041.html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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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中心“智慧语文”项目团队赴广西省百色市凌云县览金小学进行项目交流和学科专项指导活动。

此次指导包括教师常规课展示与听评课指导，览金小学“‘智慧语文’项目核心内容与基本模式”实施介绍，“小学语

文部编版教材解读与应用指导”培训，“语文备课参考资源与应用指导”培训等模块。此外，为更好地促使一线教

师掌握“智慧语文”211 教学模式，深度理解智慧教学实施路径，9 月 28 日，高精尖中心“智慧语文”项目团队以线

上方式对广西省百色市览金小学的教师开展了延展性、伴随式指导。此次线上活动主要包含教师说课指导、教

学设计指导、211 教学模式备课指导等模块，旨在帮助试验教师在以语言运用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将识字、

阅读、写作三个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并探索在不同环境下阅读、识字、写作三位一体的语文教学模式。

广西百色 ：览金小学“智慧语文”项目顺利开启 相关指导顺利
开展
文｜学科教育实验室 学习科学实验室

广东汕尾 ：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团队 9 月项目指导
文｜学科教育实验室 

览金小学“智慧语文”项目活动现场

罗莹教授开展讲座

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李晓庆进行指导

郑林教授对说课进行点评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154.html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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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名分享扫描仪助力双减政策落地李希铭分享基于数据的学科校本研修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684.html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776.html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0940.html

阅读原文：历史学科：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539.html     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399.html

语文学科：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535.html      英语学科：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430.html

物理学科：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400.html       数学学科：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107.html

化学学科：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1027.html

1. 七学科首席专家新学期首次指导教学改进

9 月，七学科首席专家带领团队分别各自以线上培训或线下入校等不同形式对汕尾各学科教师进行教学改

进指导。其中，语文学科以现场课展示 + 同课异构、骨干教师备课说课、专家讲座的形式围绕广东中考试题等

内容进行梳理分析；化学学科就中考试卷及成绩分析、骨干教师代表分享经验和心得、项目教学及学生实践活

动课的分享指导以及新学年规划四个模块具体展开；数学学科则结合汕尾教师成长的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教

研指导，主要包括有理数专题公开课说课、专家主题讲座、教学展示交流、教师命题工作坊等内容；历史学科

以公开课、专题讲座、说课研讨等形式就教师日常教学的共性问题逐一进行讲解指导；物理学科通过专家对教

师分享案例的点评分析，指导教师在学生实践活动设计实施中用科学的方法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而英语学科

则助力骨干教师深入了解广东省中考英语试题特点，了解获悉一线名师的备考经验及教学心得；地理学科根据

教师需求和实际教学进度，组织同课异构、主题研讨、专题讲座、主题说课与专家点评等活动，既贴合实际，

又关注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最新动态变化，与会老师纷纷表示获益良多。

2. 中心赴城区和海丰县开展第九次入校指导

9 月 24 日 -29 日，中心汕尾城区项目负责小组一行在城区学校的教师培训和相关指导顺利开展。专家从各

校的期末质量分析、“双减”政策下的作业设计、基于扫描仪的教学指导三个方面具体进行培训。之后又从各校

的体质机制改进、校本教研开展情况、促进学生学习措施等方面进行视导。海丰县新学年首次入校指导活动也

于 9 月 24 日 -29 日在该区县的 11 所项目实验校开展，并围绕“基于数据的学科校本研修”、“双减背景下的作业布置”

和“扫描仪助力双减政策落地”、“常规教学教研视导”、“线上协同备课常态应用特色活动”五个主题内容具体进行。

通过本次入校指导，学校领导、教研组长和学科教师对“双减”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在作业设计能力、大数据应

用能力和信息化教学能力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同时，学校针对现存的实际问题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

之后开展教学教研工作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目标。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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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xwdt/zxxw/120836.html

交流合作 COOPERATION07
科技集团与高精尖中心合作签约
文｜学科教育实验室

签约仪式

9 月 9 日，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党组织书记、董事长郭庆代表科技集团与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签署合作

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推动北师大教育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会上，双方主要领导分别就自身发展情况、特色优势

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当下合作的建立表示高度认同，并对后续的工作开展寄予期望。双方在教育科技服务产

业中各自具备突出优势且高度互补，将致力于联合打造区域教育质量高地，树立“互联网 +”教育实践典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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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NKs9XJPAgNKWnfqhB6wK-g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王徜祥 ：创建实验区教学信息化新模式 
助力房山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文｜行政办公室

访谈报道

9 月，经中心推荐，《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编辑对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王徜祥进行深度专访。

访谈中，王徜祥高度肯定了中心对房山区基础教育的大力支持。他指出，在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师范大学未来

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支持下，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在房山区落地实践，全区在半年之内有

5000 余名学生学会了在线连线名师解决个性化学习的问题；相关学科的教师探索了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的方法，

积累了教学信息化的经验。

他谈到，2017 年 8 月，北京市房山区教委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开启了“大数据助力房山教育质量提升”项目。

2018 年，该项目进一步延展至高中学段，有关学校用大数据促进中学学习、教学、教研、评价一体化方面已有

两年多的经验，促进了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大数据等教育项目的引入，为国家级教学信息化实验区建设奠

定了较好的基础。

媒体报道 MEDIA REPORT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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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深刻领会总书记回信与对广大教师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四个

引路人”、“大先生”等期望要求一脉相承，9 月，高精尖中心党支部开展主题为“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

彻总书记回信精神”的组织活动，以党小组为单位开展学习研讨，突出引领践行。

第一党小组首先由陈鹏鹤同志带领小组进行集中学习，接着由学习小组成员依次发表学习心得与体会。

一方面学习了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回信内容，另一方面探讨了黄大年老师的伟大事

迹与贡献及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建设意义。

第二党小组在线上上传分享了学习心得，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图片及学习强国作答题目。通过不同形式的

学习，第二党小组一致认为要以黄大年为榜样，将为学、为人、为事相统一。在日常工作中践行黄大年精神，

把育人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三党小组围绕“大先生”、“四个引路人”、“四有好老师”等专题开启了学习活动。首先，小组成员共同学

习习总书记回信相关材料；然后，每位成员分别作汇报，交流心得体会。

高精尖中心党支部开展“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
文｜高精尖中心党支部

第一党小组学习材料

第二党小组学习记录

第二党小组学习记录 第三党小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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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党小组在集体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重要回信”全文以及黄大年

先进事迹后，观看了《黄大年》优秀教师题材电影，

深度学习与领悟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

情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

的特殊厚爱，是对教育系统极大的鼓励和鞭策。高精尖中心党支部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回信精

神，以黄大年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凝聚团队力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贡献。

第四党小组学习活动

阅读原文：https://aic-fe.bnu.edu.cn/djgk/djxwdt/121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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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网址：http://aic-fe.bnu.edu.cn  智慧学伴平台网址：http://slp.bnu.edu.cn/

邮箱：gaojingjian@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