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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实施背景和应用形态



供给方式变革

尊重学生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

学校学位供给
学校课堂教学
校内教育活动
校外教育活动

在线教师服务
在线课程服务

在线诊断服务
跨部门、跨系统服务

（面对面） （移动互联）

+

利用互联网推进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是北京市发展高
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



基于互联网教育供给侧改革的6大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



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促进我市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转方式、补短板，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提高服务质量。

通过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

鼓励中学教师自主开放教学资源，提供在线辅导

服务，供全市中学学生按需选择适合的教师开展

在线学习，帮助学生强基础、补短板、提能力。

以“互联网+”和大数据创新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方

式，实现教师服务属性精细化的萃取和在线流转，

为初中学生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在线

教育服务供给。

第三阶段市级启动会



开放辅导核心特征

人岗不动
在教师智力资源流转中，人事关
系仍保留在原来单位，工作岗位
也保持不变。

服务迁移
将教师的智力服务数值化，标准
化，外显后则成为一种智力资源，
向适合的学习者通过互联网迁移，
服务学习者的学习和成长

身份流转
每一个在网络上服务的教师都有
一个虚拟身份，可以从实体学校
流转到数字学校；数字学校教师
进行评价和评估并做出快速准确
的反应

服务与经验的共享
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汇聚教师服
务的记录，萃取教师有价值的服
务，通过记录分析学生需求的数
据和痕迹，分门别类逐步形成服
务超市，形成可共享的服务资源
空间。



开放辅导实施环境



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

学生呼叫教师，获得1对1实时答疑和辅导

一对一在线辅导界面

互联网



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

学生对1对1辅导各学期评分反馈（满分12分）学生标记教师辅导风格，供其他学生选择参考



问答中心

问答中心界面

学生上传问题后，一方面通过系统的意图
识别确定学生学习能力层级推荐相关微课
资源或相似历史问题及答案；另一方面学
生也可以将问题发布，教师进行思路剖析
和解答并进一步推荐拓展学习资源，学生
比较多个答案后采纳最满意答案。



问答中心

问题解决思路阐释和学习资源推荐 学生对教师提供的答案评星5星占比高达95.98%



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

学生报名、学习课程界面互动课教师授课界面

教师发布课程预告，学生提前报
名并进行互动直播学习。



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

互动课课程信息界面 互动课海报

互动课类型



一对多非实时微课

微课资源界面 满足学科知识3X3各层次能力发展需求

教师将自己教学擅长点提炼、凝聚成微课
形态，推荐给相应需求学生反复学习。



拓展形态——AI智能学

基于学生对资源的难易度反馈
进行后续精准推荐。

提供相关知识点及学生的学习数
据，推荐相关优质的学习资源。

基于人机对话请求及数据分析，
智能推荐学习内容

基于智能对话获取学生学习要求
和目的。



二、 开放辅导前期应用效果



开放辅导实施阶段

第一阶段
2016.11-2017.07
实施范围：通州初一初二年级 第二阶段

2018.03-2019.07

实施范围：通州、房山、延庆、怀柔、密云、平谷

初一、初二、初三年级

在线答疑

第三阶段

2019.09-2021上半年

实施范围：通州、房山、

延庆、怀柔、密云、平

谷、大兴、门头沟

2020.02-2020.07

响应“停课不停学”

实施范围：

全市初三及高中学生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多种渠道帮助学生解决个性化的学科问题，提升学生学科能力、素养及学习兴趣

学生申请在线辅导的主要原因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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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教师能够再讲解一下课本上
自己没有消化理解的知识难点
就课本以外的相关拓展和延伸知
识点向教师请教
作业或练习中自己不会的问题

希望从教师这里获取更多的学习
资源
就学习方法向教师请教

就个人成长困惑、朋友交往等问
题向教师请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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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开放辅导让我不再害怕学习

中的困难，增加了我对学习的兴趣。

“开放辅导”让我有机会向更多的优

秀老师请教问题，增强了我的学习…

因为参与“开放辅导”，我更加懂得

如何有效利用课后时间来学习了。

我觉得“开放辅导”可以满足我独立

地进行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不清楚 同意 非常同意

学生反馈提升个人学习自信心和学习兴趣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通过与全市各学科优质教师在线学习，对学生成绩产生积极影响

 自项目启动，某试点区使用双师辅导最多

的三个学科为数学、英语、语文

 以2016-2020四个学年、三个典型学科学

生双师辅导及其成绩数据来看：三个学科

学生参与双师辅导总次数均有明显增加；

三个学科学生总体成绩均呈现上升趋势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孩子们的心声

延庆区第四中学卢同学：

双师温柔的嗓音如一股暖流……

双师给了她解决问题的机会……

双师改变了自己，让自己勇敢面对……

密云区太师庄中学高同学

良师益友—好双师

初次相识害怕紧张——亲切和蔼解决问题——成绩进步自信增强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通过让全市优质教师走网，使其智力资源在线流转到远郊区县，促进教师资源均

衡配置

探索了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师资资源均衡配置

方案，为远郊区县学生提供了平等接触北京

市各区优秀学科教师的机会，扩大了优质教

师资源的影响范围，促进教育公平。

各学校学生与各区教师社会网络交互图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参加“开放辅导”，可以促进我对教学的反思 参加“开放辅导”加深我对学生学习重难点的了解，为
我平时的课堂教学提供参考

近90%的老师认为参加“开放辅导”能提升自己的教学反思、信息化教学、线下课堂教学等方面能力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平谷区英语学科教师任老师 “有学生跟我说，上过我的课之

后，对学英语更有兴趣了，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我也希望通过

互动课堂这种新形式，让更多孩子找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部
分
教
师
参
与
辅
导
的
感
受



 跟踪参与数据、通过各学科、各年级学生提问知识点的分布情况挖掘出学生的

共性问题，开展精准教研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北京市新中考改革将“史地政生”学科纳入考试范

围，使得学生关于史地政生学科方面的学习需求较

为迫切。开放辅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远郊

区县学校面临的小学科教师紧缺的问题，进一步推

动了北京市新中考落地。

 缓解了部分学校“史地政生”学科教师配置不足的压力，推动北京市新中考落地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通过个性化教育公共服务的探索，缓解高收费辅导班导致的社会分层加剧问题，

有效增进家长的教育获得感

通过学生、家长问卷以及部分家长座谈活动了解到，“开放辅导”推进过程中均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这一在线辅导

形式作为学生课外学习的补充灵活方便，帮助降低了家庭经济压力，节约接送孩子上辅导班的时间、精力成本，而且线上

教师的辅导质量有保障，能够让学生学得更好，家长更加放心。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推动了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区域整体教育生态的进化

线下课堂教学

系统

线上个性化服务

系统

信息和数据

信息和数据

线上辅导和线下课堂信息、数据衔接和贯通，打造虚实融合教育生态



开放辅导试点效果

 汇聚各学科的共性问题，为学校和区域线下精准教学和学科教研提供支撑

通过对1对1辅导学生提问数据的整理分析，提炼出各个学科、各个年级学生提问知识点的分布情况，有助于挖掘

出学生的学科共性问题，为后续精准教学和学科教研提供支撑。

某试点学校学校高频辅导知识点分析



开放辅导项目社会影响

受邀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

织移动学习

周上专题介

绍项目实施

方案与效果

第三届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展示

交流活动中，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等领导对开放

型辅导的工作表示了充分肯定

《关于建立农村教育信息化新

机制的提案》被纳入全国政协

会议正式提案，并被民进中央

评为参政议政成果三等奖

北京市唯一入选教育部大力推进的“

教育厅长突破项目”

教育部《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

实施意见》（教基函[2019]8号）借

鉴了北京的成功经验，提出有条件

的区域，要开放体制内的教育服务

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京报、中青在线、北京晨报、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在线

、首都之窗、光明网等（50多家媒体进行200余次报道）

2019年度IMS全球学习联

盟学习影响铜奖

第四届

国教育

创新成

果公益

博览会

最高奖

SERVE奖

亚洲数字化学习论坛（

eLearning Forum Asia, eLFA

）“社区服务”金奖



开放辅导媒体报道（部分选取）

【东方时空】北京试行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2021年12月）

【北京市教委】 北京市中学教师“在线辅导”拓展至全市，覆盖646所学校33万余名学生（2021年12月）

【北京市教委】33万余名初中生2022年可享免费在线辅导市教委明确：个性化辅导不是在线补课（2021年12月）

【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刘宇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2020年1月）

【北京电视台-特别关注】“空中课堂”让8万多名学生受益（2019年12月）

【CCTV13-新闻直播间】开放辅导：互联网教育供给侧探索（2018年11月）

【北京电视台-非常向上】名校资源随便点网教神器对搭（2017年10月）

https://app.cctv.com/special/m/livevod/index.html?guid=8e4068f601b94a1dac14c07e25aa7bae&vtype=2&mid=17UvaUFf0815
https://app.cctv.com/special/m/livevod/index.html?guid=8e4068f601b94a1dac14c07e25aa7bae&vtype=2&mid=17UvaUFf0815
https://app.cctv.com/special/m/livevod/index.html?guid=8e4068f601b94a1dac14c07e25aa7bae&vtype=2&mid=17UvaUFf0815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112/t20211209_2557385.html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112/t20211209_2557385.html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112/t20211209_2557385.html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112/t20211209_2557385.html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112/t20211209_2557360.html
https://aic-fe.bnu.edu.cn/xwdt/ztdtrky/kffdnew/100087.html
https://aic-fe.bnu.edu.cn/xwdt/ztdtrky/kffdnew/100086.html
https://aic-fe.bnu.edu.cn/xwdt/ztdtrky/kffdnew/100085.html
https://aic-fe.bnu.edu.cn/xwdt/ztdtrky/kffdnew/100084.html


谢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