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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央电化教育馆—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于2019年6月启动，

经过近一年半以来大家的共同努力，项目取得了很多可喜成果，项目课题组将主要研究成

果汇编成了《中国基础教育智能互联蓝皮书（2020）》。

项目特点可以归结为四个“新”：

一是设计新。项目具有研究实验性质，目的是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将新兴技术

和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相结合的路径。经过自愿申报和专家遴选，全国共有 13 家企业和来

自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44 家单位（以中、小学校为主）加入到本项目中，在

项目组研究制定的 3 个主题方向（分别是基于智能互联的应用研究、基于智能互联的教师

专业发展研究和基于智能互联的学校管理与服务研究）、9 个子课题框架下共同开展研究

实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在此格局下，课题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子课

题开展研究；企业可以根据项目课题研究指南有目的、有设计地开发和改善自己的产品。

这样的格局设计对本项目的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是技术新。项目中涉及的很多技术都还在研发阶段，但从先进性说，已走到了市场

前沿，代表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 新成果。这是本项目致力于把市场上 新、

适用、 好的技术应用到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尝试。

三是支持新。2020 年尤为特殊，课题学校面临着如何在“新冠”疫情特殊时期开展好

课题研究实验的诸多挑战。项目尝试采用了专题在线直播的方式，对课题单位开展研究实

验予以支持。在线直播活动一共进行了 5期 7讲，参与人数超过 31000 余人，平均每一期、

每个课题学校都有超过 30名同志观看，形成了全国多校互动、每校多人参与的研究态势，

这种新的研究实验态势也是项目设计的重要目的之一。

四是成果新。经过一年半以来的辛苦实践和专家指导，项目在全国收集了 90 多个实

践案例，代表了全国广大中小学利用 新技术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开展教育信息化实践的

新成果。我们会将这些成果分门别类，经专家评议后予以结集展示。

后，特别感谢各位专家为项目和本蓝皮书做出的工作，感谢合作方英特尔公司为项

目和我们工作提供的大力支持。

                                                       韩  骏



前 言

《中国基础教育智能互联蓝皮书（2020）》（以下简称“蓝皮书”）是中央电化教育馆—

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年度工作报告，是集体合作的成果，

中央电化教育馆负责组织编写，英特尔公司为蓝皮书编制提供了支持，项目专家、课题单

位、共同体企业以及英特尔研究院均在蓝皮书成书过程中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

诚挚的致谢。蓝皮书共包括五章，各章内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介绍智能互联教育应用的背景，其中包括智能互联教育的界定、特征、目前发

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智能互联教育宏观环境及需求介绍，并介绍了项目以及相关大事。

本章编者为焦建利教授。

第二章侧重于对“停课不停学”期间项目课题单位利用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

据等在内的各种新技术开展在线教育活动的特色做法。蓝皮书仅荟萃了部分有代表性的优

秀案例，展现 2020 年春季各地开展“停课不停学”的共性做法和特色经验。本章编者为

汪琼教授。

第三章介绍项目共同体企业教育智慧互联案例。主要从项目共同体企业中遴选出了技

术智能互联产品及应用实践案例。共精选了 12 个具有代表性和推广性的企业产品与服务

案例，按产品内容可分为学习、教学和综合（管理）服务。本章编者为顾小清教授。

第四章讨论了赋能未来应用的三大关键性基础技术——5G 通信技术、创新的交互技

术以及当下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成为未来教育应用的关键性技术支撑；此外选

取了三个研究试点案例，探索智能互联技术在教育教学实践当中的尝试和应用。本章编者

为曹露。

蓝皮书由顾小清教授负责统稿。此外，Alyuz Civitci Nese、Aslan Sinem、Nachman 

Lama、郭萍、李琦、欧阳凌、沈苑、王鹏、徐宏进、郑珊珊、周雯（以姓氏拼音为序）等

参加了不同章节的研讨、撰写、修改或核对，特此感谢。

蓝皮书解释权归编制工作组所有。由于撰写时间有限，若有不妥之处，恳请业内专家、

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基础教育智能互联蓝皮书（2020）》编制工作组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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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基础教育智能互联应用

一、编制背景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得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尤其是

近一些年，人工智能、大数据、新型传感器、物联网、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仿真和模拟技术、

机器人、自然语言处理、智能算法等等，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各行各业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人类

进入了一个“智能互联”的时代。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并被不断地引入到教育情境之中，既为教育教学带来了严峻

的挑战，同时，也为教育教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了诸多的可能性。

智能互联教育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智能互联教育是指人工智能技术、教育大数据、智能传感器、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对包括整个学校

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系统各个业务流程的应用创新。

智能互联教育可以简单地作两个层面的意义解读：

一是互联教育，包括互联网技术的教育教学应用和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的教育应用；

二是智能教育，包括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和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智慧教育。

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技术及其应用，智能互联教育仍处于探索之中。为此，在本蓝皮书中，智能互联

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相对狭义的智能与互联技术的应用，也囊括了更普遍意义上的新兴信息技术

的教育教学应用，涵盖传感器、VR/AR/MR、大数据与学习分析、人脸识别与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其

他相关信息技术与教育技术的教育教学应用。

智能互联产品包含 3类核心元素：物理元素、智能元素和联接元素。

智能互联在教育领域的典型装备，如机器人、智能教具等，依赖的技术包括了智能算法、智能传感

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显示技术及相关装置等等。

智能互联教育不是简单地将智能互联教育产品、教育装备、平台、系统镶嵌和叠加在现有的教育系

统之中，而是利用这些技术手段，对教育系统中的教育教学业务和管理服务活动进行流程再造。

二、智能互联教育宏观环境及需求介绍

智能互联教育的宏观环境涉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格局，体现在世界各个国

家的宏观政策与现实行动中是全球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是未来职场和人才培养的现

实需求。而技术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型传感器技术、VR/AR、自然语言处理的迅速发展，

为智能互联教育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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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各国的政策与行动

在过去一些年，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相关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各级各类学校

教育领域的快速普及与应用，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和智能

互联教育的相关政策与行动。

1．中国的政策与行动

2017 年 1 月，国务院颁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建设

智慧校园，综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式。鼓励高

等学校基于互联网开展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

同年 7 月，国务院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人工智能前沿性基

础理论研究、跨学科探索性研究，引进和培育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才团队，进行人工智能学科建设。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管理等方

面的全流程应用，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探索泛在、灵活、智能的

教育教学新环境建设与应用模式。”

2019 年 2 月，教育部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加快推进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建设

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2020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

养的若干意见》。《意见》内容主要包含总体要求、壮大高层次人才队伍、打造高水平发展平台、

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加大支持与组织力度五大部分。《意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针对现状与问题，着力在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理念思路、推动策略和具体举措上进一步创新突破。

这些文件对中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进行了重大战略安排，为人工智能时

代的人才培养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智能互联教育创新、应用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世界发达国家的政策与行动

自 2011 年起，英国教育信息化重视发展“数字化自信体系”，该体系注重为学生提供随时随地可

获取的学习资源和支持，帮助学生建立高阶技能，使所有学生都能提高学习收益 [1]。

2013 年，美国白宫发布“连接教育（ConnectED）”计划，该计划将打造一个适合数字化学习的强

大的生态系统，使美国教育五年内向数字化学习过渡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段吴砥 ,余丽芹 ,李枞枞 ,等 . 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推进路径及启示 [J]. 电化教育研究 , 2017, 38(9): 5-13, 28.

[2] 吴砥 ,余丽芹 ,李枞枞 ,等 . 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推进路径及启示 [J]. 电化教育研究 , 2017, 38(9): 5-1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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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

计划》；

同年 12 月，又出台了《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1]

2016 年，日本制定了《教育信息化加速计划》，该计划提出要建设“智慧学校”，并重新定义下

一代国民所需要的信息应用能力。

2017 年 3 月，法国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对发展人工智能的具体政策提出 50 多项建议，动员

全社会力量共同谋划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确保法国保持领先地位。

2018 年 3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布《法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并宣布到 2020 年将投资 15 亿欧

元用于开发人工智能研究，为法国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创造更好的综合环境。

2018 年 10 月 15 日《2019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指出三类技能无法被 AI 取代： 高级

认知技能、社会行为技能以及预测、适应能力的技能组合。近十年以 AI 为代表的技术爆炸正重塑

新一轮社会经济格局。

2019 年 2 月，特朗普签署了“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第 13859 号行政命令。

2019 年 3 月 4 日，UNESCO 首次举办推动人性化人工智能全球会议，促进各攸关方之间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对话。UNESCO年度项目“移动学习周”也聚焦AI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5月，UNESCO发布《教

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虽然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公共政策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

段，但在数字教育市场很可能在未来 10 年呈指数增长。

2019 年 5 月 22 日 OECD 发布首个政府间人工智能政策指导方针——《政府间人工智能推荐性原则

和建议》，增进人工智能公开对话，呼吁发展可持续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2019 年 8 月，UNESCO 发布首个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2030 年教育议程提供指导和建议的重要文

件《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迄今，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AI领域第一份全球规范性文书——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

2020 年 2 月，白宫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行动：第一年度报告》总结“美国人工智能行动”方面取

得的进展。5 月，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Chuck Schumer 提出《无尽前沿法案》，人工智能被列为未来

5年重点发展领域技术之一。

2020 年 2 月，OECD 发布报告《科学、技术与创新数字化——关键进展和政策》。针对各国政府提

出建议性措施：培养数字技能，提高公民专业或通用数字化能力；助力企业创新；积累专业知识和

能力，进行负责任地治理；避免数字化的负面影响等。

2020 年 4 月 8 日，OECD 发 布 了“ 教 育 中 可 信 赖 的 人 工 智 能”（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education）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吴砥 , 余丽芹 ,李枞枞 ,等 . 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推进路径及启示 [J]. 电化教育研究 , 2017, 38(9): 5-1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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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一斑而见全豹。从由上述一些国家和国家组织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智能互联教育相关的政策，

不难看出，就全球范围而言，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智能互联教育已成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各级各类

学校教育信息化重大战略方向。

（二）全球学校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

今天的学校，要培养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有很多可能会去从事目前尚不存在的职业，去使用那些

尚未发明出来的科技，去解决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现实难题。

全球学校教育的发展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第四次教育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学校教育的系统性变

革，是基于职场快速变化、未来人才培养需求快速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创新日新月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所产生的持续动态影响的结果。

在技术进步与教育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全球学校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

包括：

1．学生主体性的彰显

在过去四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就全球范围而言，人类谈论教育的时候，相对于“教学”、

“学习”成了更加热门和高频次的词汇，成为学校教育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和中心，从关注教师的教，

向关注学生的学转变，从以教师的教为中心向以学生的学为中心转变。学生的主体地位被重新认识，

其个体价值、个性特征被重新考量，教师的角色定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教与学的方式，在

多种技术的支撑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2. 课程的去中心化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学校教育带来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课程的去中心化，也可以说是课程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去，课程主要是由所在学校的教师提供的。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课程的

供给方变得更加的多元。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和文化的驱策下，在“用户生产内容”的机制和“人

人为师，人人为学”的互联网教育生态中，全球开放教育资源运动蓬勃发展，开放课程、公开课、

慕课，都使得全球学校课程的去中心化倾向日趋明显。

3. 学习的可视化与终身化

技术进步带给教育生态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学习的可视化，人类全面地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和可视

化的时代。

在可视化时代，视频比动画受欢迎，动画比图片更吸引人，图片比文字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为

此，微课开始流行，教学视频开始广泛应用，学习的可视化趋势成为当今全球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

趋势之一。

另一方面，学习的终身化对学校教育的生态也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学习的终

身化也正在对传统的“学生”概念和学校教育体系进行重新塑造。

学习的可视化容易导致学习的肤浅化，在学习可视化时代如何利用技术促进学习的变革。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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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化正在对传统的“学生”概念和学校教育体系进行重新塑造。

4. 技术丰富的学习环境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随着技术的进步，全球各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中，不断有新技术被引入到学校

场景，并被寄予厚望，学校的教室变成了一个技术丰富的学习环境，显示装置、具有移动追踪和人

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支持的智能学习环境等等，都使得学校育人环境正在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学习空间正在由传统的四四方方的教室，转变为物理空间、数字空间、虚拟空

间共同构成的一个立体多元多维的混合学习空间。

展望未来，一个新形态育人场域，虚实交融的泛在学校时空、人机环境融合的学校结构性系统，以

及基于学习者自适性学习的学校教育服务形态，会成为学校发展的必然走向。

5. 教育教学的多元多样化

技术进步与教育创新，催生了众多的学校教育样态。学校中的众多元素正在发生着变化。学生、教

师、教室、课程、教学、学习等等，这些核心的学校教育元素正在不断地走向多元多样，学校在汲

取和继承传统班级授课那种大规模教学和人才培养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对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不断

提升受教育者的个性化、个别化、差异化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灵活、多样、多元的教育服务。

6. 人工智能技术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创新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可形式化、可表征化的数据处理方面，大大优于人类”；

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潮流，将会更大地颠覆当下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状态。

然而，未来学校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人工智能技术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创新。基于学校教育的发展

核心而创新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才能为未来学校的建设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才能推动未来学校

的发展进程 [1]。

归根结底，全球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一个快速、动态发展、高速变化的

生态，一个技术无处不在的学校教育发展大环境。将新兴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创新于学校教育，可以

说是全球智能互联教育发展的学校教育现实需求。

（三）未来职场和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

新技术的层出不穷不仅使社会的信息化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使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水平“水涨船高”，

而这些技术也为“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打开了一扇门。

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现代劳动力存在显著的灵活性差距：96％的工人需要灵活的工作环境，但是，

只有 47％的人表示，他们的雇主为其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灵活工作环境。时间、资金投入和空间

局限都阻碍了真正协作的工作环境。异步工作环境、居家工作、带有预测技术的协作空间、以及远

距离协作工具，使得人们可以异步、分布式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罗生全 ,王素月 . 未来学校的内涵 _表现形态及其建设机制 [J]. 中国电化教育 , 2020, 396(1): 40-4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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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工作和职场关涉技术将如何影响组织所提供给人们的经验的问题。互联、更高效的技术，如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将使公司能够提供大大改善产品和服务的客户体验。这些相同的

技术将为未来的员工经验提供动力，因为公司通过使用这些技术来改善培训和工作场所的灵活性，

既使人们和人类的经验仍处于主导地位，又满足员工的期望。

今天，职业发展路径是遵循线性模型，员工在传统的企业升迁阶梯中成长和发展。但是，展望未来，

公司将投资于适应性强、个性灵活的人才。雇主不会寻找具有特定硬技能的员工，而是寻找那些准

备好学习并能够学习的雇员。

因此，员工将能够找到更多量身定制的自定义角色。通过人工智能支持的工作场所配对软件，如

Pymetrics，雇主和员工将能够更好地将技能和目标与工作机会相结合，从而使职业更能满足人们

的个性和兴趣。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教育创新应用，有望“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得以有效落实。学校教育目标的实

现主要依赖于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在课程教学方面，“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内容”首先应该是“立

德树人、五育并举、素质为重、综合交融、全面发展”的；其次是越来越多且不断涌现的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成为课程和教学的内容；第三是这些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应用，包括智能互联教育

应用，使得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更上一层楼，在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和水平上得以大幅度的提升。

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学习分析等智能互联教育应用，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机器视觉、

基于新型传感器技术的可穿戴设备、以及大数据技术支撑学习行为、学习过程追踪和学习分析，使

得传统学校教育情境中学生的德、智、体、美、劳诸多方面的发展历程、轨迹和水平，不仅能够可识别，

还可被记录、被储存，分析评估、智能决策、适应性学习，从而为评估评价和改善教学提供依据。

（四）技术进步提供的现实可能性

回顾过去一百年，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技术创新教育的一百年，也可以说是学校教育所经历的一个

在技术创新应用上满怀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一百年。

技术的一路高歌猛进，在更多时候并没有带给人们预期的学校教育高速发展。其中，一个 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在盲目追新和技术竞赛的赛道上，人们只是试图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可能性，简单粗

暴地加以应用，错误地以为必会产生期待的美好结果。

事实上，技术提供给学校教育的，只是可能性。

1. 人工智能实现个性化教学

个性化、个别化、差异化教学是人类学校教育追求的目标和理想。然而，在传统班级授课制情景中，

个性化、个别化、差异化教学难以落实。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这个世界增加了智慧特征。借助技术，机器被赋予了人类的智能，从而具备

计算各种信息，虚拟和模拟各种学习场景，依据学习者特征智能地设定学习路径、推送学习资源等

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学习中的交互问题，实现个性化教育、个别化教学和差异化教学，使得因

材施教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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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数据 +物联网：推进教育管理精准化和教学智慧化

智能互联教育应用不仅得益于人工智能，而且也得益于新型传感器技术和物联网。通常情况下，学

校教育情境中的物联网所采集的教育数据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学校管理数据和教育教学数据。

对于学校管理类数据，智能互联教育应用主要通过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学校教育和区

域教育治理决策支持系统，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人财物基础数据、教学和科研动态、教师和学生及相

关人员信息、资金、教学资源仪器和设备、校园场域安全、学校区域网络舆情等进行准确分析和科

学研判，从而精准把握区域学校发展动态，对日常运作及关乎学校和区域未来发展的事件做出科学

的决策。

教育教学类数据源自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包括学生、教师、以及教和学的过程性数据。对于

教育教学类数据，智能互联教育应用通过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大数据模型，精准采集、分析和掌握学

生的基础数据、兴趣爱好、学习过程、以及学业绩效等信息，挖掘学生的学习风格与发展潜能，支

持学生个体及群体的学业水平评估、大数据画像、以及动态监测和评估，支持学生个性化课程订制

和个性化学习资源的推送，从而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等相关的智能互联教育创新

应用，优化学生成长路径，实现学生的智慧学习。

另一方面，智能互联教育应用可以分析评价教师教学行为、教学过程和教学绩效，支持教师对自己

的教育教学活动全过程进行动态调节、即时矫正、过程监控、自我审视，从而达到优化教师专业成

长路径，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实现教师的智慧教学，助力教师的专业发展。

3. 互联网 +教育：优化教育服务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

在学校教育领域，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技术为核心的智能互联教育应用，能

够帮助学校教育工作者优化和创新教育供给和服务模式，从而使得传统学校教育情境中的由供给方

所驱动的学校教育服务，已经并正在逐步地转变为由学习者驱动的教育服务，学校教育更加关注学

习者的主体地位及学习者需求，个性化、个别化、差异化教学因智能互联教育应用成为可能，并不

断地根据学习者对教育服务的反馈，来调整、升级、优化和创新学校教育的服务质量。

更重要的是，智能互联教育应用正在通过互联网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物联网、学习分析

等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使学校教育的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教师资源、课程资源、以及其他

数字化资源等不再以学校为单位进行配置，而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流动，从而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创

用共享。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学习分析等相关技术使得“学校课程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以实现。

在学校教育资源的流动过程中，源于互联网的“用户生产内容”（UGC）的文化，网络中的每个节

点既是学校教育资源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教育资源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教育资源在不断流动的同时

也在不断更新，从而有效保证了教育资源的质量。

另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偏远农村地区师资落后、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教育部正在推动的专递课堂、同步课堂、名师网络课堂等“三

个课堂”正是智能互联教育应用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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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块链：打造更加开放和更具公信力的教育系统

区块链是近年来十分火热的热门话题，它也是比特币之类的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其 大特征是去

中心化、开放性和透明性。区块链技术或许代表着下一代互联网，尽管目前该技术主要用于金融领

域，但其应用领域在不断拓展。《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已提及区块链技术一词，我们也许可

以从中一窥端倪。

另外，随着2014年以来的新一轮“新高考”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互联网+教育”的不断发展，

区块链技术的教育应用将迎来良好的发展契机，在构建在线教育、社区教育等学习成果认证体系、

打造更加开放和更具公信力的教育系统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智能互联教育发展现状、特点、问题

（一）智能互联教育应用发展现状

智能互联教育应用的核心是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而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AIED）是全球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当前，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主要包括：智能导师系统、自动化测评系统、自适应学习系统、模拟、

教育游戏与教育机器人等等。智能导师系统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ITS)，是一种适

应性教学系统，它依靠人工智能技术让计算机扮演教师，针对不同特征、不同需求的学习者传授

知识和提供指导；自动化测评系统能够通过计算机程序实现客观、一致、高效和高可用的测评结果，

提供即时反馈，极大地减轻教师负担，并为教学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1]，例如自动化短文评

价系统、自动化口语测评系统等；教育游戏具有明确、有意义的目标，通过深度学习技术构建充

分开放的游戏框架和环境，提供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新视角。玩家使用已有知识技能，结合游戏工

具来解决问题，教育机器人是以培养学生动手实践、编程创造和观察能力等为目标专门面向教育

领域研发的机器人 [2]。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还借助跨学科、跨领域的共同合作，如神经科学、认知科学、

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基础学科。所有这些跨学科的合作，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支

持下，使得智能互联教育应用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智能互联教育应用的特点

智能互联教育应用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智慧教育、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等相关领

域。近年来，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人们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师生行为、教学管理发生了

巨大的转变。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特点，能够从更深层次把握其内涵和核心要义，从而预

测可能引发的未来教育发展趋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朱文艳和马安琪， 国内人工智能教育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路径分析 [J]; 中小学电教 ; 2019 年 Z2 期 

[2] 黄荣怀 ,刘德建 ,刘晓琳等 (2017). 互联网促进教育变革的基本格局 [J]. 中国电化教育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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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梁迎丽等人从多角度论述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典型特征，分别是智能化、自动化、个性

化、多元化、协同化，并认为人机协同将会是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突出特征 [1]；而徐晔则从课程教

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理念将会走向协同化、教学模式智能化、学习模式个性化

和教育资源动态开放化 [2]。

我们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和普及，重新定义了教与学关系，“以学习者为中心”

将会成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典型特征。其中包括：

（1）环境智能化。通过将语音识别、物联网、大数据等相关技术整合，构建智能开放的教学活动环境，

服务于校园安保、校园生活、校园管理以及学校教学等多方面；

（2）学习个性化。个性化是人工智能教育深度融合的可视化表征形式。利用自适应技术根据学习

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使学习者能够在追求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个性潜力；

（3）评价精准化。充分挖掘与分析在教、学、测、评、管等过程中的多维数据，以质量评价推进

教学过程的改进与提升。

（三）智能互联教育应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智能互联教育应用的发展，面临诸多的挑战，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纵观 近一些智能互联教

育应用方面的发展和实践，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智慧教育以及基于大数据的

学习分析等方面。

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程度的加深，人工智能教育面临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

张坤颖等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取得的进展主要在弱人工智能方面，而在通用性人工智能方面基本上止

步不前，因此“新区”亟待拓展 [3]；陈颖博等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微观层

面上，人工智能下的教育实践应用还停留在自动阅卷、教育质量数据监控等以提高成绩为目的的低

阶智能阶段，没有深入到培养核心素养的目的 [4]；徐晔从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实然状态出发，认

为目前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教育理念注重技术导向、教学模式流于形式、教学过程局限单向传输、教

育数据数量不足且质量不高 [5]；而郑勤华等则提出，目前教育领域仍然存在大量的未给出规则定义、

或者规则定义和范围不清晰的教学目标，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存在困难 [6]。

综合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人工智能正在逐渐地重新塑造新型教育体系，但是，

其发展却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包括：

（1）实证研究缺乏。当前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层面，更多的文献聚焦于探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

发展路径及实施建议，缺乏从教、学、管、评、测等多方面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人工智能在一线

学校实际教育教学场景中的落地与大面积实施难度较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梁迎丽 ,刘陈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现状分析、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8(3):24-30

[2] 徐晔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探析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8(5).23-27

[3] 张坤颖 ,张家年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与研究中的新区、误区、盲区与禁区 [J]. 远程教育杂志 ,2017,35(05):54-63.

[4] 陈颖博 ,张文兰 .国外教育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趋势和启示 [J]. 开放教育研究 ,2019 (04):43-58.

[5] 徐晔 . 从“人工智能教育”走向“教育人工智能”的路径探究 [J]. 中国电化教育，2018 （12）：81-87。

[6] 郑勤华 熊潞颖 胡丹妮：任重道远：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困境与突破 [J] 开放教育研究  2019（4）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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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养滞后。由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学习分析相关技术进展迅猛，现有教育体

系培养的人才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满足人工智能和智能互联教育应用创新实践的现

实需求，缺乏引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核心人才队伍，难以在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中寻求新的突破；

（3）教育数据不足。传统的教育数据更多地聚焦于学校教育的基础数据和静态数据，无论是在数

据的采集、数据管理、数据挖掘、学习数据分析、以及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的弊

端。在人工智能应用过程的初始阶段，在不少地方存在着数据缺失，动态数据采集难，基于数据的

动态分析难以实现，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在操作性等方面存在局限，难以形成对学生行为和学习绩

效评估的闭环，因此，在精准化教学、个性化教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

（4）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和使用，在学校及教育情境中的数

据安全、教师和学生的个人隐私、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了智能互联教育应用与研究中

的重要课题之一。围绕人工智能教育引发的隐私泄漏、伦理问题、教育公平等问题，需要通过有效

的手段或技术加以监管和督促，以实现服务于人的目的。

在智慧教育方面，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与相关的教育信息化企业，都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在经

济发达的地区以及许多中小学，基于平板电脑的课堂教学应用创新变成了智慧教育的主体，取得了

不少的成绩，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在应用模式创新上乏力，试图把平板电脑所营造的创新学

习嵌入到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之中；一些学校简单地禁止学生安装移动应用，不仅使移动

终端丧失了移动特性，而且把移动终端这一学生学习和创作的工具，变成了单纯的教学信息简单传

递的工具。在基于移动终端的智慧教育教学法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突破，典型案例和 佳实践变

成了一线教师 紧迫需要的东西。

四、中央电化教育馆 -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简介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

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的目标。

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探索建设智能化校园的有益经验，培育优秀案例，中央电

化教育馆与英特尔公司共同发起，并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正式组建“智能互联教育合作共同体”，

协同各方面力量，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为基础，积极开展智能互联教育应用试点研究。

“智能互联教育项目”是合作共同体迈出的第一步。该项目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为基础，

融合各类智能设备及网络技术，开展智能互联的教育课题研究。

“智能互联教育项目”从“基于智能环境的教学应用研究”、“基于智能互联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和“基于智能互联的学校管理与服务研究”三个主题出发，对申报课题进行培育，并开展了面对面

的项目实验学校的培训和课题研究指导。

该项目从申报课题中评选出“领航项目”，入选单位获得英特尔、中央电教馆及合作共同体提供的

相关资源支持。

根据双方合作，中央电教馆携手英特尔及合作共同体成员单位，依托合作成果、英特尔研究院的前

沿技术以及成功落地案例，汇编出版《中国基础教育智能互联蓝皮书（2020），共同举办“智能互

联教育会议 2020”。



中国基础教育智能互联应用    第一章

11

五、中央电教馆 -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2020 年度事件

2019.06.18 “智能互联教育合作共同体”成立。

2019.10.08 中央电化教育馆发布《关于组织开展中央电化教育馆-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2019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2019.11.25 中央电化教育馆公布中央电化教育馆 -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课题立项清单。

2019.11.26 中央电化教育馆 -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召开课题开题会。

2020.05.21 中央电化教育馆开始征集“智能互联教育”项目立项课题单位“停课不停学”在线教

育优秀案例。

2020.05.21 中央电化教育馆发布《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开展申报加入中央电化教育馆-英特尔“智

能互联教育项目”合作共同体工作的通知》。

2020.09.27 中央电化教育馆发布《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中央电化教育馆-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

项目课题验收结题等有关事宜的通知》。

2020.12.18 汇编发布《中国基础教育智能互联蓝皮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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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20 年春季学期“停课不停学”案例汇编

2020 年春季学期，全国中小学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而被迫开展网上教学。2020 年 5 月 21 日，中央

电化教育馆对中央电化教育馆—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立项单位发起案例征集通知，以了解

“停课不停学”期间课题单位利用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在内的各种新技术开展在线教

育活动的特色做法。这次案例征集活动共收集到 94 个案例，呈现出如下典型特征：各省市先期投

入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如教育资源库、“人人通”空间，在这次大范围的网上教学中发挥了重

要支撑作用；多年不懈的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培养了一批骨干教师，他们为各校快速形成线

上教学流程、辅助其他老师自信开展教学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数月探索，诸多学校对于不同学科、

不同学段如何开展有效的网上教学，形成了多元化的工作模式。“停课不停学”期间积累的丰富线

上教学经验也为复课后持续开展混合教学、推动教学模式变革奠定了基础。限于篇幅，蓝皮书仅荟

萃了部分有代表性的优秀案例，展现 2020年春季各地开展“停课不停学”的共性做法和特色经验。

一、各省市响应迅速，学校准备工作到位

教育部在1月27日发出通知[1]，要求各地教育部门根据当地疫情情况延期春季学期开学。1月29日，

明确提出“拟于多数地区原计划正常开学的 2 月 17 日开通国家网络云课堂，‘以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项目获得部级奖的课程资源为基础，吸收优质网络课程教学资源，供各地学校组织学生

开展网上学习”。从新闻报道来看，各省市教育部门响应迅速，在一两天之内就组织召开了工作部

署会，纷纷出台了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国家中小学网络云课堂（http://www.eduyun.

cn）以及各地建设的省市级教育资源网络平台，实现疫情期间中小学校“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

工作计划。

（一）高效组建领导团队，组织开展各项培训活动

诸多学校成立了线上教育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和在线教学管理中心，还有学校设立了内容审核组、教

学指导组、课堂巡查组和技术保障组，制定线上教育教学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全员技术（如微课、

直播、线上互动等）应用培训，安排信息技术比较熟练的教师进行直播课堂示范 [2]，以保证各年龄

段不同学科的教师都能够熟练掌握网络教学技术，有效应对网络教学中的各种突发情况。还有学校[3]

还特地培训教师网络学习资源甄别和运用能力，指导教师学会甄别和整合各类优质网络教学资源，

选择和开展适宜学生特点和发展水平的网络课程及资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教育部 . 教育部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 [EB/OL][2020-10-26]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1/t20200127_416672.html.

[2] “停课不停学”智能互联助力教育教学——宁夏青铜峡市高级中学疫情期间特色教育案例，青铜峡市高级中学 .

[3] “停课不停学”教师教学思维、教学方式的转变与应用的探索，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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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心筛选和制作教学资源，建立线上课程准入机制

不少省市在省市一级精心选拔优秀教师录制涵盖所有学科内容的网络公开课，以便通过电视和网络

多渠道播放，供全省或全市的学校选用。比如，对于网络不够通畅地区的学生，采取多渠道观看“直

播回放”进行补学；对于无网络地区的学生，推送“学习强国”中空中课堂相关线上课程链接，用

手机网络进行自学。在课程形式方面，有地区 [1] 设立了统一标准，包括：要求在软硬件条件相对

优秀的录制场地开展工作，对视频时长、格式、分辨率、片头片尾等参数都有详细的要求，还组织

开展了面向摄录人员的专业培训。在课程内容方面，要求线上教学内容匹配至学期课程的每一节课，

并要求做到精益求精、重点突出。有学校 [2] 建立了教学内容三重审核机制：各教学组对教学内容

开展一级审核，教导处对教学内容进行 终审核，家长委员会成员对教师在线教学内容进行辅助审

核。总体来说，摄录部门、教研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形成了良好的协作模式和完整的工作流程，建

立起了优良的准入机制。

（三）做好技术、心理、课程上的充足准备，努力做到不遗漏一个人

在心理准备方面，不少学校都能够及时对学生和家长开展思想动员工作。在线上授课之前，学校提

前和家长做好沟通，让家长意识到在网上授课也是一种上课模式，告知家长空中课堂的线上教学和

传统教学的区别，要为孩子提供安静和网络通畅的学习场所，并且要辅助和监督孩子的学习。同时，

引导家长不只是重视主科学习，单纯追求题量和书面作业，还要配合学校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安

排，关心孩子在家学习期间各方面的健康发展。学校也提前和学生做好沟通，说明师生都需要适应

和摸索实践，不能急于求成，需要的是静心和精心；要求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遵守作息时间，养成

良好的线上学习习惯。另外，针对家长介入学生学习后出现的各种家庭矛盾和焦虑情绪，学生长期

线上学习后可能出现的疲惫心态，以及针对家长复工之后学生学习的督促问题，不少学校都能够及

时地准备好有关心理疏导的指导文档，并通过班级家长群发送。

在技术准备方面，不少学校培训家长和学生掌握网上学习用到的平台和各类学习工具。比如，有学

校 [3] 明确提出了居家学习硬件配置，以便家长在 2 月 17 日前做好准备，同时摸底贫困家庭、留守

儿童的情况，采取多种措施解决这些学生的学习条件问题，如采用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把延期

开学期间线上教学的信息逐一通知到每个学生和家长；有地方和学校领导多方协调联系三大电信公

司，通过定向免费使用流量、定向免费使用平板、定向优惠购机和“一人一策”消号策略，确保线

上教学不漏一人。还有的学校会组织居家较近的同学到有条件的同学家上网课。对于因父母在抗击

疫情一线无法陪同督促的学生，学校会重点关心跟踪辅导，甚至做到每日摸排困难学生。由于农村

学校很多同学没有经常使用的教学平台账号，在注册期间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有的老师分别建立

了微机学员和手机学员两个微信群，对家长、学生们的问题进行逐一解答，并录制了多个操作视频

以供观看学习，使前期准备工作出现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天津市 2020 年春季学期中小学精品课程资源广电云课堂建设与应用案例，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技术与信息化研究中心 .

[2] 借助线上教学平台实现教学“面对面”，徐州市汉桥小学 .

[3] “停课不停学”智能互联助力教育教学——宁夏青铜峡市高级中学疫情期间特色教育案例，青铜峡市高级中学 .

[4] 守护云端 共学共研，丽水市云和县实验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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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准备方面，通常学校都会通过发送文档文件或召开视频会议的方式，让家长和学生熟知运用

空中课堂的听课流程和作业提交流程，完成网上注册登录工作。从案例中可以发现，学校与学生和

家长的沟通贯穿于这次疫情期间线上学习始终，且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侧重，比如，2 月

上旬是教家长如何使用各种软件，帮助孩子正常进入学习空间；其后就是如何协助学校监管孩子学

习，创造学习的条件，纠正部分家长不重视劳动和音体美课程的偏见；也通过网络平台及时与家长

沟通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解决家长提出的问题。因为小学生自制能力相对较弱，更需要家长的配合，

因此有学校 [1] 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中增加了针对家长的备课，也利用腾讯课堂的平台向家长推

送学习内容，先后举办了12期家长学堂，让家长也参与到学习当中去，与孩子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还有学校[2]的做法是生成数字二维码及相关培训指导文档，发布到各家长群，作为群任务进行发布，

要求浏览完成任务的家长群中确认完成群任务。同时，发现未完成者及时电话联了解和协调解决，

确保网课不漏报一人。

（四）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线上教学的节奏和状态

对于之前已经采购并使用教学平台的学校，这次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在选择平台上并没有特

别地纠结，但是一些之前没有指定教学平台的学校，在线上教学方案确定初期，还是很花了一段时

间去比较分析各大网络学习平台的特点，有些学校先后试用了斗鱼直播、雨课堂、CCtalk、希沃云

课堂、人人讲、钉钉直播、超星、Zoom、云会议、腾讯课堂、微信、QQ等十余个平台才 终确定选择。

这个过程中年轻教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学校 [3] 的备课组结成年轻与年长教师的帮扶对子，带

动老教师做好线上教学准备工作。往往都是年轻教师先行探索线上教学的软件 [4]，先弄清楚腾讯会

议、翼课网、“教学助手”的使用方法，再负责录制操作视频，其他老师通过参加直播培训或看操

作视频学会在网上进行教学。为了保障合作备课顺利进行，每位老师都需要学会利用平台上提供的

资源进行备课，并且要把自己准备的内容共享，同时还要学会使用云教育平台的互动课堂、微客通、

知识导图、录屏工具、课前导学、智能检测等工具。

在帮助教师转变对网上教学的畏惧心理方面，有学校 [5] 的校长通过《致全体教师的一封信》，告

知教师在非常时期空中课堂教学是教师的责任当担，要定心定力边摸索边实践，并阐述学校会提供

的支持和帮助。在多方支持以及形势紧迫的压力下，许多老师从害怕学到愿意学，操作日渐熟练，

为网上教学做好了准备。大概在开课一周之后，上课已经不再紧张，有了自信。

四川省广元市 [6] 对于疫情期间的工作总结具有代表性：“防疫期间，全市主要利用三类课程资源

实施线上教育教学，一是统筹利用国家、省市平台资源指导学生居家学习，二是由市县（区）教研

员组织团队筛选适用性较强的优质网络教学资源，三是鼓励有条件和实力的教师精炼课程内容，制

作教学资源。在进行在线教学时，鼓励教师们统整教学资源，分层分类开设三类课程：一是各学科

知识课程，针对高中、初中毕业年级的在线教学内容由各学校实际复习进度自行确定，逐科逐课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基于教育云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育人模式探索，湖北省十堰市柳林小学 .

[2] 基于科大讯飞智慧空中课堂的线上直播教学模式，江西省吉水中学 .

[3] 停课不停学  离校不离教，大连博伦中学 .

[4] 宁夏教育云环境下基于自学任务单的初中数学教学模式研究，宁夏固原市第六中学 .

[5] “停课不停学”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空中课堂在线教学案例报告，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学 .

[6] 疫情背景下线上教学的“广元实践”，四川省广元市教育技术装备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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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逐日务实推进，落实堂堂清、科科清、日日清。其他年级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和学科特点，以专题

学习的形式对上学期的教学内容做巩固、拓展，并适当地开展与本学期教学内容有关的衔接学习。

二是全学段阅读课程，要求各学段加大阅读教学，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和自主探究学习能力。三是家

庭劳动教育，城市家庭学生主要以家务活动开展劳动教育，农村家庭学生将家务活动和务农活动相

结合开展劳动教育，并将疫情防控、健康卫生、心理疏导、爱国主义、艺术培养、感恩教育、‘逆行’

精神等教育元素无缝融入到这三类课程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育部通知
各地自主
定春季 期

1月 27日

家中小
云 堂

播

2月 172月 1 2月 15日2月 6

班主任通 微信群和 QQ

群 家 使用云平台
安排 表， 定

合云 堂 流程
校 ，全 分批
有 平台/App操作

1月 29日

育部： 利
用 平
台， 停 不
停 ”

材局
于中小

用
的通知

2月 5 2月 12日

育部工信部
部署 “停 不
停 ”有 工
作

图 2-1-1 学校层面积极备战时间表

二、各学科线上教学流程在摸索中成熟

很多老师在初期对线上教学流程比较陌生，也不清楚空中课堂的教学内容，不了解自己应该发挥怎

样的作用。是不是学生听空中课堂的授课，自己就不用讲课了？学校老师是不是只是布置和批改作

业？在短时间体验后，老师们很快就意识到空中课堂 20 分钟的授课并不能保证学生听懂学会，学

校的老师还是需要统筹规划自己学生的学习历程。而且，各个平台并非能满足学校教学的所有需求，

例如平台资源与教材版本不配套；资源不能及时更新、整合、优化，或者备课使用不便；优质、名

校资源未能实现共享等等。面临着上述种种挑战，一些学校选择自制网络授课视频来满足教学需求，

采用集体备课的方式缓解前期准备压力，在授课初期加强监管和集体教研，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开

展翻转课堂和分层教学，在不断地尝试和努力中逐渐探索出较为成熟的线上教学流程。

（一）集体备课缓解了教学压力，提升了教学能力

从案例来看，大多数学校年级教研组都是采取“集体备课、分工合作”的方式。各个学科组织同科

组的老师通过线上交流，共同商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制定学科实施方案。每位老师领取备课任

务后，要准备自学任务单和配套的课前导学微课视频、新课的课件、当堂检测题、课后作业以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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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测试卷。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们会共同商量解决，也会针对学生的反馈及时修改调整自

学任务单。为增进老师参与网络集体教研备课的积极性，有学校 [1] 还制定了导学案及课件编写奖

励制度，量化考评，根据教研成果质量，给予不同奖励。通过上述制度，以疫情为契机，变不利为

有利，提高了导学案、教案及课件的质量，让学生享受到优质的在线教学资源。

还有不少学校围绕应景主题结合学科教学特点进行集体备课。有学校 [2] 的美术备课组以新冠病毒

疫情为主题，推出“宅家学美术”栏目，逢星期一、星期五下午的第一节，准时向学生推送网络学

习资源，让同学们宅在家里通过观看微课轻轻松松学美术。而且通过以《“画”说防疫》的美术直

播课引导孩子思考：新冠病毒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可恶的家伙？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的？

国家对此采取了哪些防预与抗疫措施？在抗击疫情期间涌现了哪些英雄人物？在这么特殊的时

期，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呢？备课组还计划组织学生用手绘画图或漫画制作的形式，表达对抗疫

英雄的致敬。

由于从通知延期开学到开始网上教学只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一些学校并没有让所有教师都承担网

上授课任务，只是让信息技术适应能力强、有在线教学经验的老师率先做网络授课，一人教全年级

或同时教几个班的学生，其他老师观摩听课、承担作业批改工作，并负责将学生作业完成质量反馈

给授课教师和班主任，便于授课教师课堂点评和调整教学难度，也便于班主任与家长、学生沟通。

随着网上学习从一个月变成三个月，越来越多的老师从观摩他人教学中感到了网络教学并不复杂，

也开始主动请缨承担部分网上教学工作。在所使用的工具平台不能提供很好的学习活动统计功能的

情况下，有些学校还会指定专人进行各项学习活动出勤率的统计工作。

（二）加强对授课初期的监督，形成完整的管理链和教研链

为了保障授课质量，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加强监督。比如有学校 [3] 要求教师提前一天向班级及学校

公布授课信息，由学校教学督导组对在线教学随机进入课堂进行随机听课。有学校 [4] 建立了垂直

式的管理链：“各年级组领导小组—班主任（幅射家长）—值日教师—助教—直播教学教师及学生。

每天各年级组均安排 2 人值班，检查各班主任工作情况，检查直播教师到位上线情况，收集反馈学

生听课情况，督查诚信考试及在线作业完成情况，撰写值日小结。年级组督促班主任，班主任督促

学生及时上线，发布未及时到位听课名单。发现未上线学生，班主任电话单线联系家长了解情况，

督促上线听课。”有学校 [5] 领导在听课过程中发现直播授课的老师往往无暇顾及讨论区的提问，

就建议安排双师并进的混合式教学组织形式，即在线上直播的同时，安排一名教师在线全程听课、

辅导、答疑及管控学生。如成都七中资深教师团队每日同课同传，江西省宜春中学的骨干教师团队

每日在线与生随堂同享，及时掌握学生课堂听课信息，高效助力班级学生在线课程学习。江西宜春

中学的老师 [6] 指出了教师随堂听课的工作重心：“首先，在线上课堂守望（巡堂跟进）方面，利

用班级在线微信学习群有效跟进课堂教学进度，做好及时点拨疑难、督促笔记、教学互动、醒脑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基于科大讯飞智慧空中课堂的线上直播教学模式，江西省吉水中学 .

[2] 线上学习与线下实践相结合探索线上教育新样态，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巷头小学 .

[3] 借助线上教学平台实现教学“面对面”，徐州市汉桥小学 .

[4] 基于科大讯飞智慧空中课堂的线上直播教学模式，江西省吉水中学 .

[5] 校本双师直播课堂，四川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

[6] 基于智能互联场景中的网络直播班教学管理研究，江西宜春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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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直播小结等听课辅助工作；其次，在课后陪伴（课业辅导）方面，教师通过线上答疑积极做好

释疑解难、批阅作业、查缺补漏、培优扶拐、身心沟通等个性化帮扶工作。”

线上开学时间紧迫，这也促进了教师网络教研水平的提升。有学校 [1] 要求：在正式授课过程中，

授课教师每节课后都要结合上课情况，反思授课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没有承担授课任务的教师每

天都要听课数节、在年级群中评课或发表教学感言，并做好纸质记录以及截屏，作为月度考核和考

勤依据之一。这种形式既提高了听课老师对网络课堂的认识，也激发了授课教师的教学激情，在后

续的直播课堂中越讲越精彩，课堂互动形式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还有多所学校 [2] 组织开展

了线上联合教研活动。比如天津滨海新区汉沽美术教研团队与新疆兵团十一师美术教研团队开展了

“停课不停学，学习不延期”联合教研活动，两地的教研团队介绍了各自的教育特色，分享了疫情

期间开展美术亲子教育的实践经验等。

（三）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翻转教学、分层教学得以开展

综合各省案例，在教师层面基于云课堂开展教学的流程如图 2-2-1 所示。教学过程中，多采取“老

师课前布置导学 + 空中课堂教程 + 线上线下教师答疑 + 学生学伴讨论互助”四步流程。各年级教研

组都在空中课堂教学中遵循“内容少一点、要求简单一点、进度慢一点”的原则，采取“课前预习——

在线自学——解答疑惑——实践作业”四个教学环节，以教研组为单位统一进度、统一课时、统一

作业，全校各年级各学科有条不紊地推进空中课堂教学 [3]。

图 2-2-1 教师结合空中课堂开展网上教学的基本流程

从案例中得知，各学科老师借助一些可及的软件功能，结合学科特点，创造性地设计开展了教学活

动。比如，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规范写好方块字，以及多阅读、多写作，一

些学校[4]的老师就利用学校使用的云校家“习惯养成”板块，对不同年级提出不同的打卡活动要求：

二年级每天大声朗读课文十分钟，朗读打卡；三年级每天半小时课外阅读打卡和练字打卡；四年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停课不停学”智能互联助力教育教学——宁夏青铜峡市高级中学疫情期间特色教育案例，青铜峡市高级中学 .

[2] 智能技术支持的联合教研方式方法创新研究，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教育中心 .

[3]“停课不停学”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空中课堂在线教学案例报告，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学 .

[4]“停课不停学”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空中课堂在线教学案例报告，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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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日记打卡，五年级每周一首古诗词背诵打卡。对中学生语文打卡活动包括背诵文言文、诗词等课文，

或要求学生每周六日阅读美文，讲感受，对美文评析。有学校 [1] 考虑到口头朗读、背诵作业是低

段学生需要重点关注的语文能力，大规模采用某人工智能软件支持朗读学习，借助人工智能语音识

别技术，对学生的朗读作业进行自动批改、评分。通过软件记录和分析学生的朗读情况，可以发现

班级朗读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每位学生的个性化问题。这类精准分析便于教师进行个别化辅导，同时

还能根据不同学生的朗读情况进行分级阅读的精准推送。还有学校[2]介绍了组织开展阅读课的步骤：

第一，线上教研先行，确立阅读方法。第二，通过多途径多渠道，解决书目问题。第三，统整要阅

读的小说，设计线上课程。第四，线上线下并进，推进阅读任务。第五，创新线上展示，激发阅读

情趣。一些学校还将疫情期间布置的在家完成的读书、讲故事等生成性学习成果，在复学后，利用

课前五分钟，让学生讲给全班同学听，达到了疫情学习与复课学习的有效衔接。

针对英语学科，学生通常以书面作业上传照片，口语作业上传视频的方式来展示活动完成情况。这

样的作业更符合孩子喜爱表现的心理，促进了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有老师 [3] 建议，可以给出学生

任务单，让他们自主选择 感兴趣的任务去完成，以及让学生成为出题者或者担任课堂助教，让他

们成为课上的主讲者和引导者，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和经验。助教的主要作用是协调作业问题以及

作为连接学生和老师的桥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对于做题较多的数理化学科，教师多是利用微信小程序、钉钉批改学生作业，通过在微信群纠正错题，

及时督促学生查漏补缺，典型题目还会直播课答疑。对于有教学平台的学校则会从平台题库组卷布

置作业，学生线上做题自动批改，大大减轻教学工作量，还可以直接看到学生学习进度、学习成效。

但由于学生家庭条件不同，有电脑的学生适合做线上作业，手机听课的学生则主要是纸本书上作业

为主，所以各学科在布置作业的时候都需要做多套方案。一些学校 [4] 还会对周末作业特殊设计，

比如周末作业主要以提高为主，以章节易错点、难点进行练习小结。在这次疫情期间，微信群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直播课中哪些地方没有听清楚，笔记没有记全，这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群得到帮

助，答题的具体方法和技巧也会在各班学习群中分享。有教师[5]分享快速检测学生学习情况的方法：

把每天在微课视频中出现的习题进行截屏，第二天早上上课之前把这些截图发到班级群里，让学生

们在规定时间上传答案，小组长进行批改，即时在群里公布成绩，上传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无成绩。

还有学校 [6] 使用智能错题本系统，自动推送符合每位学生自己学情的习题，自动收录错题。既节

省了时间，提高了学习兴趣，又攻克了自己的薄弱知识点，巩固提升知识，教师也可以浏览“班级

错题库”以便开展精准教学。

有案例 [7] 介绍了学校开展的应景项目式教学，向同学们广泛征集疫情相关的项目研究主题，将学

科特色与特殊的时代背景融合起来，形成了学科内综合和跨学科综合的学习项目。比如有学校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汇乐读：让学生会阅读、爱阅读——智能化场景下的小学语文朗读评价实践，上海市徐汇区汇师小学 .

[2] 统编教材历险小说整本书阅读线上教学的实践与探索，镇江市宝塔路小学 .

[3]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线上研学活动，沈阳铁路实验小学 .

[4] 人工智能技术助推教师队伍发展路径探索，宁夏银川市第十八中学 .

[5] 以行动展现担当 用责任守望教育，吉林省洮南市教师进修学校 .

[6] 精准教学通防疫不妨学，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

[7] 云上 PBL-STEAM，构建学习模式新生态，沈阳市于洪区东北育才丁香湖小学 .

[8] “人脸识别物联测温仪”的教学案例及防疫应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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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疫情期间的特殊需要，组织开展“物联测温仪”师生合作项目，并计划将项目成果在复学后投

入校园实际应用。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学生们可以体会到一个成熟产品需要经历怎样科学、全面的

检测方能走向市场，应用于人们的生活。

除了不同学科会因地制宜采取适合学科特点的教学方式之外，在实践中，各学校也总结出借助不同

软件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学段的学生所开展的教学方式。有些学校的学生成绩差异化明显、偏科现

象非常严重、生源来源差异化明显、学生需求层次化、多样化明显，各学科教学会依据这些问题作

出及时的调整。如低年级主要运用腾讯会议，每天在“空中课堂”教学结束的半小时后开始对重难

点问题精讲精练，关注学生整体对知识的掌握，以及个别学生的问题；中学段教师抓住作业反馈，

通过直播教学、录音、录屏推送重难点教学，努力做到让学生遇到学习困难而不畏惧，随时提问，

及时解决；高学段教师运用钉钉讲解，结合学生提问进行答疑解惑，尽力做到因材施教。有学校 [1]

开展“培优扶困”活动，精准培优小组由班级的 6 名学优生组成，对他们进行试卷分析、限时训练

和建档跟踪。精准扶贫小组由班级各科 6 名学困生组成，对他们进行试卷分析、问题处理和作业分

层。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了班级教学宏观把控和个性分层。

三、教师开展网上教学的经验逐渐丰富

对于常年进行课堂教学的一线教师来说，线上教学绝对是个大挑战，不论是教学技巧还是课堂氛围

的把控，都和实际的课堂教学千差万别。初次开展网上教学，会遇到许多教学问题，比如，如何了

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如何及时回答每个学生的提问？怎样保证学生好好听课、顺畅互动？如何

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怎样培养学生的自律和学习能力 ? 智慧的老师们在网上教学中不仅掌握了信息

化在线教学的技术，还能够发挥自主创新的能力，拓展出一系列高效的在线授课模式，总结了丰富

的教学管理经验。

（一）精细化管理，行为塑造与管理功能兼具

不少学校依据教育厅的空中课堂课程安排，结合本校的实际，制订了详细的学生作息时间表，从早

上起床到晚上睡前每个时间段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划，让晨读、午诵、暮默、体育大课间及家务实践

活动等进入课程表，并要求学生打卡。这种精细化管理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学生的习惯培养，促进自

主管理能力的养成，避免在家学习的松懈邋遢，有利于复课后的生活节奏转换；另一方面也有助于

核算学生的学习工作量，避免各科教师各自为政，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师生依据课表的安排，家校

联手合作，让师生“宅”在家中，既有章法，又有收获。有学校 [2] 将学生的学习生活规划为四方面：

第一，规律作息，积极锻炼；第二，承担责任，厚德自立；第三，热爱学习，勤学善思；第四，亲

近经典，涵养人生，以加强学生的身体素养、道德素养、文化素养和阅读素养。

也有学校 [3] 设计了《2020 年春延长假期学生在家自我评价表》，把学生在家的表现量化成“生活

好习惯”、“学习好习惯”两大类，前者包括早起早睡按时作息、洗脸刷牙讲究卫生、叠被做饭热

爱劳动、陪伴父母聊天游戏、保护视力锻炼身体五个板块。后者包括课外阅读拓展知识、在线课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基于智能互联场景中的网络直播班教学管理研究，江西宜春中学 .

[2] 网络有约勤学早 战“疫”教学共成长，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 .

[3] 生活就是一部百科全书，绵阳高新区火炬实验小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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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作业两个板块，通过具象的表格一一分解细化，让家长学生形成每一天的任务驱动，从而彻底

根除“慵懒散”的居家学习弊端。

有的学校甚至规定了每次上课的签到用语，比如每天上课在讨论区报告“老师好”、下课后报告“老

师再见”或“老师辛苦了”，由此设立上课的仪式感，并用于统计学生出勤情况。这也是在有限技

术条件下为提高人工统计精准性的智慧。在监管学生学习状况的同时，学校也会对教师的网上教学

情况进行严格的督查，具体的做法包括：对听课、议课、备课、授课有严格的考勤以及上传相应文

档的要求；把每天每位教师上课的直播号分享于年级群，督查员们可以随时进入每个班级群对授课

情况进行考评；采取听课教师、家长代表对直播教师进行监督评价。在这种授课模式和评价机制下，

堂堂都是大型公开课，进一步督促授课教师精心设计课堂，业务能力得到迅速提升 [1]。

（二）统筹资料和任务管理，共同制订在线学习公约

为了解决教师用书、学生用书未发放的问题，有学校 [2] 采用云端解决方案，建立 360 云盘，学校

升级为超级会员，分年级、学科、教师建立云空间，上传教材电子书、教学课件、教学设计、视频

等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云资源。学校发布的工作方案、文件通知、疫情防控知识，都储存在云盘中，

方便教师下载。类似地，有学校 [3] 规定各班建立实名制 QQ群，建立多个群文件夹，如班会文件夹，

图 2-3-1 自主学校复盘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校本双师直播课堂，四川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 .

[2] 智能互联背景下“停课不停学”的实践与思考，四川巴中经开区白塔小学 .

[3] 线上教学七步法——让空中教学零距离，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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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表文件夹等，安排各科课代表负责各科的课程资料文件夹、作业文件夹的添加整理，按时清理过

期文件。这些措施对于尚未学会资料整理、容易丢三落四的学生来说，十分必要。考虑到每日各科

发送的文件过多，学生有可能错过的情况，有学校 [1] 还为学生每天制订了一张各科学习任务核查

表（复盘卡），方便学生对每日学习进行总结与提升。

可以发现，有案例 [2] 特别提到了教师要和学生一起商量制定一系列的在线学习公约，这是被证实

有助于班级管理的有效经验。这个制订公约的过程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各学科作业提交方式和时

间点的要求，也可以检验老师设想的管理条例是否符合学生的家庭情况，是否可操作可实施。比如，

对于上课如何点名、多人踊跃发言时如何协调，这些规则的商议，会让学生更理解规则制订的缘由，

也就会更愿意遵守学习公约，不会因此产生误会而挫伤学习积极性。还有学校[3]采用学生值班制度，

每天安排一位同学到时间节点在班级群里提醒大家交作业，互相监督打卡。

（三）在实战中积累丰富经验，对网上授课的认识更加到位

案例中一些学校 [4] 总结了这段时间以来开展网络授课的经验：老师要根据上课的主题准备好充足

以及完整的课件，课件内容要求美观简洁，逻辑清晰，并符合课程的风格，提前设计好课堂中的一

些互动环节和方式。线上授课虽说隔着屏幕，看不到学生即教师“目中无人”，但教师一定要做到“心

中有人”。教师在线教学眼睛一定要看着镜头来讲，在线教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教师看镜头，学生

感觉是在看他。教师的声音要洪亮，抓住人心；语调有高有低，抑扬顿挫；节奏语速适中，停顿得当；

更缺少不了鼓励学生力争上游的手势和教师面带笑容的表情等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带动所有学生

的精神状态，提起学生的精气神，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和兴趣。教师的线上沟通应该努力让自己的

语言表达文从字顺，简明扼要，不偏不倚，保持良好的分寸感，能够让自己的这堂课充满情趣，经

得起回放。也有案例[4]强调：“要调整好上课的情绪，多与学生互动，切忌一讲到底；学会给网课“留

白”，强调学生的自学习”。

还有案例 [5] 建议：教师可以提前五分钟进入课堂，和学生进行闲聊和互动，可以聊学习、聊生活，

拉近师生距离，消除紧张的情绪，这同时也是在做课前设备调试，画面是否看得见、声音是否清晰，

以保证在线课堂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为了课前点名顺利并保证学生端设备就绪，让能听见老师声

音和看到老师电脑屏幕的同学在对话框中回复数字“1”。当全体同学都回复完后，说明同学们的

设备一切正常，就可以正式开课。一些建立了班级 QQ群或微信群的会利用软件“接龙游戏”签到。

还有学校 [6] 提到，面对每日“公开课”式的教学，教师很难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心来迎接，因此

学校会组织教师每日晨会，保证即时问题，即时解决，为教师增添解决问题的自信心。这些由个别

老师想到的办法经过在教师群的分享，很快就成为学校所有课堂上课前的规范动作，迅速提高了教

师驾驭网上教学的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线上教学七步法——让空中教学零距离，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

[2] 精准实策开展在线教学，宁夏海原县第三中学 .

[3] 智能技术促成长批改作业有妙招，黑龙江省密山市连珠山镇小学 .

[4] 高中地理智能互联教学场景的学科适配性策略研究，四川省双流艺体中学 .

[5] 精准实策开展在线教学，宁夏海原县第三中学 .

[6] 多平台综合运用助力在线教学能力提升，上海市宝山区宝虹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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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案例对网上授课如何与学生互动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教师每讲解完一个具体的重要知识点，可以

通过耳麦询问学生是否有疑问，是否听懂了。还可以出一些简单的选择题，及时检验学习效果，督

促学生专心听课。学生比较喜欢抢麦互动，在线上授课时可以让学生们举手获得发言资格。学生也

可以在听课过程中及时在在线平台的消息区写下听课中的疑问，教师可以阶段性回答消息区的问题。

还可以利用软件系统的随机选人发言功能，让每个学生时刻保持注意力。一些老师还尝试了让学生

用分享屏幕的方式展示学生的操作过程，增强课堂师生的互动，随时掌握学生线上学习状态。如果

某任课老师设立了专门的答疑环节，班主任应该尽量参与其中，可以加强学生对答疑的重视。

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方面，有学校 [1] 采用了通过小组竞赛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劲头；通过群

视频上早晚自习拉近了孩子们之间的距离。有学校 [2] 的英语教研组在开展教学前，搜集了很多与

课程内容相关的英文歌曲和童谣，保留课下传统“课前一歌”，帮助学生能更快地进入熟悉的学习

状态。

（四）同伴教学减轻教师答疑工作量，提升网络学习效率效果

不少没有教学平台的学校是使用班级群答疑解惑的，但是这种沟通方式有一个弊病：由于孩子多，

来不及对每一个孩子的回答都一一倾听，后面回答问题的同学，容易把前面同学回答的内容刷上去，

教师翻阅记录很费时。智慧的老师们将面授课堂的合作教学模式引入网上，采用同伴教学方式解决

了这个问题。

具体做法是 [3]：把全班同学分为多个小组，每个小组有 4 到 5 人。每天视频课堂结束后，教师针对

空中课堂的学习内容列出讨论议题，由各小组长组织在微信小组群中视频展开讨论。教师会进入每

个小组，旁听讨论內容，并适时指导或对小组提出的问题和疑惑进行解答。每个小组中由能力强和

能力弱的学生进行搭配，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帮助能力弱的学生，相互促进，相互督促。每个小组都

有自己的特点：有的小组是轮流当组长，有的小组是按照不同的科目固定负责人，有的小组是成员

分工不同。每天在不同的时间点讨论不同的科目，使空中课堂时期的在线学习生活不再那么单调，

讨论交流成了学生们不可缺少的在线学习常规任务。可见，同伴教学形式既提高了学习效率，还培

养了学生们的组织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合作能力。而且像留守儿童以及学习较吃力的

学生随着线上教学时间的延长很容易出现两极分化，通过这种同学之间相互帮扶的方式可以保持他

们跟上学习节奏 [4]。

还有学校 [5] 设计了更富有创意的小组管理形式：将小组按操行评分高低依次分为 A、B、C、D 四个

组别，通过阶段性线上测评滚动筛选，小组第一为能力 C位，小组进步 大为勤奋 C位，适时表彰。

每逢大考还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小组。每周各小组按操行评分评比，分王者、钻石、黄金、白银、

青铜几个段位，给予相应的奖惩。这样的小组构建和评比充分激发了班级的良性竞争，学生充满了

奋斗的压力和动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深度挖掘现有资源，消除师生“云课堂”怠倦感，唐山市友谊中学 .

[2] 精研细琢育桃李 共克时艰勤研学，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育红小学校 .

[3]“停课不停学”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空中课堂在线教学案例报告，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学 .

[4] 基于教育云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育人模式探索，湖北省十堰市柳林小学 .

[5] 基于智能互联场景中的网络直播班教学管理研究，江西宜春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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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校 [1] 的学生会特别邀请了学业优异的同学担任学生讲师，开展学生会同伴学业辅导会。采用

海报宣传的形式，标明报名方式，简化参与流程。学生只需扫描海报二维码填写手机号即可报名答

疑，同时，在答疑开始前 2小时，学生会工作人员还会发送短信提醒报名同学准时参与。

（五）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安排

有学校认为，在开始阶段，学生都被网络课的新鲜感吸引，参与度较高。但是，在网课持续月余后，

部分孩子和家长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有学校 [2] 调查发现近 4%的学生家庭不通网；因地区差异，

网络时好时坏，甚至有时掉线或者不畅通，造成直播讲课的无效时间变多，影响直播教学的节奏；

上课的课间太短，学生容易疲倦；部分学生在线学习的适应性和学习的自律性不够影响到复课后的

继续学习；老师与学生互动困难，学生和家长的关系亮起红灯；一些学校过于要求家长监督参与，

引发家校矛盾。[3] 上课的老师把这些问题反馈到学校的管理员。学校领导立即对此进行调整，比如

一节课的时间缩短为 40 分钟，课间休息延长为 20 分钟；上午和下午各安排了一节自习课，让学生

进行网上交流并且完成作业。

还有学校 [4] 刚开始是每节课观看时间规定在 20分钟以内，将剩余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任务的完成，

教师进行在线督促，保证学生学习的有效性。但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开始，部分家长不得不把学生

交于爷爷奶奶或者单独留孩子在家，为了减轻家长们的心理负担，学校决定把学科课程授课时间调

整至一个小时，除去20分钟的教学任务，其余时间交于教师在线辅导学生作业的完成和上传检查，

并且继续开展多项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的生活课程，鼓励孩子们在单一的宅家生活中找到乐趣。

还有不少案例都分享了在教学中及时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题的事例，比如，“在一节阅读课后，

学生反映速度过快跟不上，平常九年级学生一节课完成三篇阅读是很容易的，但因为上课时向学生

展示的是电子文档，比起平常的纸质阅读，学生速度明显减慢，而且阅读的速度参差不齐，教师为

了照顾大多数，有只好降低速度，阅读的时间耽误更多。阅读板块的第一节课后，年级组教师立即

展开讨论，改变教学策略，提前一天将电子文档发给学生，这样课堂的进度明显统一，效果自然提

高 [5]。”“由于部分学生不得不用手机上网课，但手机屏幕小，出现课件呈现不清晰等问题。对此，

教师在课件的制作上做出了调整，通过减少课件单页的字数、放大字体、改变字体的颜色、加下划

线等多种方式，力图将课件清晰地呈现在学生的屏幕上，以确保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6]。”

还有老师会利用智能技术提前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从而调整自己的教学安排。比如有学校 [7]

的老师在上《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这节网络直播课前，借助校本资源库进行网上备研，给同

学们推送了微课和导学作业，从大数据分析功能反馈的课前导学提交作业来看，只有 10% 的同学能

够根据图像解决含两个及以上未知数的不等式或者不等式组，大部分同学不清楚为什么要用图像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深圳中学学生会线上同伴学业辅导，深圳中学 .

[2] 智能互联背景下“停课不停学”的实践与思考，四川巴中经开区白塔小学 .

[3] 智能互联背景下“停课不停学”的实践与思考，四川巴中经开区白塔小学 .

[4] 生活就是一部百科全书，绵阳高新区火炬实验小学校 .

[5] 校本双师直播课堂，四川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 .

[6] 基于智能互联实现学习方式转变的实践，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 .

[7] 守护云端 共学共研，丽水市云和县实验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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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不等式问题。于是她将用图像来解决不等式问题调整为教学难点，并将不同学生分为不同层次，

做到了有的放矢。

四、借助各类软件，丰富的学校活动搬上网

从案例来看，各学校不只是在网上上课，也将学校常规的教育教学活动移入“云”中，丰富了学生

的疫情生活，增加了学生对班集体和学校的认同感。从“云队会”开展生命教育，到“云家长会”

开启家校沟通的新模式，到网络视频的运动比赛，师生通过冰冷的屏幕建立起了真切的情感连接 [1]。

多元的展示活动和评优活动，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教师对学生的全面认识。

（一）通过视频会议及时地与家长沟通

虽然大多数学校的家校沟通是通过微信群，比如，老师会在微信群发送每日授课的链接、学生完成

作业的情况、优秀作业展示，但是有些事务采取面对面的沟通会更有效率，也有更好的效果。疫情

期间，多家公司提供的免费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给家校沟通带来了便利。通过网络视频会议，教师同

孩子、家长可以及时进行面对面的实时沟通交流，及时处理教学中的问题。有些学校规定每周一次

家校联系会，一些工作细致的班主任还会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分批次、有针对性地召开“云家长

会”，及时反馈孩子的问题，取得家长的配合、支持。

（二）借助班级群 / 论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有学校 [2] 在案例中指出，孩子长时间呆在家里会产生从身体到心理的各种不适，德育在情感态度

教育和调节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学校在疫情期间都发起了爱国主义教育、感恩教育、

劳动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

各学校在开展德育教育的做法各有特色，如在线上举办具有仪式感的开学典礼活动、通过学校微信

公众平台每月开云队课、将德育教育和生涯规划教育与语文学习结合起来进行 [3]、在班级空间及时

上传每次班会课的相关资料和照片并组织学生通过留言分享自己的感悟。[4]还有学校[5]特别开设“战

疫公开课”与“心理辅导站”线上专栏，以“呼吸”、“口罩”、“法治”等主题板块，有针对性

地为孩子们创设心理辅导环境，带领孩子们在线跟随视频进行有益的健康心理辅导，培养学生积极

向上的学习体验。孩子们通过查找资料，了解疫情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学会感恩在疫情中为祖国和

人民做出贡献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交警等所有工作人员，思想品德教育在活动中潜移默化。

不少学校在复课后还开展了对疫情期间这些活动的总结活动，通过征文或演讲活动，展示学生宅家

抗疫的生活，分享空中课堂期间学习生活感悟及收获，做到了首尾衔接、善始善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停课不停学”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空中课堂在线教学案例报告，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学 .

[2] 云上德育传关爱网络空间来相助，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

[3] 生命因“智慧”而美丽，沈阳市第一七六中学 .

[4] 云上德育传关爱网络空间来相助，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

[5] 探寻智能互联模式下的教育战“疫”密码，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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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种展示和评优活动，带动线上学习的节奏

有案例总结道 [1]: 好孩子都是“晒”出来的，好老师都是“赞”出来的。信息技术支持下各种优秀

作业和学生作品的展示，让孩子们有了比学赶帮超的目标。这些展示活动和评优活动可以更好地激

发小组长工作积极性及孩子们学习主动性。

比如有学校 [2] 在科学课上组织学生开展自制口罩活动，在美术课上进行防疫宣传画，在学生共同

合作完成作品后，组员们先在小组内进行作品展示，再进行全班展示。有学校 [3] 发布了阅读、锻炼、

练字、劳动等一系列打卡任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选择性地进行打卡，系统会自动加分

并生成积分榜。一些使用平台授课的老师也尝试了在上课过程中使用平台的点赞功能激励学生的策

略，同学们每一次的精彩回答、有序的动手操作、包括课堂中积极举手的同学，老师都及时地给予

表扬，为他们点赞、集赞，这样可以很好地活跃课堂气氛。[4] 有学校 [5] 要求教师要善于发现点滴

的闪光点积极反馈，进行及时奖励，比如每周会在课堂上抽出一段时间进行阶段性总结，对整个一

周都及时完成作业的同学给予奖励，在课堂上非常正式地颁发奖状。

（四）关注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健康，提供资讯与热线服务

疫情给人们带来的恐慌情绪，尤其是对心理发展尚未成熟的中小学生产生了影响。学生的问题需要

家庭教育协助，家庭教育的问题需要学校引领。为了做好居家隔离的心理疏导，一些学校 [6] 面向

全校师生和家长开展线上心理健康教育。

从案例中看，当前已有的做法包括：

（1）通过数字化校园云平台发布问卷，分别侧重针对学生居家期间如何防控、学生开学后在学校

日常学习生活中如何做好个人防控进行实名问卷调查。在数据汇总和分析后，找出学生在防控知识

掌握中存在的误区、漏洞和不足，并进一步安排相关教师在线上对学生进行跟踪培训和辅导；

（2）邀请心理辅导老师录制了由专职心理教师主讲的专题讲座，并由班级群转发给学生和家长；

（3）一些原先设立了家长学院的学校会利用原来的平台，推送宅家学习家长指南，提供家长在家

辅导孩子的策略与智慧，并收集家庭教育困惑，有针对性地制作短视频、小文章，让家长学习变得

灵活有效，推进家校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

（4）定期开设“家庭心理活动课”——以家庭亲子心理小游戏的方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家庭学

习氛围，让学生学会调节情绪，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依托“互联网 +”助推线上教学 --“方寸间交流，跨空间学习，停课不停学”案例，甘肃省嘉峪关市教育局 .

[2] 线上学习与线下实践相结合探索线上教育新样态，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巷头小学 .

[3] 基于教育云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育人模式探索，湖北省十堰市柳林小学 .

[4] 浅谈智能互联环境下的在线教学应用，甘肃天水市公园小学 .

[5] 智能技术促成长批改作业有妙招，黑龙江省密山市连珠山镇小学 .

[6] 生命因“智慧”而美丽，沈阳市第一七六中学 .

[7] 在线教育服务理念构建及实施成果案例，吉林市丰满区第二实验小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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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家庭提供心理健康热线、心理辅导和班会活动，帮助学生和家长消除焦虑，提供充分的情

感支持和帮助。另有学校 [1] 强调要关注复学后的学生心理健康。无论学生的线上学习质量评估情

况如何，教师应当要做到不指责、不埋怨，让学生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

五、线上线下渐趋融合，为复学带来新气象

“在疫情之前，教育与信息技术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向教育的单向渗透，而此次危机之下却表

现为教育为满足现实需求向信息技术的主动求援，且不论效果如何，危机的确促进了二者融合 [2]”。

这近半年时间的“离校不离学，停课不停教”工作，让全中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水平上升了一个台

阶，在极短的时间内（约两周）使众多教师的网课教学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稳定了正常的教学秩

序。相信今后网络学习不再会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而是会和在校学习慢慢常态化的融合，共同助

力教学实践。

（一）更新了教师、学生、家长的教育教学理念

由于疫情期间学生无法到校，全国开展了线上教育，教师、学生、家长由刚开始的不适应、不接受

到后来体会到线上教育的便捷性和适用性，不仅接受了线上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同时对教育教学的

理念和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案例来看，这段时间的教学激发了老师们对有效教学的深度思考，

小到每一次作业的批语，大到对线上教学的批判式反思，经过实践的认识更加深刻。

正如南昌市铁路第一中学的一位老师所说的：“在线授课的过程中，教师需要适应新的角色定位。

首先，教师应扮演好‘导师’的角色，引导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自学，导师提供指导答疑。居

家学习缺乏师生共同在场的氛围，教师只有像导师一样，给予每个学生个别化的指导和帮助，教育

才能有效。其次，教师应该扮演好‘导购’的角色，对学生来说，如何从互联网海量的信息和课程

中选择自己合适的内容是在线学习的难点。教师做好‘导购’，即要充分了解这些资源和内容，同

时了解学生的特点、需求，并指导学生做好内容选择，这样才能 大限度提高教育的效能。 后，

教师应该扮演好‘学伴’的角色。在学生居家学习缺乏学友和同伴的情况下，教师应该转变角色，

成为学生身边可以信赖的‘学伴’，一种远程在线，但时刻在场的智慧‘学伴’，精准化‘学伴’。”

不仅是教师，学生和家长在信息技术应用中的成长也都是极其快速的，他们调整学习方式的能力和

信息素养得到很大提高 [3]，接受人工智能信息化的能力也有显著提升。

（二）提升了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拉近了彼此距离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信息技术课程和培训，还需要有一定的实践操作。这次疫

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给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家长提供了一次较长时间实践的机会。在这种情形

下，教师和学生只能投入地开展以信息技术为中介的教学，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有明显提升。以录制微课为例，不少老师将平时课堂中的认真严谨转换为微课制作中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生危机育新机，变局开新局，包头昆区包钢实验一小 .

[2]“停课不停学”教师教学思维、教学方式的转变与应用的探索，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学 .

[3] 疫情背景下线上教学的“广元实践”，四川省广元市教育技术装备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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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经过反复打磨，老师的语言精练了，神态自然了，条理清楚了，在时间的利用上变得

吝啬起来了，对课的理解和个人能力也提升了。”[1]

信息技术不仅解决了教师们线上教学的问题，也让教师们体会到了别样的师生之情和教学体验。这

次疫情期间大面积网上学习的落实，离不开认真负责教师的辛苦投入，有案例 [2] 谈到：上网课的

老师抗疫隔离在家，小区封闭，公婆父母无法前来帮忙，关键时刻就请邻居看顾小孩，以保证按时

上课；不少教师也为了上课而投资更新了家用电脑装备；农村学校的教师集体为家庭条件不佳的学

生捐赠设备。

（三）疫情期间生成的某些教学模式具有长期可用性

新高考制度下选课走班 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师资，目前很多学校教师缺编，尤其缺优秀教师。疫情

期间，借助技术平台开展的合作备课、优秀教师主讲授课、其余教师辅助教学的合作模式，可以缓

解优质师资缺乏的问题，不仅能提升教师个体的业务能力，对学校教师团队整体力量的提升都有积

极的作用，在复课之后仍有可持续采纳的价值。在这段特殊时期，涌现了一批直播教学名师。有很

多教师在推动下迅速成为了学科骨干教师，由不知到知，由生疏到熟练，圆满完成了此次线上直播

教学任务，为今后持续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在线直播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而且在此期间快速

生成了大量本土化优质教学资源，可以有力地支撑未来更多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4]。

在复学后，虽然很多学校不需要再依托线上平台开展所有的教学活动，但平台的某些功能将在辅助

线下教学方面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微课观看、作业反馈等功能将继续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

良好支持，帮助学生实现高效学习。[5] 有很多学校在此期间特别建设起了教学云管理平台，在复学

之后依旧可以借助其进行教学管理。比如有学校[6]就计划将平台继续改造升级，向学生和家长开放。

依托大数据，应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学习的薄弱环节。让家长可以直接登录系统，

看到教师分享的部分工作成果（成绩、评语、试卷分析等），建立家长与教师的点对点交流通道，

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能高效的联动。还有学校 [7] 在疫情期间开发了针对地理学科的教学平台，

在疫情结束之后计划进一步优化平台流程，丰富学科资源建设，并且将此模式覆盖到其他学科，通

过专家团队引领教师专业发展。

总的来说，“网络学习空间已从被动应用向主动应用转变，从点上应用向面上应用转变，从展示型

应用向常态化应用转变；全市教育呈现新的发展样态，由单一传统实体课堂教学为主走向线上虚拟

课堂教学与线下实体课堂教学双线并行，教育现代化在基于教育信息化的实践中稳步前行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依托“互联网 +”助推线上教学 --“方寸间交流  跨空间学习 停课不停学”案例，甘肃省嘉峪关市教育局 .

[2]“停课不停学”智能互联助力教育教学——宁夏青铜峡市高级中学疫情期间特色教育案例，青铜峡市高级中学 .

[3] 基于科大讯飞智慧空中课堂的线上直播教学模式，江西省吉水中学 .

[4] 疫情背景下线上教学的“广元实践”，四川省广元市教育技术装备所 .

[5] 停课不停学 离校不离教，大连博伦中学 .

[6] 深度挖掘现有资源，消除师生“云课堂”怠倦感，唐山市友谊中学 .

[7] 课程猫智能高中地理教学课程，江苏省镇江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

[8] 疫情背景下线上教学的“广元实践”，四川省广元市教育技术装备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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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教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场域、视角和数据
线上环境对很多师生来说都是全新的环境，当教学过程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变化、

教学过程的有效性、线上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如何促进线上教学的效果、如何激发学生的参与度，

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在线上环境中，很多行为（比如教师提问、学生发言、交作业、讨

论交流等）都可以转化为可衡量的数据。因此，在疫情期间有很多学校 [1][2][3] 组织开展了教学研究，

采取行动研究、案例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等方式加强探索线上教学的有效路径。

有学校 [4] 检验了线上语文教学开展的有效性，从“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必备策略方法、必需习惯”

四个维度进行数据的收集分析，结果表示虽然“极优”和“优秀”人数稳定，但“学困”和“合格”

人数增加，可以发现线上学习的实施策略对大部分学生是有效的，但同时学生之间差异也更加显著，

这也对此学校改进语文教学指明了重要方向。有学校 [5] 以 2020 年立项的四个课题为载体，开展全

校性的线上教学研究，提炼教学经验。有学校 [6] 提出将在复学之后继续重视学生学习过程的数据

收集，测练大数据支持下的学习反馈变革。如何进一步探究信息技术与学科深度融合也是很多学校

设立的研究方向 [7]。

另外，当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学生在返校之后暴露出一系列生理和心理调适问题，比如性格发生

明显不良变化、与父母等亲人的关系恶化了、视力下降、体质变差等，因此如何使线上教学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也成为了很多学校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内容。

（五）推动教育信息化系统与服务的采购

从案例来看，使用功能齐全的网上教学平台的学校线上教学更为流畅，教师可以与学生有更多的互

动，课堂练习结果也能够即刻反馈，便于教师及时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

外，系统后台协助完成了很多统计工作，解决了学校希望了解学生学习状况的需求，而一些因地制

宜的学校不得不在管理细节中和人员调度上做精细化组织。

很多学校都借助智能软件开拓出全新的教育场景。比如有学校 [8] 借助人工智能音乐编曲软件，把

以往的聆听模式改变为视听的动态模式，引导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音色编排，从而开展创作并

当场播放，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还有学校 [9] 使用某线上的虚拟实验系统进行高一高二的

理科教学。相信经过疫情，将会有更多学校会抓紧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软件系统及服

务的投入和选型，将疫情期间打磨生成的创新教学模式在更好的平台上常态化。智能互联教学不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生多平台综合运用助力在线教学能力提升，上海市宝山区宝虹小学 .

[2]“精准”定位·“互动”教学·“个性化”指导，上海海事大学附属北蔡高级中学 .

[3] 线下教学要素数据化及向线上环境迁移初探，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

[4]“双线并举，优教优学”在线教育整体教学策略，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

[5] 巧用钉钉功能，助力“疫”起在线学习，青田县温溪高级中学 .

[6] 测评大数据支持下的学习反馈变革，江苏省高邮市第一实验小学 .

[7] 智能环境提升在线教学实效，福建武夷山余庆小学 .

[8] 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案例——“碟中碟”主题音乐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教学案例，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学校 .

[9] 生命因“智慧”而美丽，沈阳市第一七六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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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互联网视频分享和一般的在线直播。真正的在线教育毫无疑问是优质的课程内容与智能互联

教学平台的技术相融合，并遵循教学的基本规律，达到教育现代化的目的。

目前，关于对智能互联教学的探索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迄今为止，全员性的线上教学作为一种“应

急”方式已经和我们告别了一段时间，但是“投石问路”的敢于担当意识和“遇水搭桥”的敢于创

新精神继续助力我们创造发展混合式教学的智慧课堂 [1]。借助精湛的智能互联技术手段，在未来我

们可以全方位、多角度、跨时空呈现教育内容，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

社会，这无疑是在线教育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大势所趋 [2]。

六、“停课不停学”学校案例

由于篇幅限制，本小节从 2020 年春季学期“停课不停学”在线教育案例中选出 6个案例进行展示。

具体内容如下：

（一）北京市石景山学校：“碟中碟”主题音乐教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打破了

传统的音乐教育模式，特别是电脑音乐系统和高智能音乐软件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音

乐教学质量，扩展了音乐教学模式。

1．案例背景分析

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很多智能化电子乐器都出现在广大师生面前，这类乐器不仅仅

可以对各类音色进行编排，还能够对乐曲音色进行储存，其功能较为强大，超过了传统的乐器。基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音乐创作工具，通过交互界面为乐器建立特定矢量，创造出可以随意设置各种乐

器音色比例的混响音乐，因此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由一个被动的学习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参与

者。

2．教学内容分析

电影《碟中谍》，英文片名Mission Impossible，改编自60年代同名电视剧集，是美国影星汤姆·克

鲁斯主演的系列动作电影。这首《碟中谍》主题音乐，在经过电子化编曲处理后，显得更加紧凑有

力和富有时代感。在配乐过程中，使用了电子合成器，用大量不存在于现实的声音勾勒出幻想的英

雄形象和紧张惊险的音响效果。

3．课程设计意图

本教学设计以音乐审美为核心，面向全体学生，遵循其生理、心理特点及审美认知规律，结合学生

的生活经验，注重听觉体验，关注个性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宁夏教育云环境下基于自学任务单的初中数学教学模式研究，固原市第六中学 .

[2] 浅谈智能互联环境下的在线教学应用，天水市公园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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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主要以“听赏法”实施教学，贯穿律动来表现，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音乐课学习方式进

行优化，这样欣赏音乐既可以增强学生身体的协调能力，也可以让学生渐渐增强内心的节奏感，全

面提升学生的音乐审美素养。

在“停课不停学”期间，选取本主题资源，皆在引导学生放松身心，让学生跟着我们的老师共同欣

赏经典的音乐作品，确保学生在防控延学期间充实、健康、快乐的生活。

4．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①通过聆听音乐，感受音乐情绪。

②通过欣赏乐曲，养成仔细聆听、细心观察的习惯。

③欣赏乐曲，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过程与方法”目标

①通过模拟演奏，初步体验乐曲特点。

②采用对比聆听的方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感受音乐对影片情节的烘托作用，体会音乐主题的变化。

（3）“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聆听、用音乐要素分析乐曲，初步感受、理解音乐塑造的各种形象。

5．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通过欣赏乐曲，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记住乐曲主题旋律。

（2）教学难点：对比聆听主题旋律，准确的找出每次主题出现的不同之处。

6．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引出课题

①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同学们，电影《碟中谍》，英文片名 Mission Impossible，改编自 60 年代同名电视剧集，是美国

影星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系列动作电影。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感受这首乐曲的音乐魅力。

②播放电影片段（配有乐曲的主题旋律乐曲）

【设计意图】：创设情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通过“快剪辑”视频软件剪辑制作视频片段，营造

良好的音乐氛围，同时创设悬念，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兴趣。

（2）模拟演奏，感知旋律。

①出示课件，体验模拟演奏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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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思考问题：主题音乐一共出现了几次？

图 2-6-1 主题音乐界面

【设计意图】：借助音乐编曲软件，把以往的聆听模式改变为视听的动态模式，很好的促进了教学

效果，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探知欲。

（3）多种方式，分析乐曲。

①出示乐谱，观察旋律。（主题第一次出现）

②再次聆听主题旋律，找出旋律特点。

③师生共同讨论。

请大家观察乐谱，看这三个音（蓝色文本框中的音符），它们排列起来构成了一组半音下行，而半

音在音程中属于小二度，是不协和音程的一种，而在乐谱中是在每小节固定的位置上出现，听起来

就会有一种悬疑、神秘的感觉。第二行乐谱中的半音下行，也是同样道理。

图 2-6-2 乐谱音符

（4）完整聆听，分析乐曲，引发思考。

①播放乐曲，提出问题。

•乐曲主题一共出现了几次？

•是否完全相同？

•学生反馈：乐曲主题一共出现了三次，三次都不相同。

•巧设悬念，引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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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比聆听，细致分析

①出示第一次和第二次主题音乐的乐谱。

②对比聆听，找出不同之处。

③聆听两次出现的 1-4 小节旋律。

2-6-3 对比聆听

分析与发现：现在，我们把两次的旋律叠放在一起，黑色音符是第一次的旋律，蓝色音符是第二次

的旋律，再结合刚才的聆听，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在音色、力度、节奏、速度均不变的情况下，

音高向上平移，则音乐情绪也向上推进，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紧张度。

【设计意图】：通过对比聆听、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过程，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

音乐分析方法。

（6）完整聆听，整体感受

①播放课件动画，学生观看并找出第三次主题出现的旋律。

②提出问题：三次主题音乐有什么异同点？

2-6-4 三次主题音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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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借助动画课件的效果，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使音乐与图像完美结合，在学生感受乐

曲所表现音乐形象的同时，促进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添了学习乐趣；丰富的人工智能音乐资源，

改变了学生以往被满堂灌注入式的学习方式，有利于学生个别化的学习，极大的发挥了学生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

（7）拓展欣赏，拓宽视野

①欣赏交响乐版《碟中谍》主题音乐。

②欣赏小提琴三重奏版《碟中谍》主题音乐。

【设计意图】：运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参与听觉体验，遵循听觉艺术的感知规律，突出音乐学科的

特点。

7．教学反思

在欣赏《碟中谍》主题音乐时，突破以往的教学模式，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把原始音频配上乐

器动画进行聆听欣赏，使学生从以往的听觉体验上升到视听结合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

趣，学生的音乐素养得到充实升华。使原本需要多人进行合作演奏的乐器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通过

电子乐器进行演奏，这种情况可以较好的创新音乐教育模式。

在上课的过程中，还可以引导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音色编排，从而开展创作并当场播放，这可

以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提高音乐教学质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满足他们的个性需求，

使学生由一个被动的学习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并能从中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

在传统的音乐课堂里，教师的自身音乐专业素质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基于

人工智能技术的音乐创作工具，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借助相关软件进行音乐学习，

这同样能够传授学生音乐知识和技能，并且对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教育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8．成效与经验

在“停课不停学”期间，通过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借助互联网的媒介，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探索

适合学生在线音乐学习的新模式教学方式。通过不断摸索实践，在此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阶段性成果及创新之处

①在认识理解乐器的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颠覆了传统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提升了教学品质。

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化课堂教学评价，提升音乐教学的质量。

③人工智能创设的学习环境，为学生的音乐学习虚拟了感受、想象、探索和发现的音乐世界，培养

音乐创新能力。

④人工智能制作的教学工具，培养学生动手动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⑤人工智能提供的学习资源，丰富学生课外生活，拓宽视野，扩大知识面，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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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突破了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使音乐课堂教学真正产生互动式双向交流，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

学过程中去。

⑦ AI 软件的运用使学生更加轻松的理解音乐的构成，并更容易理解和学习每一种乐器的音色、旋

律发展及在乐队中的作用。

对于艺术天赋不够高的部分学生来说，想要掌握音乐技能必须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应用，可调动学生对音乐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到自身学习过程

中存在的不足。另外，由于人工智能具备一定的新颖特性，这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

（2）今后发展的规划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升，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音乐教育的相关问题也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这使得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具备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发挥音乐教育的作用，诠释音乐教育

的价值，音乐教师必须要在教学过程中对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运用，并且要用辩证思维看待人工智能

音乐教育，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技术辅助手段，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教学手段，它只能与课堂教学规

律及特点相适应，才能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迸发出永久的艺术魅力。

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音乐教育也加大了对人工智能的运用。

尤其是现代音乐教育对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不仅打破了传统的音乐教育模式，为学校提供了新的

适合学生学习的音乐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学习音乐知识，更深刻地了

解每个音乐元素的特点和功能，这不仅加深了音乐教学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也使学生融

入到更为广阔的音乐世界中去，不断地学习音乐、享受音乐，从而创造音乐。

（二）河北省唐山市友谊中学：消除师生“云课堂”怠倦感

1．“停课不停学”期间面临的挑战

2020 年 1 月 29 日，省教育厅宣布，根据全国和全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指令和

有关 新部署要求，我省中小学、幼儿园 2 月底前不开学。防控疫情延迟开学期间，全省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将充分利用“教育 +互联网”，实现“停课不停学”。 

停课不停学，首先对学校提出了新挑战。目前，包括微信企业号、钉钉等第三方平台都在逐步完善

功能， 要紧的是学校和教师要加快制定新的教学计划、适应新的教学方式。如何构建学校立体化

“云管理”制度亟待解决。停课不停学，也对老师提出了新挑战。教师们在家里进行网络教学，家

庭环境与教学工作格格不入。教师的认知观念、网络教学能力提升速度参差不齐。教师 忐忑的几

个问题是：面对冰冷的摄像头，怎么保证学生好好听课、好好互动？怎么用好平台的各项功能进行

提问和批改作业？教学方式转化、教师能力差异是否影响教学效果？

学校和教师也要进一步加强责任感和主动性，通过培训、试讲、重新备课等方式分清主次、熟悉流

程、掌握方法，增强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停课不停学，更对学生提出了新挑战。离开了熟

悉的课堂和同学，其实也在无形之中少了一份监督和约束，多了对自制力的考验。再加上课堂时间

的缩短，意味着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自主预习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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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1）通过微信、企业微信引导教师们习惯“云办公”、“云教研” 

为响应国家“停课不停学”号召，研究出 高效的线上教学方式，我校校长带领教务及学校各级负

责人从大年初二开始召开会议，利用微信群语音、视频会议等方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筹划工作。

微信，现在是人们使用 广泛的社交软件之一，我校首先想到利用微信，实现疫情期间居家“云沟

通”、“云办公”。首先，我校利用微信群组建了友谊中学工作群、班主任群、各教研组群、家校

联系群等，方便了信息的上传下达。利用微信群组，组内语音会议、视频会议的召开，实现了学校

各项任务的布置和教师们问题、意见的反馈；同时也有利于班主任和家长、学生的及时联系沟通，

传达学校通知、了解学生情况。其次，微信小程序，例如腾讯文档、群接龙、班级小管家、百度网

盘等，极大方便了教师们的“云办公”。在疫情期间，班主任每日都需要对学生体温情况进行统计，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学生信息统计问题，传统的群内接龙，不仅刷屏、易错，而且非常不好统计，加

大了工作难度，腾讯文档小程序解决了这一难题，更加方便了学校、班主任的日常工作。

虽然微信大大提高了教师们“云办公”、“云教研”的工作效率，但微信同时视频人数不能超过 9

个人还是限制了教师们的工作，只能传达文字不利于教师们面对面的交流，对此学校领导决定试用

企业微信。经过教师们的反复测试，企业微信虽可支持多人同时音视频会议，但可能由于疫情期间

使用人员较多等其他不可控因素造成信号较差，断断续续无法完成会议，我校只好放弃了使用企业

微信，寻找测试其他“云办公”软件。

（2）通过钉钉构建家校联系平台，班主任通过钉钉群管理班级

每日健康统计省事方便。因为疫情的影响，每天学生都要进行体温以及其他事项的上报，打开钉钉

班级群的打卡功能，设置好需要统计的项目，家长们只要按时填写，班主任就可以查看到统计到的

所有数据，减少了因大量统计耗时长的情况，减轻了班主任们的工作压力。

监管学生们的直播听讲和作业统计。因为是通过网络直播，不是面对面的授课，因此有的学生就开

始偷懒，出现不听讲的情况，班主任可以通过在直播回放中查看详情，很容易获取同学们上课的情

况，如：观看视频的时长以及有无收看回放，哪些同学收看哪些同学没有收看都一目了然；对于查

看作业情况也是很直观，班主任可以查看各任课老师发布的作业本，还可以对提交作业不及时的同

学进行提醒。

有效利用班级圈。班主任老师可以让学生们把学习的视频和活动照片发布到班级圈，班主任对于表

现优秀的学生可以送上一朵小红花进行表扬，在这种见不到面的学习状态下也是增进师生感情的一

种方式。

通过视频会议召开主题班会、监管学生的学习情况。视频会议可以容纳多人，班主任通过视频会议

可以直接传达学校的通知，布置任务等。

通过钉钉群进行班级管理还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班主任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去通过视频监督学生，虽

然可以查看同学们上课收看直播的时长，但是又无法完全掌握学生们的学习状态，虽然可以查看同

学们是否交了作业，但是又无法掌握孩子们的写作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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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指导教师们怎样直播或录制微课

开课前，为方便老师们了解钉钉平台的使用，且能更直观地学习其使用方法，学校将新平台的手机

端和电脑端直播步骤细化后由专门人员录制成视频，通过微信工作群发送给全校教师进行学习，同

时对钉钉家校本作业、课程签到、视频会议等相关功能也进行了讲解。学习完成后，老师们在测试

群内进行直播测试，对各部分功能进行实际操作，由专门的技术人员对直播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异常

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全校上下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为老师们的线上课程打好坚实基础。截止开学

前，学校已顺利完成联播形式直播课 1156 节。

为保证每节课的课上教学效率，老师们在前期的教学设计、内容设定等环节中，根据课程特点充分

发挥创造性，积极探索，在实践中促进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模式由线下到线上的变革。老师们自行

居家架设手机或平板电脑，通过拍摄画面并采集声音录制微课视频 378 条。同时，通过批改课下作

业等手段，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难点或有疑问的知识点，根据问题悉心准备针对性更强的答疑课程，

在下午答疑时间段内进行班内答疑。校领导带领全体教师共同打造了适合友谊中学的“直播 + 微课

+答疑”的教学模式，多角度、深层次引导学生去理解、去体悟。

3．成效与经验

（1）阶段性成果与创新

①不断总结经验，调整学校立体化“云管理”制度

2019 年，随着课题的开展，我校启动了立体化“云管理”平台建设。恰逢疫情期间，微信、钉钉

各种软件齐上阵，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教学，但学校管理终究支离零散。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学校利用云计算机技术对硬件、软件进行改造升级，使之成为一个开放、集成、安全的新信息系统，

成为一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教育教学及管理平台。平台包括有学校的教务管理、德育

管理、后勤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等。

•学校的教师管理

我校的立体化“云管理”实行层级管理制度，即学校全体教职工均有登陆账号，但开放权限有层级

限制。钉钉软件的打卡功能，暂时不能出示个人体温变化曲线图。大数据平台对信息的采集、分析

便于领导更直观、全面的掌握每一位教职工的健康状况。

•学校的教学管理

在我校自建的“云管理”平台上，已显示云课表，同时带有签到功能。考虑到网络环境等运营条件，

有的老师可能无法顺利完成直播教学任务，我校实行同年级同学科以组为单位集体备课、录制教学

视频，同年级该学科统一教学内容。这样做虽然保证了教学内容顺利播放，但缺乏互动性是我们面

临的问题，因此，学校要求在播放相应年级相应学科内容的时候，该学科全组老师需要在云课表上

签到，保证该年级该学科进行网络上课时，该学科老师同时在线，随时在钉钉群与学生互动，即时

解答学生疑问。如老师在没有请假的前提下没在有效时间内完成签到则视为缺勤。此措施，也更加

完善了“云考勤”制度。同时，数字化教学研究室的老师将所有学段、学科的教学视频同步到我校“云

管理”平台，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由于疫情期间，学校之前的云阅卷系统无法扫描到学生试卷，

所以阶段模拟演练改用问卷星、智学网等平台，但这些平台都无法实现大数据的整合，所以学校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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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在其他平台显示的成绩，由任课教师手动输入到我校“云成绩”平台，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数

据的整合、分析、挖掘，并通过教师教学质量曲线图反映班级学生成绩的进步、退步状况，为教师

教学质量管理提供有效的监测和反馈。教师可随时对比所教班级在整个年级中的实际状况，从多角

度、多方位对班级进行综合的教学质量分析；通过对知识点的难易分析，随时了解教学目标达成度。

对教师而言，智能系统可以减轻工作负担，科学分析诊断问题，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增强工作的实

效性。

•学校的后勤管理

学校管理 具体的工作在于为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自从开通教育云管理平台，

学校的管理效率明显提高。通过平台，校长可以通盘把握学校全局，实时掌握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

及时审阅各类文件，传达各类指令，与师生进行在线交流。云平台可以让校长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实时把握学校管理动态，管理效率明显提高。办公室及各

职能部门通过教育云管理平台实现了各种办公信息在平台内的自动、便捷流转，学校可以轻松地开

展学校宣传、发布公告和通知，检查督促各部门工作，各种公文处理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

全面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协同工作能力，真正做到了校务公开，真正实现了办公自动化。

②重组录播教室设备，变录播为直播，消除师生倦怠感

上了四周的钉钉网课之后，屏幕“隔离”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学生感觉网络课没有老师直接

监管就不认真学习。对此，各科老师感到十分担忧。老师们及时向领导汇报自己发现的这些问题，

学校教务处和数字化教学研究室紧急召开线上会议，经过一系列权衡商议， 终决定采取让教师进

录播教室授课，但是，疫情如此紧张，让教师们外出来到单位工作、来到教室授课，并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情，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细节问题，做到既能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又能保证教师们的身

体健康。因此，“无接触”上课模式开启了。所用教室每隔 2 小时就要消毒一次，充分保证每个老

师到来之前教室都是经过消毒、确保安全的。

同时，学校给予大力支持，将录播教室设备进行重组，使用洋铭 HS-2200 导播台，希沃电子白板，

科达智慧黑板，两台松下 AG-DVX200MC 摄像机，导播台采集 4 个画面，实现两台摄像机录制现场画

面，希沃电子白板播放课件，科大智慧黑板手写板书画面，通过导播台现场画面剪辑，使用索尼 

UWP-D21 新款无线领夹麦克风和雅马哈 MG16 调音台采集声音，通过天创恒达 TC UB530 视频采集卡

采集到电脑中，再用钉钉 PC端将画面直播到班级钉钉群。教师在教室授课，回到自己的“战场”，

回归课堂；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和熟悉的教室，回到了久违的教室，这对消除长期网课带来的倦怠

感非常有效。

（2）下一步发展打算

继续升级改造我校自建的“云管理”平台，争取面向学生和家长开放。我们的云管理平台密切关注

学生的成长，注重学生的长远发展，依托基础库大数据，应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准确地分析出学生

学习的状况，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学习的薄弱环节。争取家长可以直接登录系统，看到教师分享的部

分工作成果（成绩、评语、试卷分析等），可以通过平台建立家长与教师的点对点交流通道，帮助

学生、家长、教师实现即时交流，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能高效的联动，帮助学生提高学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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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辽宁省大连市一〇三中学： 全员参与共克时艰，信息融合化危为机

1．疫情突袭：居家办公·未雨绸缪·化危为机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开学被迫推迟，具体时间难以确定，是静待开学，等候安排？

还是积极谋划，为线上教学做好准备？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的焦虑，也意味着前路的艰辛。

教育部统一部署，倡导居家办公，提出“停课不停学”方案。学校的软硬件条件到底能不能支撑线

上教学的开展？如何高效开展线上备课与线上授课，挑战巨大、压力山大。

（1）心理疏导，共克时艰

疫情突发，信息疯传，很多人都发自内心地忧伤、难过，出现恐慌、伤悲、烦躁等情绪。随着疫情

防控措施逐步升级，封闭式管理和区域隔离措施逐渐强化并成为常态。学校意识到“停课不停学”

方案的实施必须先对学生、家长和老师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心理动员。

（2）技术难题，破茧化蝶 

因疫情采取的隔离管控措施，使得线下的教学行为不得不转为线上。如何及时地为老师和学生提供

可靠的线上教学设备、平台？适应传统课堂的老师和学生如何能迅速地适应线上教学的环境与场

景？如何针对线上教学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把控与指导？如何将有效互动、即时反馈等教学形

式进行转变和衔接？这些都是顺利开展线上“停课不停学”活动的重要课题。

（3）教育管理，跨越难关

教育管理。疫情导致老师和学生“宅”在家中，学校常规校务管理活动在无法“见面”的情况下该

如何推进？既有的经验与做法是否仍然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参考价值？

校本研修。老师们的集体备课活动、教研活动等原本都是集体进行的，这种集思广益、研学助教的

活动在现阶段该如何进行？新形式的线上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效果又该如何评价？

学生管理。“宅”家学习，失去了集体学习环境的依托，学生在进行线上学习时极易产生懈怠情绪

和“划水”行为。如何对学生线上课程的学习活动进行管理？如何对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进行检测？

考试活动安排，学生学科成绩分析该怎样推进？又如何与学生和家长进行学生学习情况的沟通？

2．云端教学：线上教育·家校共建·协同育人

（1）云课堂、云评价、云会议，协同育人

学校和杭州施强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公司为学校搭建云空间乐课直播平台、校本研修平台，

为教师开通主播云账号。云端排课、选课、答疑、心理指导，解决停课不停学难题。

通过乐课平台对学生课前预习、上线时间、师生互动、作业反馈、云测试、云问卷等大数据进行分析，

调整教学进度和计划。每周及时发布教育教学通报，指导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线上授课，除了对学

生的自律意识提出了空前挑战外，也对学生的心理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着眼于学生的健康

成长，强化对学生心理状态的干预，才能保证线上教学的品质。依托乐课网智慧教育系统的直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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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学校开展“线上生涯大讲堂”专家讲座系列主题活动，组建“1112”心理辅导工作小组，邀请

心理学专家对学生进行居家学习和考前心理辅导，同时注重对学生全体的心理疏导和学法指导。

借助云平台，开展抗疫克艰先锋（教师团体和个人）、学习榜样（学习小组和个人）评选活动；举

行云端主题班会、云端升旗仪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化危为机，解决了新时代家校线

上协同育人的难题。

（2）一班一策，因材施教；一生一案，分层教学 

抗疫期间，学生的焦虑来自前路的迷茫。线上教学要进行到什么时候？是临时为之的过渡性质，还

是要打持久战的节奏？针对学生和班级的实际情况，学校需要精准把脉，开展个性化的云端指导。

年级落实“一生一案、一班一策”指导方案，落实线上选课走班、分层教学工作。

另外，在生涯规划方面进行专项云端指导。高三的“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精准实施，为青年

领袖讲师团和学习榜样讲师团的优秀学子提供各层级优质发展指导。帮助学生规划好自己的未来，

才能帮助学生树立信心，从而更有效率地学习。针对学生所选科目与专业选择，学校组织云会议生

涯规划系列主题活动，指导高一生涯觉醒，高二生涯探索，高三生涯决策，回答新高考生涯规划关

键时期学生关注的问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3）技术护航，深度融合 

“停课不停学”导致学生的学习环境从学校转移到家庭，教学方式从现实的班级教学变为虚拟的线

上教学。依托乐课网的云存储平台，课堂教学内容可通过文本、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教学

环节顺利实现了师生、生生、人机互动的无缝衔接，教学评价及时准确地汇总和分析。“停课不停

学”期间，一线教师线上乐课平台授课率达到 100%。

在网课进行中，乐课平台可实现平板电脑、PC 端、网页端多渠道与课程结合，利于不同硬件环境

的学生居家使用。打造云端学习共同体；借助乐课云端数据库平台，学校建立起学生、老师的共享

共建资源库。

（4）数据分析，精准决策

居家学习期间，学校为了加强线上教育教学、学生自主管理，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线上教育教学

领导小组，以校长助理何长涛主任为组长的工作小组，依托乐课平台大数据，精准决策，强化学生

自主管理工作。利用乐课平台乐桃社交软件创设虚拟班级，建设班级学习共同体。

利用乐课平台提供的在线视频功能，组织了线上主题班会，将学校、班级的要求传达到每个学生。

同时，也针对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个案学习和心理辅导。依托乐课平台的教学通

报、大数据分析，学校与教师可以清楚了解每周学生的出勤状态，便于对学生进行管理。平台的云

端测试，则有利于学情、教情的及时反馈，实现线上、线下融合。

（5）拥抱科技，专业成长

教师的专业化素养仍然是教育 可宝贵的资源。教师信息化素养也在这次特殊的抗疫实践中快速提

升。信息化教学手段和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使用，极大丰富了课堂的内容，创新了育人模式，很好

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信息技术的学科融合发展促进了教师的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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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合作：深度融合·名师引领·帮扶辐射

（1）战略合作，常态管理 

“停课不停学”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更是教育技术推动学校教育变革的重大机遇，是特殊环境下

推动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倒逼机制。学校将继续与乐课网深度融合，全力投入到这场教育教学

技术革命中来。利用乐课直播平台，开展新高考人工智能选课走班、排课深度研究。

（2）校本研修，融通壁垒

为支持、帮助学生学习，居家学习期间，学校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抢抓课程资源的积累与建

设。各年级开展基于新教材数字化资源开发的校本研修，每位教师开通一个乐课云账号，共建共享

课程资源，构建新高考课程资源库。校本研修开发优质数字化资源，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分层精

准教育教学，提升新时代育人品质。

（3）云测试、云会议、云课堂，创新育人模式 

居家学习期间，学校创新了育人模式，给学生更大的自主学习探究空间。一方面，按照相对完整的

知识结构，组织学生自主学习；另一方面，教师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从单一的课本和教辅材料中

走出来。通过云测试、云课堂、云会议，学生可以在自主探究中很好地完成教学目标；推广云学习

模式，鼓励学生在自主探究中获取知识，培养学生的必备知识和学科核心素养，同时加强云端家校

协同育人的深度开展。

（4）名师引领，培育科研新生态 

3 月 22 日，在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省人才领导工作小组、省教育厅领导的关怀、指导下，中共

辽宁省委组织部组建“兴辽英才计划”教学名师何长涛工作室。工作室主持人何长涛老师是中学正

高级教师、全国教科研先进工作者、全国高中化学骨干教师、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省

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在抗疫期间，工作室围绕“新时代新高考生涯指导，选课走班教学，新课标新

教材研究，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新高考命题研究，学科英才名师培养，强基计划”等方面开展多

维度系统研究，构筑省内外区域名师 350 人共建共享“智库英才科研项目专业成长共同体”，给高

三考生传道、授业、解惑，突破山河与疫情阻隔，组织辽宁省80多所名校的优秀教师进行校本研修、

远程教研。

工作室对贵州省盘州市第五中学和盘州市第十二中学进行校际精准科研帮扶活动，在盘州地区设立

精准教育帮扶科研实践基地，工作室选派名优教师担任工作站学科导师，提供“携手奔小康”精准

教育科研帮扶服务，开展为期 3 年的“云端教育帮扶携手共建奔小康春雨计划”，进行线上和线下

主题项目研修。“停课不停学”让我们拥抱“互联网 +”，把校园管理方法、教学形式、科研手段

整合到云端。在未来的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中，战略合作，融合共建，学校将进一步发挥全国教育

改革创新示范校、辽宁省示范性高中、省数字化建设典型校的辐射引领作用，形成可复制、可借鉴

的云端教育教学与管理经验，为新时代高考综合改革推进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上海市宝山区宝虹小学：多平台综合运用，助力在线教学能力提升

在疫情的影响下，3 月 2 日，上海市教委启动了对本市中小学生的在线双师教学。学生在收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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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统一的空中课堂后，与自己班级的任课教师进行在线教学互动。各校任课教师，一时间从讲台授

课教师变成了在线的“主播”。在线教学，既是对教师专业素养的考验，也是对教师进行的一次教

学大练兵、大培训。如何让我们教师经受考验，上好每日的直播“公开课”呢？我们借助钉钉、晓

黑板、论坛等平台，打造一个智能互联的研修环境，解决了这个问题。

1．平台助力——三步提升备课能力

（1）基于平台的基本功磨炼

教师的基本功是教师从事课堂教学所必需的 基本的技能。一直以来学校都非常重视教师基本功的

训练，每周都会开展教师的书写和朗读训练。在线教学期间，我们的基本功练习没有停滞，仍是常

抓不懈。

①晓黑板助力提升朗读能力

语文、英语属于语言类学科，朗读是语文、英语教师的基本功。为督促我们教师朗读练习，提升对

语音、语调、音准的把握能力，学科教研组长在“晓黑板”上设立了朗读分享平台。组内教师上传

朗读录音，教师之间互相点评。

线上的朗读和点评，被记录了下来，可以回听回看。老师们常常反复听，反复看，在比较中，知道

了自己的不足和提高的方向。备课，从熟读教学内容开始，流利而生动的朗读，也是提升教学魅力

的关键。

2-6-5 学生分享空间

②校本培训平台深化思维导图应用

思维导图是一种可视性的梳理思维的工具，不仅可以帮助教师理清教学思路，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

帮助学生理清思路。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应用也是我们教师必备的一项基本功。在线教学期间，我

们利用校本培训平台，对教师进行了思维导图应用的培训，要求教师在备课之前将单元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绘制成一张张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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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单元知识点

经过这样的梳理，老师对教学内容和教法更加清楚明白，在准备随后的直播课时，思路更加清晰，

有的放矢。

（2）不断丰富的校本资源库

在在线教学还没开始时，学校已经拥有很好的资料基础。几年前，我们各学科备课组，组内分工，

对各单元的教学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资料包括微视频、习题素材、拓展性资源等。经过整理的

资料，收入校本资源库。

2-6-7 资料库

资源库建立好后，每学期都会不断更新。在教师线上上课期间，资料库里的资料可以随用随取，这

给教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备课效果提高，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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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研修平台的备课交流

①利用研修平台进行听课体会交流

市级直播课会在提前一天的晚上让老师们看到，以便大家开展备课，于是每晚七点半守候在电脑前

已经成了学科组老师的必选项目。对于观课，我们是这样要求教师的：

第一遍边看边记录、思考，领会教学设计意图；

第二遍边修改课件边回看，把握重点内容；

第三遍完整观看，细品教师课堂语言和细节处理。

观课后，备课组利用学校的研修平台开展组内听课体会的交流，并利用平台的在线课件编辑功能，

进行集体备课。

2-6-8 集体备课

②利用研修平台进行教学课件研磨。集体备课之后，备课组长将在平台中进行二次修改，形成备课

终稿上传平台。

备课组长修改教案

2-6-9 备课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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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组内老师在看了组长的修改后，对自己教学设计上的不足之处也有深入的认识，有助于

加速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

③利用研修平台进行教课件再修正。每天的集体备课多是在晚上。有时候课件的二稿修改完毕已至

深夜。但备课组其他老师会在第二天一早看课件，对其中的一些小问题再进行改正，包括标点符号、

单词拼写问题、动画效果的先后顺序、关键词的圈划等，并同步到平台。这一轮的修正至关重要，

它能保障我们呈现出来的内容尽量准确。

2-6-10 关键词呈现

有了这三步，我们每一位教师在直播前，对教学内容都已经胸有成竹，都能以自信的状态呈现在屏

幕那边的学生面前。

2．在线教研——直面问题，解决提升

我们的教研分为周五下午钉钉会议室的集中研讨和不限时间的网络论坛两部分。重点研讨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大家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2-6-11 在线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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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的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反思自己的教学，直面自身问题；二是回看其他老师的直播课，

发现他人存在的问题。

我们研讨过的各学科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教学内容方面。比如：

•语文、英语学科核心词汇的教学指导时间过少，导致回家作业的朗读读错很多。

•低年级缺少趣味环节的设置和运用（儿歌、口诀、小道具）

（2）教学实施方面。比如：

•老师课堂用语的语气、语调，缺少起伏。

•老师教学示范时的语调不够到位。

•作业反馈点评时的语言不够精炼。

•缺少上课、下课的仪式感。

•教学环节过渡语的衔接不流畅，对教学内容的熟悉度不够。

•引导学生思考、跟读或是练习的指令和预留时间问题。

（3）细节关注方面。比如：

•直播时，尤其是示范时要注意和看摄像头。

•直播已经开始，界面仍然很乱，准备工作不充分。

•老师上课时语速的过慢或过快。

•教学环节的时间分配不均匀，导致重点内容没时间说。

•直播等待进入时时间有所浪费，应该寻找两全的小方法。

（4）特别要提的是综合学科遇到的问题：

•自然学科没有实验器材如何完成教材要求实验？

•音乐学科如何进行器乐演示？

•如何隔着屏幕监控学生是否做了充分的运动？

更关键的问题是，常规教学时形式多样、活动丰富的综合学科教学转变成冰冷屏幕的线上教学，缺

少互动交流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对学生的吸引力。集体的智慧是强大的，在组内教研时大家集思广

益，提出了一个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比如，针对在家学自然学科，没有试验器材问题，老师们想到

了让学生用身边的材料。比如，教学溶解这一内容时，用 M&M 巧克力代替常规糖、盐等材料，缤纷

的色彩让溶解的过程变得清晰。又如，餐桌上的动植物、爸爸的工具箱……一个个有趣的居家小实

验，将孩子们的思维从屏幕上跳跃到了生活中，将学科内容与生活实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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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教学中不仅要认识乐曲，也要认知乐器。但孩子身边缺少乐器资源 , 比如一年级的“鸭子拌

嘴”一课需要一件重要乐器——木鱼，我们的教师就想到了手机自带库乐队 APP 中的中国传统打击

乐，在演奏时，打开手机录屏功能，就轻松实现音画的完整收录，配合视频编辑软件就能展示完整

的木鱼演奏过程了。不仅教师可以轻松演示，学生也可以通过下载 APP 亲自尝试用木鱼来演奏。

2-6-12 音乐编辑软件

所有的体育老师都有一个疑惑：精心设计的居家体育活动，学生是否真的练习了？让学生自制心率

图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以一周作为基础时间，以 X 作为运动次数，Y 轴作为心率的次数，在课

堂当中运动前进行一次 10 秒脉搏测试将次数乘以 6，得出的数字绘制在表格当中，运动后以及放

松后再次进行测试，一周后将这些点连接起来，构成了自己的一周锻炼笔记。

2-6-13 自制心率图

老师们在教研活动时提出的这些方案不仅解决了学科问题，也让我们的综合学科在线教学课堂变得

生动、有趣，互动性更强。把学生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住了。

3．每日晨会——即时问题，即时解决

每天早晨 8 点，15 至 20 分钟的时间，空中课堂开启之前，全体教师集中视频会议室。钉钉的视频

会议功能可以看到每一位教师饱满的精神面貌，他们已经做好了直播课堂的准备。



2020 年春季学期“停课不停学”案例汇编    第二章

47

晨会中，学校行政进行前一天的在线护导反馈。从上课、作业批改、表扬以及改进建议这几个方面

进行交流。既分享教师在在线教学中的好做法，也对一些存在问题加以提示，更让各学科教学的好

办法得到了分享。

2-6-14 每日记录

比如，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利用平台开展了晨读活动、二年级的班主任设计了一张光荣榜来激励孩子

们的在线学习，五年级的英语老师借助平台开展集体默写，音乐老师在等待学生进入直播室的过程

中，带领孩子们跳起了手指舞……我们的晨会也成为了教师之间互相学习的载体。

当然，对于教学中的问题也直面的提出，作业批改是否及时完成？对学生的个别化指导是否到位？

在教学过程中，你设计的直播课和空中课堂的衔接是否畅通？每日晨会是每周教研的一个有力补充，

用片刻的时间帮助教师们了解各学科的教学亮点，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让我们的在线教学越来越

高效。

4．项目融合——促进深度学习的开展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磨练，教师们对于在线教学逐渐驾轻就熟。可如何用好在线教学平台，促进深度

学习的开展，老师们进入了新一轮的研讨。我们是数字教材试验校，数字教材阅读器丰富的功能能

为在线教学提供什么帮助？我们原有的市级课题《基于数字教材的小学生笔记归纳整理的实践研究》

中的成果在在线教学阶段是否同样可以实施？

抱着这些想法各学科组开展了一系列的行动研究。老师们以数字教材中的精致资源为基础，引导学

生阅读图文内容或是观看教学视频，进行合理的思考和想象；利用聚光灯效果在直播课堂中选择准

备讲解的重要内容，进行放大处理，从而突出教学重点，吸引学生注意力；数字教材上圈划功能，

可以直接在教材页面上进行标注、演算，深化了学生对学习内容理解。

2-6-15 在线直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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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我们的市级课题并没有因为在线教学停下研究，而是开展了更有价值的实践。 “空中课

堂”+“直播互动课”的形式，使得学生的课堂笔记内容更加多元。我们按照学习时间段，实施“1+1+1+1”

笔记模式，帮助学生更好的吸收和内化了课堂教学内容。

2-6-16 课堂笔记

5．成效与经验

在这两个多月的在线教学中，我们看到了教师的成长。他们不仅教学基本技能得到提升，对教学内

容理解更加深化，还能运用信息化工具开展教学。作为信息化应用标杆校，我们一直在研究技术和

教学深度融合的方法，在这次的在线教学中，这种融合已经变得越来越深入。教师们积极撰写教学

案例，形成优秀在线教学案例 25 份。

我们也收获了家长的肯定。我们共进行了两次在线教学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第一次是试播时期满意

度调查，家长非常满意为 80%。第二次是 4 月 30 日对语数英综学科的满意度调查，家长非常满意

率超过 96%。

2-6-17 家长满意度调查

还有些家长给出了这样的留言：

“老师都很认真负责，还每天整理出课件 PPT 供学生复习记录重点知识。”

“老师们动足脑筋让网课新颖有趣，非常用心👍”

“市里老师线上直播后，任课老师再进行讲解，这个方式很好，让孩子加深对课程理解。非常好！

给学校一个赞！”

“自然、美术、体育课老师留的作业小朋友也挺喜欢的，下课就会去摸索做。”

“每一位任课老师为了每天的直播课都精心准备，为了带给学生 有效的学习，相信背后肯定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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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一次次教研，一次次研课修改，也是比较辛苦的。作为家长，我觉得在线教学质量很好。”

“老师们都做的很好了，前两天我听到他们音乐老师说为了让孩子们上课质量好不卡顿她把家里的

电脑和网速都换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外面听到老师这么说，我真的被感动到了。其实上网课有卡

顿作为家长和孩子都能理解的，家长教会孩子学会耐心体谅就好了。谢谢老师，谢谢学校！！！你

们辛苦了！！！”

还有一位家长发了一篇长文：

“数学、语文、英语老师都批改及时并挨个回复，真怀疑她们没有自己的生活，随时在线值班。有

时上传作业为“公开”时，看她们的回复评语，逐条落实，这工作量和繁琐量我看看就头疼。她们

的耐心真的让我们这些自称爱孩子的家长都佩服地五体投地。

班主任天天统计健康数据，提醒各种事项，与家长沟通孩子的情况，语文和道德与法治直播一次不

落，为了孩子们她简直操碎了心，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全班 44 个同学的妈妈。英语老师，

逐条针对性的语音回复、讲解，在朗读上传中根本＂犟＂不过她，只要有订正，她必语音批改，好

多次都成了和老师对对子，一整页面都是改了交，再改再交，直到发音准确。如果我孩子的英语成

绩还不好，那肯定是智商问题了。前两天数学老师，我们上传作业本来就晚了，回复速度堪称＂机

器人＂，在孩子订正两次不对后直接打电话过来认真讲解，直到孩子彻底会了……让人感动👍……

再不能写了，否则以为我是托儿——被感动的普通家长。”

家长的赞许是对我们工作的 高奖励，学校也深深地为老师们的敬业感动。在线教学是一场大练兵，

在线教学的进程也还未结束，即使全面复课这种教学模式也会有存在的价值，它会成为课堂教学的

有力补充。如何将这种教学形式，以及我们在这段时间积累的经验融合到常态的教学中，双师课堂

能否会从概念落地现实，这是我们后阶段将要着重思考的。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继续坚

持从实践到反思，从反思到再到实践，踏实走好每一步。

（五）江苏省高邮市第一小学：测评大数据支持下的学习反馈变革

1．“停课不停学”期间面临的挑战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江苏省高邮市第一小学有序组织了“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活动：学生在观

看由扬州市教育局统一提供的在线教学视频后，要完成相应的巩固练习和在线检测，教师据此把握

学生学习的效果，为学生提供及时反馈信息，指导学生巩固薄弱知识点。

教师们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学习反馈方式，如使用“微信小管家”发布在线作业、测试，学生书面完

成后拍照上传，教师在图片上批阅，对学生不会的题目教师会利用语音、文字、图片等形式作讲解

辅导，学生可以看到批阅结果并完成订正。对于典型错题，教师采用钉钉、腾讯直播课等方式进行

直播讲解。但是这样的学习反馈存在着以下问题：

（1）反馈不够及时

在线教学期间，教师对学生作业的批改虽然使用了“小管家”等教育技术手段，但是批改方式还是

手工逐题批改，与传统方式批改作业方式类似。因此，作业的批改速度受制于教师的工作任务量与

效率。对于我校班额 50 人左右的班级来说，一开始被批改作业的学生能够及时收到反馈，后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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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作业的学生，反馈就会延迟。反馈不及时，对于学生及时了解学习问题，完成作业订正会造成

一定阻碍。

（2）反馈主观性强

作业批阅完后，对于一课或一阶段学习效果的反馈，由于统计数据困难，且不能面对面地进行交流

访谈，开展更多维度的检查与测练，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往往是以主观判断为主，其准确性

大打折扣。

（3）反馈效果不佳

对于在批阅中发现的问题，教师的反馈往往是通过直播课、文字、语音等形式进行反馈，而这些反

馈只是就题目讲题目，并没有归纳到知识点层面，学生阅读这些反馈信息后，就只是学会了如何订

正相关错题，并没有对学生优化学习方法，掌握知识点问题起到较直接帮助。

2．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我们课题组针对上述学习反馈问题，提出如下方案：

选用平台：扬州市智慧教育应用服务平台上的学堂测练模块。网址：http://yun.yzjy.com.cn/

平台特点：提供组卷功能，便于教师发布作业、检测卷；客观题系统批阅、主观题人工批阅，减轻

教师的工作量，提高学习反馈效果；提供测练大数据功能，便于分析学情。

实践人员：课题组任教语数英教师。

实践要求：在熟练应用学堂测练模块开展学习反馈的同时，积累实践数据，采用对比研究，探索测

练大数据支持下的学习反馈的创新做法。

课题组成员于3月中旬应用学堂测练模块实施学习反馈，经过多次交流探讨，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作业批改方式：系统 +手工

学堂测练中的作业批改方式就是客观题系统自动批改评分，主观题由教师手工批改评分。作业批改

方式智能化后，教师的工作量大大减少，因小学学科知识差异，客观题一般占练习题的 50%或更多，

对于教师的批改工作量来讲，节约了一半以上。主观题批改完成后，学生的作业完成效果即时呈现。

学生手机 APP 端同时会推送作业批改完成的通知信息，学生点击查看，就可以浏览学习反馈信息。

因为反馈及时，学生对于作业中的习题记忆还保持着，有利于他们反思错因，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

（2）反馈信息：成绩 +知识点

学堂测练中的大数据分析为教师提供了学习报表功能，具体有班级总览、学生成绩、单题分析、知

识点分析、班级对比等五个方面。每次作业批改完毕，教师通过查看学习报表，便可以通过全面的

数据分析，准确判断学生一节课或一单元的学习效果，有利于设计针对性教学方案，实施精准化教

学活动。利用单题分析、知识点分析数据，便于教师客观分析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制定分层学习

方案，推送分层次辅导学习资源，促进个性化学习活动。学堂测练中的大数据分析为学生提供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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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报表功能，可以查看单题分析、知识点分析等数据，其中单题分析数据便于学生客观了解学习现

状，还能引导学生对作业中的错误原因进行挖掘。知识点分析数据便于学生发现自身的知识薄弱点

与优势项，有助于他们进行针对性地弥补自身不足。这样一来，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得以加强，学习

的成功感随之加强。

2-6-18 期末复习情况

（3）反馈的效果：精准 +有效

测评大数据为教师了解学生学习现状，优化教学提供了更客观的数据支持。教师通过对系统提供的

客观量化数据进行个性化解读，有利于教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制定符合现实的教学方案。如单题

正确率超过 90% 的习题，就不需要再给学生评讲了。当下基于测评大数据分析应用，会做的不讲，

不会的才需要讲，真正实施精准化教学。又如知识点分析数据的解读，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与之前

学生线下学习时的错误习惯，分析学生某一些知识点薄弱的原因，并对错误选项中的错因进行标注。

这样，教师可以有针对地调整教学策略，逐步引导学生改变学习习惯。从学生角度分析，测评大数

据让学生看到了学习问题所在，使得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学习经验，探索更为有效提高学习效果

的方法。随着学习报表数据的变化，尤其是学习效果得到提升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更加自信地利用

测评大数据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知识点的学习规律，为相似知识点的学习提供经验支撑。他们的学

习活动变得更为主动、自觉、得法，学习成绩也会逐步提高。

综上所述，测评大数据支持下的学习反馈发生变革，实践效果明显。在疫情前的线下教学中，教师

设计教学内容往往是根据自身教学经验，带着将知识点“一网打尽”的目的实施教学活动，一节课

下来，还有不少知识点成“夹生饭”。现在有了客观定量数据的支撑，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有了较

为准确的掌握，教师在设计下一课或一单元教学内容时，就会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学生薄弱的知

识点处，就会重点设计学习活动，学生优势的知识点处，就会一带而过。教师在制作在线教学视频

时，课堂流程清晰，重难点突破也容易做到。

另外，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以前是教师帮助学生分析错因，明晰知识点薄弱之处，

现在学生必须参与测评大数据的分析，充分剖析自己学习上的问题，一段时间下来，他们对自己学

习的效果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为了提高学习效果，他们开始反思错因，琢磨对策，从班级成绩排

名上，他们意识到差距，并有意识地督促自己努力。加上教师推送的学习资源、练习资源，个性化

学习真正得以实现。学生通过努力，成就的体验感越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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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足与实践问题

（1）在线作业编制耗时

 据了解，学堂测练模块是 2019 年上线，平台里提供的共享资源较为陈旧，题目的质量也不高。教

师在编制作业、试题时，往往只能使用个别资源，其他的题目需要利用模板编制，非常耗时。无形

中，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对于信息技术素养较低的教师来说，更是苦不堪言。由此，该平台需要

加强优质作业、试题共享资源的建设工作。

（2）无系统资源自动推送功能

学生订正错题后，不少已成熟的平台都可以进行大数据计算，为学生准确推送系统配套的同层次习

题，便于学生巩固。巩固题做对后，又会推送难度系数大一点的题目，逐步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学堂测练建设较晚，很多技术还在改进中。目前还没有系统资源自动推送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讲，

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形成阻碍。

（3）年级差异影响学习反馈效果

分析课题组成员统计数据，发现高年级学生比较适应这样的学习反馈活动，他们会自主分析测评大

数据，查找不足，在学习上用力更有针对性。而低、中年级的学生只有较少的学习优秀学生重视对

测评大数据的利用。

4．成效与经验

（1）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与创新之处

学校开学后，对六年级学生开展了全面的学习情况摸底检测。以六年级为例，案例负责人蒋智春老

师教六（4）班数学，他应用了扬州市智慧教育应用服务平台上的学堂测练模块进行学习反馈，其

他 7 个班的老师仍旧使用微信小管家等方式进行学习反馈。第二学期开学检测数据表明，六（4）

班数学平均分、优秀率（90 分以上）两项指标数据都优于其他班，且数据优势明显。

2019-2020 学年六年级数学学业质量检测数据

班级
平均分

第一学期末 第二学期开学

优秀率优秀人数 平均分 优秀率优秀人数

参考
人数

六（1）

六（2）

六（3）

六（4）

六（5）

六（6）

六（7）

六（8）

55

55

54

55

54

55

55

55

31

30

31

30

30

32

28

29

56.36%

54.55%

57.41%

54.55%

55.56%

58.18%

50.91%

52.73%

85.04

85.29

85.26

88.95

84.33

85.32

83.03

83.9

28

31

30

37

28

31

26

27

50.91%

56.36%

55.56%

67.27%

51.85%

56.36%

47.27%

49.09%

87.68

86.45

86.64

87.25

85.71

87.64

87.97

85.31

2-6-19 学业质量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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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学半个月的时间里，蒋老师与课题组老师深入8个班开展数学课堂观察活动。一致认为，六（4）

班学生进校后，很快适应线上往线下的转变，学习状态较好。他们拿到批改后的数学试卷，会很快

安静下来检查错题，分析错因，完成订正。部分学生主动找老师帮助分析错因，寻求弥补知识点的

方法。其他 7 个班的学生表现处于注意力易分散，学习上很被动的状态。六年级数学组开展了“疫

情后期学生学习表现出的问题及对策”专题教研活动，经讨论决定采用线下学习与在线检测相结合，

通过使用扬州市智慧教育应用服务平台上的学堂测练模块反馈数据，准确把握学情，调整教学方案，

实施精准化教学活动。一段时间下来，其他 7个班的学生学习表现有所好转。

（2）下一步发展的打算

我们课题组在总结“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经验得失后，明确应该继续研究测练大数据支持下的学

习反馈变革。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并将这一教学变革向乐于参与实践的教师推广。

即在周末时，利用扬州市智慧教育应用服务平台向学生推送一些优质学习资源，如教学资源、练习

资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的环境。另外，充分利用学堂测练模块进行学习反馈，重视学生学习

过程的数据收集，保证学习效果。

（六）四川省白塔小学：智能互联背景下“停课不停学”的实践与思考

1．“停课不停学”期间面临的挑战

2020 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按下了如期开学的暂停键。我们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出的“停

课不停学”的号召，启动智能互联技术背景下在线教育的实践探索。2020 年 2 月初，学校统筹分

析疫情中师生的实际情况，本着“疫情教学两不误”的原则，实施基于“互联网 + 教育”在线教育

模式，落实“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共克时艰，共同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停课不停学”面临巨大的挑战：（1）教师方面：在线教育经验缺乏，不能熟练运用在线教育工具，

部分老师家里的设备老化，不能满足需要。（2）学生方面：部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差，专注力不

够，上课随意性大，有的借故打游戏。（3）家长方面：不懂技术，没有足够的设备，担心孩子长

时间看屏幕影响视力，不太支持在线教育。（4）网络方面：从“停课不停学”家长问卷调查显示，

11.23% 的家庭网络不稳定，个别家庭在乡镇偏僻的地方，3.94% 的家庭没有网络。

2．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学校充分利用互联互通的网络环境，突破时空界限，优化整合资源，开展基于智能互联的在线教育，

应对“停课不停学”面临的挑战。

（1）运用智能互联大数据分析，优选好用的网络资源

短期生成大量的教育资源明显不现实，筛选优质资源，推送学生直接使用，解决“停课不停学”的

学习资源缺乏问题。学校从海量的网络资源中选择“人教点读”、“央视频”、“乐教乐学”，用

问卷星发布老师问卷调查，优选后向学生推荐。这些资源通过现有的设备——手机、电脑、平板、

电视投屏多终端学习，方便使用。由于各种资源使用教材版本不统一，本着有统一的学科课程标准，

我们忽略教材差异，更强调学生知识点的学习、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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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0 家庭网络调查

（2）运用智能互联在线平台，开展教师新技术培训

①在线培训，提升教师在线教学技能。2020 年 1 月底教育部发出“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后，学校

迅速启动在线教师培训，通过参加四川希沃微信群学习基本技能，教师与家人组建在线教育模拟课

堂，反复测试，逐一解决发现的问题，很快掌握希沃白板 5 的课堂直播。2 月 9 日起老师们开始班

级在线直播课堂，在线教育迈出重要的一步。

②在线会议，提升学校管理者技能。疫情期间，学校教师会、支委会、行政例会全部搬到网上，每

个干部在运用中学习新技术。学校用“zoom”、“钉钉”、“腾讯”召开视频会议，新模式新观念

提升了管理者的能力。

（3）运用智能互联的云端优势，共建共享云资源。

①建立 360 云资源。疫情期间，开展“停课不停学”工作，由于教师用书、学生用书未发放，学校

采用云端解决方案：利用 360 云盘建设云端资源库，上传教材电子书、教学课件、教学设计、视频

等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云资源，简单好用。

②建立 WPS 个人云空间。倡导教师建立 WPS 个人云空间，加入 WPS 稻壳会员，海量下载 WPS 各种资

源，支持手机、平板、电脑多终端查阅、修改，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4）运用智能互联社交平台，建立班级社群

方便学生、家长、教师答疑，发布信息，各班建立班级微信群、钉钉群，畅通疫情期间的家校沟通。

（5）运用智能互联云工具，推进学校云管理

疫情期间，学校封闭式门岗管理，防疫消毒工作，师生健康信息跟踪统计，全部使用扫二维码填报，

减少接触、聚集，有效防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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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1 在线会议

（6）运用智能互联场景，开展《VR 技术在小学数学情境化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学校和北京爱徒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协作，服务线上线下教学。学校成立教学情境脚本设计小组，

爱徒公司定制提供3D平台，制作VR教学情境。目前设计出4个，但还不能满足教学需要，还在测试中。

3．成效与经验及思考

疫情之下，停课不停学，是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一次考验。在这场在线教育中，破解困局，取得成

效，解决“停课不停学”的短期需求，顺应在线教育的长远发展趋势。

（1）成果与创新之处

在线教育，化疫情“危机”为教育的“契机”。通过在线教育，促进电视、网络、电脑和手机新技

术手段在学校的广泛应用，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提升师生的信息素养，化“危”为“机”，在变

局中开新局。

线上线下，链接教育与生活。学校引领方向，老师适时开展线上线下教育。线上教育主要是语文、

数学学科的学习；线下是主要是结合“战疫”的综合性学习：绘制“童心战疫”手抄报，“春日宅家”

阅读，讲身边的抗疫故事，参加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等等；线上线下，链接教育与生活，让疫情

成为一本自然的教科书。

同步异步，促进技术与教学的创新融合。传统的教学，师生同步同时、面对面；线上的教学，师生

异步异时不见面，或同步同时不见面，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如何调动学生学习专注力、积极性，

如何管理学生，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此，激发教师对在线教学实践探索，推动技术与教

学的深度创新融合，有效补充学校教育。

家校协同，重构在线教育价值观。从问卷星反馈的数据，在线教育和学校教育相比，家长和孩子们

更倾向于后者。我们用尽洪荒之力，却不得不面对新问题，网课引发亲子冲突、师生冲突，促进我

们对在线教育价值的重新认识。“唯分数”、“唯成绩”的教育价值观无法带来高质量的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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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让学生尝试新工具，使用新技术，这本身就是学习，是基本素养。

创新场景，用智能互联的思维解决问题。“停课不停学”期间，师生禁足在家，隔空喊话，所有的

教与学、学校管理都依赖互联互通的数字化工具和技术去解决，我们的教育完全沉浸在一个新的场

景中。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我们如此需要网络，依赖云端，依赖数据，用智能互联的思维来解决

问题，成为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2）关于“停课不停学”的思考

“网、云、端”，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标配。“网、云、端”成为生活的日常，疫情大大推

动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和普及，“网”的四通八达，“云”的海量储存，“端”的多样化，学校教育

离开它们，无所适从。

选择力，成为教师的基本能力。教师生成所有教学资源没有必要，也很难实现，选择资源成为当下

教师的核心能力。

深度学习，是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助推器。教师除了具备学科的专业知识，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深

度学习，才能更快适应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转变观念，是技术与教学创新融合的关键。在线教育不是简单把课堂搬到网上那么简单，学生对在

线教育“水土不服”，家长产生歧义，老师们的观念转变是关键。

学校复课后，对“停课不停学”期间的在线教育，开展了访谈、问卷调查，我们发现：

①更偏向学校上课：小学教师、家长、学生在在线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偏好上看：72.03% 的学生倾

向学校学习。

②家长问卷显示：家长对在线教育影响孩子视力普遍担忧；部分家长认为在线教育质量不高。

③客观冷静，接受在线教育的“不完美”。任何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运用新技

术本身就是能力提升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用积极的态度去接受在线教育，而不是否定、抱怨。

4．下一步计划

（1）加大教师培训，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参差不齐，已有的技能严重滞后，

不能满足在线教育的需求，着力开展常态化教师培训。

（2）加快学校网络建设，落实学校新基建。针对“教师设备老化、技术不熟练”的问题，制定学

校信息化推进方案，建立工作机制，加强网络、硬件建设，增加经费投入 , 解决在线教育设备不足

问题，提升教师新技术的运用水平。

（3）探索游戏化教学，建设有吸引力的在线课堂。针对“在线教育质量不高，收效不明显”的问题，

通过游戏化教学实践研究，改变教育方法，让学习更科学、更有趣、更高效。

（4）协同家长，给孩子搭建在线教育家庭空间。影响在线教育效果的因素之一是家长。家长没有

准备足够设备、网络，没有为孩子搭建在线学习的空间。从家长上传的图片中，我们看到“学生穿

着睡衣在茶几上学习”，学习随意性强，周围的干扰大。学校通过家校沟通，帮助家长建设家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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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教育的环境。

（5）运用 VR 技术，创造更多优质教学资源。在问卷调查显示：学生非常喜欢视频学习，短视频受

到很多人的欢迎。学校专注于 VR 技术在数学教学情境中的运用研究，生成更多的 VR 教学资源，服

务学生的学习。

在智能互联技术背景下，开展“停课不停学”的实践，为疫后复课提供了经验，学校在《VR 技术

在小学数学情境化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中，我们更清晰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运用 VR 技术创设更有

吸引力的学习场景，增强学习的体验，推进新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服务于线上线下教育，惠

及更多的学生、家长，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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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AIoT 企业教育智慧互联案例

中央电化教育馆—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中的共同体企业的技术智能互联产品及应用实践案

例是中国基础教育智能互联应用蓝皮书编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精选了来自 12 个企业的具有代

表性和推广性的产品与服务案例，按产品内容可分为学习、教学和综合（管理）服务。

一、智能互联教育的智慧课堂学习案例

智慧学习是学习者在智慧环境中按需获取学习资源，灵活自如开展学习活动，快速构建知识网络和

人际网络的学习过程。智慧的学习环境具有感知性、个性化、适应性、泛在性等特征，满足能够感

知学习情境、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具，自动纪律学习过程和测评

学习结果，以促进学习者有效学习的学习场所或学习空间。智慧学习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资源、工具、

学习社群、教学社群、学习方式、教学方式六个组成部分。以下为企业打造的四个智慧课堂学习案例。

（一）鸿合：基于交互平板（智能黑板）的 AI 课堂应用

1．AI 课堂设计理念

无论是传统课堂，还是技术丰富的课堂，课堂互动非常常见，有效的课堂互动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

的质量和水平。丰富的课堂互动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课堂效率。鸿合智慧 AI 课堂，

是鸿合为解决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常见的即时反馈、增加课堂互动形式、提升课堂的效率、活跃度、

趣味性等实际需求，而研发出的一套轻量级课堂互动系统，深受一线教师的欢迎。

2．AI 课堂应用介绍

（1）功能介绍

鸿合智慧 AI 课堂，是基于当前智慧教育新需求，结合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技术推出的课堂创新

模式。其围绕鸿合智能交互黑板（或智能交互平板），以 Intel OPS 电脑模块作为核心硬件基础，

基于 OpenVINOTM 工具套件开发，通过搭配专属的“多媒体单元”，实现课上自动点名、自动点数、

击鼓传花、班里挑一、举手抢答等互动功能。让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方式将更加丰富多样。不仅

能有效调动课堂气氛，还在增加学生参与度的同时还能很好的提高课堂效率，让老师获得更多形式

的解放与提升，学生学习更加深度、多元与个性化，推动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公平化发展，也让学习

这件事以更有趣的方式进行。

（2）系统介绍

鸿合智慧 AI 课堂，以 OPS 电脑为硬件环境支撑，基于 OpenVINO 框架以及 OpenCV 开源函数库实

现，通过 AI 样本数据采集、样本标注、AI 算法模型训练、AI 算法模型调用等多个流程实现。

鸿合 AI 课堂应用通过 OpenVINO 框架，充分利用 OPS 中 GPU 和 CPU 算力实现 AI 课堂应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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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VINO 工具包 (ToolKit) 主要包括两个核心组件，模型优化器 (Model Optimizer) 和（Model 

Optimizer）。

图 3-1-1 鸿合智慧 AI 课堂技术基础

模型优化器(Model Optimizer)将给定的模型转化为标准的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IR)，

并对模型优化。推断引擎 (Inference Engine) 支持硬件指令集层面的深度学习模型加速运行，同

时对传统的 OpenCV 图像处理库也进行了指令集优化，有显著的性能与速度提升。

图 3-1-2 模型优化器 (Model Optimizer) & 推断引擎 (Inference Engine)

图 3-1-3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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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基于机器视觉的 AI 课堂应用，前期我们对多所不同学校、不同学段的上万名学生进行样

本数据采集。我们将采集到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多维度的应用模型训练。

通过 OpenVINO 框架来加载和调用 AI 应用模型。

基于 OpenVINO 框架实现自动点名、击鼓传花、班里挑一等 AI 课堂应用。

注 1：OpenVINOTM 工具包 (ToolKit) 是英特尔基于自身现有的硬件平台开发的一种可以加快高性

能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视觉应用开发速度工具套件，支持各种英特尔平台的硬件加速器上进行深

度学习，并且允许直接异构执行。

注 2：Open Pluggable Specification（OPS）是一种计算模块插件格式，可用于为平板显示器增

加计算能力。该格式于 2010 年由 NEC，英特尔和微软首次公布。OPS 已成为鸿合科技交互平板（或

智能黑板）的标准组件。

（3）系统特点

鸿合智慧AI课堂产品以工具化、轻量化、紧贴课堂教与学活动为主要特点进行打造。具有如下特点：

1.不改变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课堂习惯；2.教师无需学习复杂系统操作，学生无需使用任何设备；

3. 基于深厚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技术积累，识别快速，准确度接近 100%；4. 通过使用 AI 工具，

可以帮助老师活跃课堂气氛，帮助学生提升课堂参与度，帮助管理者和教研人员提高教研能力和教

学效果。

3．AI 课堂未来发展的展望

面向未来，跟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的脚步，如何将其跟教育更好融合是鸿合一直在探索与努力

的方向。鸿合智慧AI课堂将继续从课堂互动入手，包括互动前的设计，互动中的监控，互动后的反思，

并支持智能分析后给出个性化的教学建议，构建这样一个完整的教学闭环。与此同时，内容上要更

具趣味性、实用性；互动形式要简单新颖，有吸引力，引入竞争机制；互动要有评价、总结。本质

还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信息化手段构建并创新有效的智慧教学模式，实现个性化、智能化和体验

化学习环境，形成优质教学内容和合理资源分配机制，多层次培养并提高学习者信息化应用能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 终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

（二）乐课网智能选排课系统，用技术打造有效课堂

1．智能互联相关教育产品与服务发展理念

近年来，信息化技术在校园教务管理上的应用得到广泛发展，尤其在教务管理的主要分支选课排课

系统的应用上得到了较大发展，传统的学生按照学校安排好的课程上课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

应新型的教学模式，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实行学生自主选课模式。而如果按照传统方式选课，一方

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浪费时间以及在人为的统计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差错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由杭州施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荣誉出品的“选课、排课”系统应运而生，旨在更好地

帮助传统教学。施强教育自 2008 年成立以来，结合多年线下培训教育的经验，加之强大的技术和

营销团队，成为智慧教育行业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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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色系统、平台、产品或服务的介绍

新高考选科：学校通过选科调查功能发起调查任务，学生登录后选择意向科目（3 科），并提供选

科数据的实时统计，学校教务实时把控选科进度，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选科结果。

智能分班：选科结束后，教务进行智能“小走班”分班，系统根据选科数据进行智能分班，提供 3

种分班结果，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挑选一种分班结果，并可进行部分分班的微调，保存后即可调用至

排课中；通过 AI 智能技术帮助学校解决走班分班的困扰。

自定义规则：分班结束后，学校批量导入授课计划（班级、学科、授课老师、周课时数等），并且

根据规则设置学科教研日时间、老师禁排时间、科目权重等规则。

智能排课：规则设置完成后，系统会根据已设置条件进行智能排课，当条件过多出现冲突时，系统

自动提示冲突；当条件未冲突时，系统会根据规则进行自动排课，算法中内置天内集中、周内分散、

教案齐平规则。在计算性能上，自动排课会在 5秒内计算出结果。

图 3-1-4 业务流程

课表调整：学校可对智能排课结果进行微调，可通过班级、教师多个维度进行调整，调课过程中，

系统会根据老师、场地等冲突判断课程是否可以对调。

课表展示：调课完成后，支持从班级、老师、场地、学生等多个维度导出课表，做到一人一课表。

图 3-1-5 排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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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互联教育产品典型实践案例介绍

（1）应用的场景描述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 号）明确指出 2014 年启动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4年上海市和浙江省全面启动了高考(课程)综合改革。2017年 9月北京、

天津、海南、山东作为第二批改革试点顺利启动。无论哪种选课走班模式，其中的重点难点在于如

何平衡教室资源和师资资源，让资源利用 大化，让师生的走动 小化，并且要实现一个学生一张

课表。在新高考的改革实践中，各地的中学与企业合作，设计智能课表。针对新高考改革模式，为

了切实解决学校与老师针对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智能排课选课系统立足学校现有资源，帮

助校方从传统的行政班教学过渡到走班教学，实现在高考改革环境下开展课程改革的新目标。

（2）创新引领的解决方式

乐课选排课系统主要功能包含行政班排课、走班排课、选修课选课。满足新高考大走班、分层走班、

小走班（固二走一/固一走二）排课场景。通过导入排课基础数据，设置排课规则，将自动生成课表。

同时结合线上选课，实时监控选课情况，可大大减轻学校排课和选课的工作量，提高排课工作效率。 

新高考选科，解决学生自主选科所带来的繁琐工作问题，成为学校管理的工具；智能排课，辅助学

校进行每学期课表的制作，完全适应新课改 7选 3或 6选 3学科走班排课模式。

（3）所解决的教育中的痛点和难点

天津于2017年进入了“6选3”新高考试点区，新高考政策实施后，不再分文理科，6选3有20种组合，

7选3有 35种组合，3+1+2有 12种组合。一个行政班级中必然会有出现选择不同组合的情况（例如：

部分学生选择物化生、部分选择物化政、部分选择物政地）。此时，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

历史、地理6门学科上课时，则需要学生走班上课，如何对走班的学生进行分班是学校 大的痛点；

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后都会产生课程编排的变化，甚至会出现一个学期课表都会变

化数次的情况，全靠人工无法完成分班的工作。

这时采用人工智能选课排课方式也迫在眉睫，希望通过技术与实践的结合，探索出可复制可借鉴的

智能化选课走班经验。

（4）实践设计、实践过程以及效果评价与反思

①实践设计

调研新高考“6 选 3”模式下的课程设置、选课走班、排课的现状，天津五中和施强合作遴选骨干

教师和公司技术人员共同组建精准教学项目组，成立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坊。考虑到走班制区别以往

的班级授课制，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兴趣爱好发展潜能，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班级层次，是

不同班级层次的学习内容、作业、考试难易程度、学分分值都不同的教学模式。这种情况下，课程

编排的科学性尤为重要，与企业合作开发人工智能排课系统，实现智能排课，实现新高考选科、系

统自动分班并将自动分班的结果运用于排课中。

所以天津五中选择了施强智能排课选课系统的新高考“6选3”选课模式，利用课程预选、分班设置、

智能排课、课表生成、调课代课五大核心功能，综合考虑一个老师带多个班级、不同学科有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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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活动时间不能排课、较多不同培养方向班级并存、班级学生不能打散的前提下科学走班等诉求。

终结合学情、校情开发人工智能软件优化学校课程设置、选课、排课和走班管理，形成新高考“6

选 3”模式人工智能选课、排课、走班方案。

图 3-1-6 选课调研

②实践过程

乐课网智能选排课系统的智能分班功能，解决天津五中走班分班困难的问题。利用 AI 智能算法，

系统对学生选科数据进行分组，产生红黄蓝三色块，对每一个组合人数均分给三色块；建立横坐标

学科，纵坐标分组的数据模型，学科采用菱形排序规则。学生选科数据对应到志愿块，通过矩阵运算，

行列式平移逆向分析， 终给每个学生组合涂色。学生都散列到矩阵中，再根据班级人数，性别条

件产生具体班级。而针对多层次排课的需求，仅需在行政班下，通过降低走班人数，走班学生进行

相互插班走班即可，不用单独分走读班，无需额外增加教室资源，有效利用教师资源，分时段排课，

一个教师可以同时教2个或2个以上的班级；与传统“3+3”模式相比，减少对学生选课数据的依赖，

学校可将不同选课的学生放在一起组成班级。

图 3-1-7 智能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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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排课功能解决排课难度大的问题。通过对数据深度分析挖掘，借用粒子群算法原理，加入期望

条件，周内分散，教案齐平等，对每个粒子对结果的分析都通知到其他规则，互相对排课结果数据

自我感知，通过打分机制，不断提高智能分析能力， 终生成课表。

图 3-1-8 根据需求调整课表

③实践结果

新高考给课改区学校带来个别学科师资力量不足、结构性缺员、教室等硬件配备不足等问题。无论

“全走班”、“大走班”，还是“小走班”方式，学校要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选科需求，克服困难推

动改革进行，走班制势在必行。通过“建立学校资源信息库——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建立并执行

选课任务——分班并排课——千人千课表——特殊情况调课”的流程实现了智能排课，解决了走班

教学方式占用师资、场地等资源过多的问题，并且能够实现一人一课表，所有的老师、学生都有独

立的课表，满足学生的选择需求。

图 3-1-9 总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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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0 一人一课表

4．企业面向智能互联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展望

后续智能选排课系统，配合考试系统、生涯规划系统、 优选科系统将合力为学生升学、学校升学

规划所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三）联合伟世与英特尔携手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共建人工智能实验室

1．联合伟世人工智能实验室建设理念

联合伟世是一家“研发 + 应用”驱动的人工智能教育高科技企业。自 1994 年以来，公司始终专注

于先进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联合伟世把企业使命升级为“把未来带进课堂”，秉承“让人工智能教

育更容易、更有趣”，让教师能教，学生爱学。基于人工智能领先技术，专注为人工智能课堂教育

服务，为AI课堂教育提供先进的教材、教具、装备、实验平台和全栈解决方案，并协同AI师资培训、

AI 竞赛和 AI 能力认证，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教育行业的整体水平。基于 Intel 技术，自主研发推

出了 AINUC 人工智能学习开发部署套件、Learacing 自动驾驶教学套件、AEA 系列人工智能教育套

件、人工智能实验平台等产品，与学校共同建设人工智课程体系，让 AI课程不再成为教师的负担，

让学生爱上 AI 课程。

图 3-1-11 人工智能实验室建设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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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伟世人工智能实验室建设内容

基于云、端、边构建软硬课程一体化的人工智能教育端到端解决方案，覆盖了体验、感知、

认知、创造等教学维度，覆盖算法学习、数据训练、虚拟仿真实验、实践场景应用等人工智

能教学体系。

图 3-1-12 技术结构图

（1）AICube 人工智能原理平台 -- 打开人工智能的黑盒子

根据课堂教学的需求，采用 AICube 人工智能原理平台，提供学生管理、教学控制等功能，学生可

以在老师的指引下分层分阶、体系化的学习人工智能原理，提供包括语音、动作识别、垃圾瓶分类

和口罩检测等 20 多个场景实验的原理呈现，将人工智能的黑盒子打开，让学生认知人工智能的内

部原理。

图 3-1-13  AICube 人工智能原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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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EA 人工智能教学套件 -- 学得会、做得出

在终端层面，使用 AEA人工智能教育套件，将应用场景进行精细化拆解普适实验包含了视觉、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领域下 30 多个场景实验，以此为基础进行人工智能、编程知识的学习，

同时提供游戏化编程、人工智能场景外设套件扩展，并同步显示 Python 代码，让学生可以分步进

行实践实验。简化教师的授课难度，增加学生的学习趣味性，让学生爱上 AI。配套的虚拟实验，

让繁琐的实验课变高效、简单、有趣。

图 3-1-14 AEA 人工智能教学套件

（3）自动驾驶创新竞赛实验—人工智能全过程实验

实践部分，自动驾驶场景实验包含了深度学习，监督式学习，非监督式学习和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

知识点，场景实验贯穿数据采集、数据训练、模型推理等人工智能全过程，实现自动驾驶中自动避

障、红绿灯识别、标志识别和紧急避险四大应用。

图 3-1-15 自动驾驶创新竞赛实验

（4）师资培训服务

培训方案以线上“参与式”培训为主，线下“集中式”培训为辅，采用专题学习、项目实践、案例

分享、教学实战、教学诊断等方式，做到“三突出一重视”：突出参与互动，突出案例教学，突出

问题解决，重视专业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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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合伟世人工智能实验室建设案例

（1）案例背景描述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是国内 早开展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的融合的公办中学 , 先后获得中国教育学会

“十三五”教育改革实验区实验学校、中国教育科学院“未来学校创新联盟”示范校。但是学校还

是传统的创客、编程、机器人教育。而人工智能是一个更加复合的场景，人工智能教育的理论与实

践应该结合更紧密。

学校的基本需求有：①需要让学生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实现过程中，加深对人工智能原理的理解，进

一步激发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趣。②教辅及课程需要适合中小学年龄段的特点，符合学生当期

的基础学科的知识结构。

教师的基本需求有：①缺乏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可以实际操作的教辅不多；②人工智能教育

的师资力量有待提升；③学生学完人工智能课程，如何评价学习成果。

图 3-1-16 西山学校人工智能实验室

（2）建设方案

① AICube 人工智能原理平台

•模型本地化，无需外部网络。将人工智能实验等内容，全部本地化，在上课期间,无需连接外部网络，

让教师和学生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课堂的实验本身，方便教师的管理，能够保证学生更好的课堂学习

效果。

• 算法具象化，算法看得见。人工智能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在普通教育阶段，学生需要进行的并不

是算法深入研究学习，而是了解人工智能的原理，去人工智能神秘化，打开人工智能的黑盒子，让

学生看到人工智能实现的内部原理。可以帮助教师进行教学演示，成为教师人工智能原理教学必不

可少的教学助手。学生通过可视化的教学内容，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② AEA 人工智能教学套件

• 实验虚拟化，打破时空的限制。为教师、学生打造简单实用的虚拟化教学工具，让繁琐的实验课

变高效、简单、有趣。虚拟实验的实现将有效缓解很多学校在经费、场地、器材等方面普遍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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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和压力，而且开展虚拟实验教学能够突破传统实验对“时空”的限制，例如自动驾驶实验，就

非常依赖场地。而使用虚拟化的实验场景，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可以自由、无顾虑地随时随地

的进入虚拟自动驾驶实验室，操作智能车，进行各种实验，有助于提高自动驾驶实验教学质量。

• 图形化到代码编程。支持图形化编程，实用性更强。对于没有编程基础的教师，更容易上手，让

人工智能的课程不再是一种负担。游戏化的图形化的编程，寓教于乐，让学生像打游戏一样，学习

编程的基本知识，培养编程思维。让中小学生更容易，零门槛的学习人工智能，降低学生的学习难

度。图形化与代码的实时显示，对于学习编程过渡期的学生能够理解图形化编程背后的原理。

• 实验场景化。将复杂的算法、理论知识，通过具象、贴近生活的场景实验表现出来，可以极大的

增加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真实场景重现、参与感极强的具体的场景，将学

生带入到具体的场景中，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理解大量运算、理

论堆砌后的成果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完成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

• 数据感知与获取。兼容开源硬件及各类传感器，内置了 30 多个人工智能模块，可以让学生快速

实现多种作品创造。每次课程都具有实物的成果输出，可以作为学生每次课程的评价依据，让学生

具有看得见的变化。

③自动驾驶创新竞赛实验

参与到人工智能全过程。自动驾驶让学生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模型应用的全过程实

验，让学生通过竞赛，学习自动驾驶的系统组成和基本原理，感受人工智能全过程。对于不会编程

的中小学生来说，也可以非常轻松地实现自动驾驶的多种实验。

（3）案例应用效果分析

对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建设和应用解决了诸多难题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具体如下：

①普适性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解决方案，解决了目前动辄就上百万的实验室建设投入难题，通过虚拟

化的实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校的资金问题，可以让更多的学校可以进行人工智能的课程建设。

②定制化的师资培训服务，解决了目前学校缺少 AI 专业的师资问题，让更多的老师可以进行人工

智能的课程讲授。

③趣味化的 AI 场景实验，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体验、认知人工智能，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

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的感觉，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对未来的探索能力。比如游戏化的 python 编程

学习让学生在游戏中闯关的过程中，学习 python 编程。

④所有模型本地化，解决了教师课堂管理难的问题，学生做实验不需要连接外部网络，都可以在本

地的机器里完成人工智能相关实验。同时，自动驾驶的虚拟仿真实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校教

室的场地问题，学生可以在虚拟的实验室中，操控智能车，完成智能车的数据采集、数据训练、模

型应用等实验，避免所有学生都抢场地的问题。

学生使用过后的感受有，“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学习人工智能”；“这是我上过 有意思科技课”；“原

来人工智能这么有趣”。教师认为“学完课程后，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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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7 学生使用场景

图 3-1-18 人工智能实验随堂测验展示

4．面向智能互联教育的发展展望

人工智能视为一项基础技术，并应用于至各行各业，助力传统行业实现跨越式升级，提升行业效率，

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步成为掀起互联网颠覆性浪潮的新引擎。人工智能教育作为连接未来的教育，面

向大众进行普及，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开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带来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和思维方式的

改变，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更好适应将来社会打下牢固的基础。

联合伟世基于英特尔技术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方案，将先进的算法、技术，进行教学过程转化。紧跟

前沿技术，应用领域的图像视觉技术、语音等，进行实时的更新与维护，并依托于英特尔 openvino

技术、社区，选择先进、适用的模型，进行课程转化。“把未来带进课堂”，现在的中小学生是未

来的主人，保护他们的好奇心，赋予他们探索未来的能力，让他们成为未来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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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极域云盒的创新实践型智能教室

1．极域云盒的产品服务理念

极域云盒集成无线投屏、多屏互动、录制直播、远程交互、集控管理等功能，支持与教室内既有设

备深度融合，实现教室内“万物”互联，从而快速完成对学校教室的智能化升级。

极域云盒的主要功能有：①连接终端：极域云盒可连接大屏、投影机、移动终端、云台摄像机等各

类设备，快速构建智能教室应用环境；②连接师生：极域云盒可实现教室内各类设备的双向互动，

通过连接互动反馈器、智能手写笔、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丰富课堂师生教学互动；③连接教室：极域

云盒可对教室内各类设备进行集控管理，实现与教室内既有设备深度互联，支持校园广播，轻松共

享内容信息；④连接世界：极域云盒可一键开启直播教学、双师课堂等远程教学模式，针对不同需

要可预装第三方应用，满足学校多样化教学需求。

极域云盒的应用范围：以极域云盒为核心设备，可全面覆盖普通教室、多媒体教室、实验实训室、

计算机教室、书画教室、会议室等物理空间，满足常态教学、分组教学、实验教学、远程教学、协

作研讨、行政会议等多种应用模式，构建高效、稳定、多元的智能教室解决方案。

2．极域云盒的产品服务内容

（1）系统兼容，多端融合

方案中采用的无线投屏互动系统中，核心设备极域云盒具备高度的系统兼容性：接入手机、平板、

电脑、实物展台、网络摄像机，实现设备投屏显示在教室一体机显示屏；接入录播系统主机，实现

网络直播、录课过程中将移动终端的画面资源同步传输；接入麦克风设备，实现课堂微课录制过程

中，师生语音的同步录入；连通校园网，实现校园网多个网络摄像机画面的监控，让学生在室内观

看室外、礼堂、其他教室的教学演示。

图 3-1-19 云盒展示及多端接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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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动教学，灵活多样

极域云盒将教室内一切和音视频、数据相关的大小屏及设备互联，并且进行科学、简便的交互应用，

适配多种互动教学模式。

①多视窗对比教学：支持将小组屏、学生个人手持终端、教师教学终端所展示的多维教学内容，以

多视窗的方式对比展示、批注讲评。

②多视窗移动授课：支持教师通过手持移动终端对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同设备进行远程切换、集

中控制，对教学课件进行批注、移动、拖拽、删除等复杂的操作。

图 3-1-20 多视窗界面

③实验过程高清展播。各小组极域云盒外接网络摄像机，定向分组采集教师或学生动手实践的实时

画面，并以多视窗的方式，将各个小组的直播画面投屏显示至教师主讲大屏，教师可通过批注、广

播、截屏等互动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开展对比教学。通过多极域云盒与多网络摄像机的融合性应

用，有效解决了实践细节展示难、实验数据与实践过程对应展示难、多组实验过程对比难的问题，

有效丰富了实践型智慧课堂分组教学、协作学习的互动方式。

④摄像机位个性预设。已外接网络摄像机的小组，可结合自身需求预置多个常用机位。在上课的过

程中，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可自主调取已预制好的机位，快速、便捷地展示实践操作过程。通过

极域云盒特有的多机位预设的功能，大大节省了课上调整摄像机所花费的时间，简化了学生课上操

作，减少了设备操作对教学的干扰，有效提高了互动教学效率。

图 3-1-21 实验过程高清展播界面



AIoT 企业教育智慧互联案例    第三章

73

④微课一键录制分享。极域云盒可将“实践过程、相关数据、教学课件”的合成面一键式录制，并

支持利用外接麦克风将采集的师生对话过程进行一体化录制。有效解决了实践型课程实践过程与实

验数据同步录制难的问题。在常态化教学环境中，教师或学生可随时采集上课画面，制成慕课、微

课，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库，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络，突破时空限

制，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通过还原教师真实授课场景，有助于教师之间相互观摩，

提升教学质量。

（3）一室多用，实用高效

本方案打造的实践型智能教室，可帮助学校实现一次建设、多种应用，降低投资成本，提高应用效益。

①实验教学：可通过网络摄像机采集教师演示过程、学生分组演示过程的画面，投屏显示；支持小

组电脑或平板等终端的无线投屏，让每个学生不离开座位即可清晰观看到所有实验的细节；

图 3-1-22 实验课堂教学场景设计

②分组教学：英语、物理、工商等任意学科均可在教室内实现分组教学的目的；所有小组既可实现

团队协作研讨，又可由教师主导、讲评各个小组的作品或结论，提升多个小组资源共享的效果；

③艺术类学科：美术、音乐、雕刻等多种艺术类课程，均可实现通过网络摄像机采集实践操作过程

投屏展示，亦可使用手机直接拍摄师生作品投屏显示，让艺术教学过程更直观、便捷；

④会议：学校可在教室内完成各种会议研讨，手机、平板、电脑均可直接无线投屏，主持人一键即

可切换设备。同步搭配网络直播，能够让未参与会议的老师在外地了解会议进程。

图 3-1-23 在会议室中的应用



第三章    AIoT 企业教育智慧互联案例

74

（4）远程集控批量管理

方案中采用的极域云盒设备，搭载了集控管理系统，支持信息管理员通过互联网远程查看设备信息、

单独或批量设置设备配置、通过邮箱或短信接收异常设备的预警信息等，从而实现大量设备的高效、

智能化管理，大幅度降低管理难度及管理成本。

图 3-1-24 集中管理界面 -学生管理

3．极域云盒的实践案例介绍

（1）案例背景

金陵科技学院坐落于六朝古都南京，是一所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该项目为技术类院校“新工科智慧型实验室”建设项目，是基于对学校原有闲置空间的升级改造。

基于极域云盒的创新实践型智能教室更注重强化教师的对比教学、实践指导等互动教学的创新，是

基于传统的行列式布局而设计。

方案以极域云盒为核心，有效整合实验室既有设备，搭配网络云台摄像机、录播系统、智慧班牌等

多种智能终端设备及配套软件系统，实现教师屏与分组屏内容的无限切换、教学实践过程的定向多

组直播、教学全过程的智能跟踪录播，进而有效支撑项目合作、团队展示、自主学习、对比教学、

实践指导和课后反思，打造便捷、互动、高效的开放式创新实验实训室。

图 3-1-25 基于极域云盒的智能教室效果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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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6 基于极域云盒的实际建设效果图

（2）学校建设需求

①复合型智能教室

学校希望打造一个智能与高效于一体的“新工科智慧实验室”，将常规教学、智慧教学、实验教学、

小组互动讨论、报告厅等集中到新实验室中完成。

②实践指导、对比教学

学校注重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业型”专门人才，所开设的很多学科有教学实践过程定向分组

直播，开展对比教学及实践指导的需求。

③ BYOD 设备投屏、切屏

希望将教师、学生自带的各种终端的内容投屏、切屏。

④与既有实验设备有效融合

与实验室既有的设备融合，能将数字化实验设备的数据分析画面展示到大屏上，并支持多组对比

教学。

⑤课堂录播、直播

能够将课堂授课过程录制成视频，供学生课后分享复习使用，同时可将课堂环境、声音直播到互联

网，供所有不在教室的师生实时同步观看。

（3）建设方案设计

本建设项目由无线投屏互动子系统、AP无线管控子系统、大屏幕显示子系统、高清全自动录播子系统、

扩声子系统、教室中控子系统、电子班牌子系统七大系统构成。结合教室实际物理空间特点，具体

部署细节如下：

教室前门：墙壁安装电子班牌主机等。

教室前墙：部署 LED 屏，壁挂式安装极域云盒，显示设备两侧安装网络摄像机 2台。

教室讲台：中控系统设备，分别用于录播系统的调控和教室设备的集中控制。

教学机柜：部署录播主机、专业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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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墙壁：安装小组用交互式一体机 6台，极域云盒 6套。

室内顶部：讲台上方及各组学生桌上方安装网络摄像机、全向麦克风，可实时采集教师、学生操作

过程并投屏显示在 LED 屏上；教室顶部后方安装用于录播系统的 2套网络摄像机。

座位布局：分8组*6人/组，采用了可拼接桌椅，拼接中空位置放置可移动实验设备仪器架（带滚轮）。

初始布局采用圆圈式拼接分组，支持用户根据需要自主编排座位。

（4）实施效果

①教师层面

通过极域云盒可一键选择教室内的任何设备投屏至 LED 大屏，实现老师屏与小组屏的无限切换，便

于实现移动教学，让教师轻松创建互动教学情境；支持多维度教学内容的展示，将来自于不同终端

的内容以多视窗的方式同屏对比分析教学；将教师、学生、小组的实践过程快速投屏、切屏，进行

对比教学和实践指导。

②学生层面

通过极域云盒小组屏幕与教师大屏的显示内容同步，学生可以近距离观看小组屏幕；能够利用随身

的 BYOD 设备投屏，提高课堂效率，增强个人与教师、小组的互动 , 提高学习兴趣并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思考能力。

③管理层面

• 在一间教室中允许不同课程、不同厂家的设备兼容运行，提高设备的应用效益，降低投资成本；

智慧班牌系统可用于课前考勤或日常信息的智能显示，既可以节省手动考勤的时间，又可以通过后

台完成长期的考勤数据的统计与管理；

• 通过录播子系统，可以随时将上课实况录制或直播，既可生成微课资源，又可扩大授课的范围；

教室云盒既可实现传统无线 AP 的无线传输功能，又可实现网络管控与资源存储的功能；

• 拼接式桌椅可支持学生自主打造学习空间，完成自主分组模式、扩大学习空间利用率，让学生自

主选择合适的位置听课。

（5）基于数据的效果评价与反思

课前评价：通过课前利用极域互动反馈器对学生学情的调查分析，预先了解学生的总体水平和个别

差异，为知识重点、难点和教学节奏、任务分层提供依据。

课中评价：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极域云盒对比观察各组任务完成情况、利用极域互动反馈器提问，

判断学生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动态调整教学节奏和策略。

课后评价：通过对比教学中学生任务的完成情况、答题情况进行分析，进行教学后的总结性评价，

了解学生是否达到学习目标，为今后的教学提供改进的依据。

4．未来展望

未来，极域将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优化产学研一体的智能教育技术研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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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效投入机制，汇聚优质学科资源和研究力量，跟踪国外 新进展情况，挖掘国内现实发展需

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研究智能教育的发展战略、标准规范以及推

进路径。

二、智能互联教育的课堂教学案例

智慧教育，就是指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感知

化、泛在化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智慧教学，作为智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强调“聚焦教学场

景，打通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信息技术与创新设计理念的深度融合，将‘智慧’二字贯穿

于教学全过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围绕课前、课中、课后教学闭环基于动态

教学数据分析打造全新的智能教学环境助力学校实现智慧“教”与“学”。以下为企业打造的智慧

教学服务产品。

（一）基于希沃易课堂数据的精准教学研究

1．精准教学目标

本项目研究目标是在希沃易课堂解决方案支持下，根据现阶段中小学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精

准教学提升教学质量”为关键导向，探索面向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开展精准教学的应用模式与应用策

略。基于多学科的教学创新应用实践，对相关支撑数据进行提炼和梳理，研究团队总结基于易课堂

的精准教学模式、路径与策略，探索中小学可参照的教学方法论，改善教学效果，提升教学效率。

2．精准教学方案介绍

希沃的精准教学方案，包括课前以学定教，课中以教促学，课后学生精准个性化学习，方案围绕“数

据收集、精准定位、精准诊断”的思路来开展。

（1）课前：精准开展以学定教

课前通过收集课前学生预习、作业数据，克服传统课堂中难以获取到的过程性数据与结果性数据的

困境，为教师教学提供支撑与参考。教师通过数据精准设定教学目标，设计学习活动，实施教学评价，

引导学生学习，开展个性教学，将课前的数据价值充分发挥，实现教师的精准以学定教。下图3-2-1

所示为课前精准教学方案，主要有资源中心、作业报告、答题情况、学生学情。

图 3-2-1 希沃易课堂课前精准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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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源中心：学习资源下发

根据历史学情数据及教学目标，教师在资源中心检索资源进行下发，包括习题、微课、课件等学习

资源，学生在平板进行课前学习。

②作业报告：作业批改分析

智能批改：结合不同题型，教师可实现智能批改作业，快速收集班级中的优秀答案、优质习题、高

频错题等，标记习题将同步生成班级特色的习题库，为教师精准教学提供保障。

作业分析：教师借助作业报告快速了解班级作业完成概况，如完成人数、人均用时、及格率等，预

警正确率偏低的学生名单。希沃易课堂提供正确率、作业用时、学习时段等数据，综合判断哪些学

生在学习中涌现出问题，帮助教师精准定位待关注的学生。

③答题情况：班级学情预判

作业报告：根据作业题目的正确率、答题用时等数据，帮助教师快速定位哪些题目需要教师讲解。

学生提问：根据学生在使用平板学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帮助教师准确定位到具体学生的问题漏洞，

按需予以针对性的引导。

巩固订正：教师快速定位班级的薄弱知识点，希沃易课堂分层推送相似知识点习题，巩固学生薄弱

知识点。教师可一键布置或微调，帮助教师轻松落实巩固订正工作。

④学生学情：典型学生识别

希沃易课堂比较学生历史作业完成数据，帮助教师更快识别学生的关键表现、学习变化，如成绩波

动明显、拖欠作业等，辅助教师更准确地诊断学生的学习状态。

（2）课中：教师精准开展以教促学，分层教学

课中基于希沃易课堂的互动工具，能有效保障学生全员参与，帮助教师全面准确得获取学生反馈，

实现以教促学。下图所示为课中精准教学方案，主要有学生答题、互动点评、作业任务等。

图 3-2-2 希沃易课堂课中精准教学方案

①学生答题：全员高效反馈

客观问题：针对于课堂中的封闭式问题，教师可采用选择、判断、配对等功能，促进所有学生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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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通过对学生提交进度与正确率的呈现，教师可了解到全班反馈信息。

理解性问题：针对于课堂中的填空题、理解性问题等，教师采用发表观点，在短时间内快速获取每

位学生的看法，准确识别班级共性问题与存在的个性问题。

简答题、综合题：针对于课堂中的简答题、综合题等，教师可采用拍照上传、生生互评与学生投票

功能，快速聚焦到典型问题，进行针对性讲解。

②作业任务：关键知识突破

作业讲解：针对在课前发现的共性问题，教师可调用课前作业数据，对关键知识点进行讲解，为课

堂教学做更有效的铺垫。

分层推送：希沃易课堂提供开放的分层学习资源，支持学生课中自学、探究，帮助教师实现资源的

全员推送，助力学生参与课堂。

小组协作：希沃易课堂提供协作工具，支持多个学生实时共同完成同一份作品，优化小组协作效率。

③互动点评：精准讲解聚焦

师生借助师生传屏，实时共享教师终端、学生终端界面。希沃易课堂帮助师生更聚焦讲解内容，重

现学生的作答与操作过程，促进教学过程开展更精准的点评。

（3）课后：学生精准开展个性化学习

在课后，学生通过平板实现精准学习，如精准定位缺漏、精准自评诊断、精准固强补弱、精准反思

规划等，将希沃易课堂的数据价值外显体现于学生的“精准学”中。图 3-2-3 所示为课后精准教学

方案，主要有学习任务、错题本、学情分析、精准提升、收藏夹。

图 3-2-3 希沃易课堂课后精准教学方案

①学习任务：查缺补漏专练

教师将课中讲解的教学课件、知识胶囊，配套专项练习等任务推送至学生平板，学生根据资源进行

查缺补漏。在知识图谱的支持下，不同的学习水平的学生可收到不同难度的专项练习，希沃易课堂

帮助教师减轻培优补弱的工作负担，为学生提供临近发展区的提升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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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错题本：错因标注分析

希沃易课堂收录学生作业、测验中出现的错题，并实现学科分类。学生可对错题进行管理，并标记

错题原因，梳理常见错因。学生在考试前可集中复习，支持对已经掌握的错题按照 新掌握情况分

类，识别出错误率高题目，助力学生开展智能复习，精准练习巩固。

③学情分析：薄弱知识统计

学生可查看各学科的学习情况与薄弱知识点，协助更精准得开展自我评价与学习诊断，为下一步的

学习路径提供参考。

④精准提升：难点自学突破

希沃易课堂提供多种精准提升方案供学生个性化学习，如精品知识点微课、AI助教、学科自学工具等，

以适应不同学习水平、多种学习风格的学生。精品微课、知识小结、梯度习题进行相关联，帮助学

生自主学习时实现“五步突破”。AI 助教支持经典题型拆题讲解，逐步分解解题思路，为学生提

供“脚手架”。AI 练习册基于学生历史数据自动组题，以闯关式、情景式设计辅助学生智能复习，

调动学生复习积极性。

⑤收藏夹：知识笔记整理

学生可对教师下发的课件、学习知识梳理图等资源进行针对性整理，形成学习笔记或个性化收藏夹，

方便学生个人后续学习、复习。

3．精准教学应用案例

（1）精准教学应用背景

《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学习的特点，关

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但学生个人基因、文化环境、家庭背景等的不同，在智力

类型、学习风格和个体特征上有不同差异。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需关注学生的差异，认清每个学生

优势，开发其潜能，使每位学生在不同层次上都得到发展。

现阶段，受传统班级授课制的影响，教师教学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在教学上存在“粗犷”

的特点，主要为：• 教师无法精准了解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教师无法有效实施分层教学 • 课堂

教学中师生交互缺乏全面性与准确性 •学生学习难以准确聚焦到知识漏洞。

（2）应用场景描述

①课前：精品资源自主预习，学情轻松可掌握，以学定教

老师依托希沃易课堂推送课前预习资料给学生，并获得学生预习数据。根据学情数据，老师实现针

对性备课，彻底打破“盲区”备课状态，让教学有的放矢。目前希沃易课堂的精品资源已覆盖小初

高 40 个学科科目，建设 1800 万习题、微课、课件等资源，实现单元课时、章节知识点全覆盖，让

师生轻松获取优质实用的学习资料。预习过程中，学生使用希沃易课堂向老师提问。希沃易课堂专

门设计了一套评语表情包、趣味常用评语，以促进师生交流更亲近。易课堂充分利用了校本优质资

源，通过同步教辅电子化服务，为学校打造校本资源库，配套详细解答、逐步提示、解后反思、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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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学堂、举一反三，让学生的每个作业都有配套的解析讲解，帮助提高学习效率，图 3-2-4 为易课

堂的资源中心。

图 3-2-4 资源中心

希沃易课堂通过收集传统课堂中难以获取到的过程性与结果性数据，为教师教学提供支撑与参考，

通过数据呈现协助教师精准设定教学目标、精准设计学习活动、精准实施教学评价、精准引导学生

学习、精准开展个性教学等，将易课堂的数据价值外显体现于教师的“精准以学定教”中。

②课中：教师精准开展以教促学，分层教学

在课中，借助于希沃小蜜蜂的互动工具，课堂高效又生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参与，协助教师全面准

确地获取学生反馈，实现以教促学。希沃易课堂支持下的高质量课堂，学生是课堂真正的主角。老

师推送课堂活动给班上所有学生，如知识配对、分组竞争等课堂游戏，每个学生都可以参与，充分

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更好地带动班级学习氛围。

图 3-2-5 智能交互白板

针对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易课堂提供小组学习高效协同的学习方式，引入开放的学习资源，支持多

成员同步协作，激发学生思维碰撞，提升团队协作能力。



第三章    AIoT 企业教育智慧互联案例

82

图 3-2-6 平板协作学习

英语老师 关心的口语评测问题，易课堂提供语音识别、智能算法对学生朗读音频批改评分功能，

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纠正辅导。此外，学生可以使用发表观点、拍照上传、学生传屏等多种类

的学科工具，为学科教学带来更多便利。

图 3-2-7 英语口语评测

③课后：培优补弱精准教，巩固知识且提效，学生精准开展个性化学习

课后学生借助平板实现精准学习，如精准定位缺漏、精准自评诊断、精准固强补弱、精准反思规划

等，将希沃易课堂的数据价值外显体现于学生的“精准学”中。希沃易课堂的知识图谱将已掌握、

未掌握、薄弱点清晰展示，让老师快速判断班级群体阶段性的知识掌握情况，准确了解学生难疑点。

老师可全面掌握班级学情和个体学情，像考试数据、日常学习数据、多维度作业报告、周期性学情

分析、典型学生等，实现精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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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知识图谱

4．精准教学方案未来展望

基于希沃易课堂的精准教学在后续希望形成以下成果：

（1）可推广的精准教学模式。通过对精准教学在学科中的应用模式、应用策略、应用价值等的研究，

形成可在区域推广的精准教学模式，为中小学开展精准教学提供理论借鉴与思路指引。

（2）可实践的精准教学落地实施路径。通过总结在学校应用精准教学模式的经验与方法，以及对

精准教学的应用模式、应用策略、过程记录与评价及课例等内容进行积淀，促进精准教学实施流程

的推广，为中小学开展精准教学提供实践参考，形成可推广并落地实施的精准教学模式应用路径，

促进精准教学模式的有效实际应用。

（二）VR 陶瓷工坊智慧教育产品助力中小学综合实践教学

1．VR陶瓷工坊智慧教育产品发展理念

在智能互联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及物联网技术对各行各业都已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将人工智能

技术运用于教育领域，如何借助智能技术让学习者与优质教育资源产生更加深层次的学习互动，真

正从内而外地享受到优质教育，是教育行业面临的新挑战。而VR+教育为智能互联教育拓宽了边界，

提供了新思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传统陶瓷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难以理解的理论知识、工艺

流程在三维立体世界中得到直观呈现，学生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传统工艺的来龙去脉和的工艺

制作流程，为改善中小学陶瓷教学效果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实践路径。用虚拟现实技术辅助教学，

打破了时空条件的限制，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做中学”的学习环境。对于教师而言，原本繁琐的

操作转化为高效的三维数字创作，课堂教学的重难点由机械的手工操作变成了引导学生参与和创造，

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和创造者，从而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目的。

2．VR陶瓷工坊智慧教育产品介绍

《VR 陶瓷工坊》是由煦象自行开发的一门 VR 教育产品。这款产品是对传统制陶课程的创新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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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VR 技术还原制陶工艺，简化操作流程，让学生在 3D 空间中学习陶瓷知识、体验瓷器制作工艺

的练泥、拉坯、印坯、利坯、晒坯、刻花、施釉、烧窑、彩绘每个环节。课程在还原陶艺制作流程

的同时也具有高度开放性，学生可以适当发挥创意，制作个性化的陶艺作品。在制作完成后，连接

3D 打印机，可将 3D 模型打印成型，进行作品展出。该产品由 VR 陶瓷软件、VR 设备及陶瓷打印设

备等硬件、标准化课程、教学中控软件构成。

（1）VR 陶瓷软件

VR 陶瓷软件是一款能够在三维虚拟场景中进行制陶仿真操作的 VR 软件，旨在帮助学生熟悉和了解

制陶的基本过程，掌握制陶流程和重点要素。软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流程：拉坯、塑形、装饰、烧

坯、施釉等。软件开发遵循“教师易教，学生易学”的原则，充分考虑中小学的认知水平。界面友

好易于上手，关键环节配备语音、文字等提示信息。每个步骤通过任务分配的方式逐步进行，让学

生在轻松有趣的虚拟环境中完成学习和训练。此款软件目前有中、英双语版本，能够满足不同教学

语言的教学需要。

（2）硬件设施

该产品需要学校配备相应硬件设备，包含 VR设备（VR头盔、VR主机），陶瓷制作设备（3D打印机、

陶瓷干燥箱、烧成炉），智慧课堂硬件（教师主机、学生用平板电脑、大屏、路由器）。考虑到硬

件设备的成本问题，产品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基础上配备了不同价格区间的硬件供校方按需选择，以

陶瓷打印机为例，如果学校预算有限，可以选购 PLA3D 打印机，预算充足，则可以选购专业陶瓷打

印机，二者虽然在打印耗材和成品质量上有较大区别，但都能够满足基本教学需要。

图 3-2-9 桌面级陶瓷 3D 打印机

           

               图 3-2-10 桌面级烧成炉                                  图 3-2-11 桌面级陶瓷干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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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化课程

一款好的 VR 软件需要配备优质课程才能让教学效果事半功倍。煦象的教研团队精心开发了 VR 陶瓷

工坊专业课程，从备课、授课、展示与评价等各个环节对授课教师予以辅助和支持。课程配备完备

的教学材料，如教案、ppt 课件、讲师手册、软件功能操作说明书等。此外，提供针对授课老师的

专业培训，全面解决教师的技术操作、设备使用、课程讲授等一系列问题，为老师排忧解难，为正

常开展教学保驾护航。

万物互联时代,智能家居正逐渐成为消费者的新宠儿,请你大开脑洞,

设计一款智能陶瓷。

除了具有盛放物品的功能外,这款智能陶瓷必须具有智慧的新功能,

比如可交互,自动化、更环保、更便捷,且至少有一项新功能与这款

陶瓷所盛放的物品相关,举例:可以感知水温的水杯。

这款陶瓷可以造型独特,好玩有趣,功能强大,或是其他。

这款智能陶瓷不可以是水杯。

请使VR陶瓷软件进行造型设计,并将你的创意填写个人作品说明书。

注意借助VR软件帮助你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10-20分钟，注意控制时间。

任务

功能要求

特征

限制条件

任务提示

设计时间

图 3-2-12 教师授课资料：个人任务说明书

（4）教学中控系统

为辅助教学管理，保证教学效果，管控 VR 教学环节与其它教学环节的流畅衔接，煦象自研大象创

新教室中控管理系统。该系统目前主要具备的主要功能是管控 VR 设备的开启和暂停。保证学生在

教师的统一控制下进行 VR 体验和学习，在保证课堂秩序的同时方便教师对设备的统一管控。系统

功能在不断迭代更新中，未来将集成数据统计、智能推荐等个性化教学工具。

3．VR陶瓷工坊智慧教育产品实践案例

经过调研，陶艺课程是很多中小学校的特色课程之一，也是这些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色主题。

以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下简称为静教院附校）为例，该校打造的校本课程 trip课中，

《泥巴的艺术》就是一门典型的陶艺制作课程。煦象教研团队和静教院附校的陶艺课骨干教师进行

深入的交流，在原先陶艺课程的基础上加入VR设计制作的环节，并且对课程进行了重新编排和设计，

传统的陶瓷课程就“脱胎换骨”，不仅增加了诸多科技的元素，而且在创意设计上更加具有包容性，

引起了学生的吸引力，提升了学习者的悦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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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3 教研公开课

（1）教学内容设计

VR 陶艺课程并非是对传统陶艺课程的全盘替代，而是借鉴和参考传统陶艺课程设计思路，在原有

的课程设计框架中加入 VR 的元素，加入三维数字创作的基本思想，让 VR 制陶变成制陶技艺的有效

补充和拓展，为传统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为学校师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从二维的陶瓷制作到三维

沉浸式陶艺创作，传统技艺在 VR虚拟环境中增加了更多“智慧性”。1）制陶是一门高度依赖经验、

手法和基本功的技能，没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和学习基础，学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产出精细的作品。

将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在制陶工艺上，让学生摆脱了传统劳技课堂上繁琐、耗时、简单重复的机械劳

动，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为复杂、更由价值、更具智慧的学习任务中，例如陶瓷器型的设计、

功能创想和美学价值的升级等创造性探索和实践中，大大提升了教学效果。2）学生在 VR 软件中创

造的作品可以通过 3D 打印变成实物进行评比和展示，跟传统陶艺课的成果相比，VR 作品实物造型

更加优美，颜色更加多样，学生的学习成就感和收获感也更加突出。

（2）教学过程实施

该产品目前通过以下两种模式与学校展开合作：1）服务租赁模式。针对产品的各个模块，学校可

选择通过租赁方式进行使用，在合作期内，煦象提供进校服务支持，包括软硬件的租赁使用、讲师

授课服务、技术支持服务以及培训服务等。2）采购模式。学校独立采购相应设备、软件授权，授

课环节可由煦象专业讲师提供进校服务，也可由学校自行选派教师承担授课任务，煦象可对教师进

行课前培训，保证其胜任教学工作。

（3）教学产品应用保障

产品落地前期，先后在上海市及其周边的多所学校进行了打磨，结合实际教学需要对课程进行了重

新编排和设计。主要优化点包括：1)增加了两项依托虚拟现实工具开展的教学活动，其中《创意陶瓷》

教学活动为使用 VR 陶瓷软件体验龙泉青瓷的制作流程，设计了一款智能化陶瓷产品；2) 增加陶瓷

器型的介绍，为作品设计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3) 增加了智能家居的介绍，为作品设计提供主题，

起到引导学生创作方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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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化完成后就进入到产品的宣传推广阶段，我司借力于联想集团渠道优势，通过和三大运营商

合作等模式进行更大范围的产品演示和推广，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反馈，产品落地情况喜人。目前在

全国范围内落地 100 余所学校，均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

在产品落地过程中，我们通过访谈、调查问卷等方式对落地校师生进行回访，就产品的接受度、教

学效果等进行深入调研以期不断优化产品细节，提高产品复购率，切实改善教学质量。调研结果现

实，相比于传统陶艺课程，VR 陶艺创作课程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接受度，提高教学效果，强

化知识记忆和激发创造力等维度上有促进作用。绝大多数的落地校对产品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产品

的复购率将近 100%。

4．企业面向智能互联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展望

我们首先对产品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和反思；1）相较于传统课堂，VR 课堂的技术含量更高，对

教师的信息化素养要求也相应提高，授课教师的技术素养和技术操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课堂

的效果。在不少课堂上都出现了由于操作不当或不规范而造成的软硬件设备“罢工”，不同程度上

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学效果。2）不少 VR 课堂出现了前面几节课学生兴趣高涨，后续课程学

生状态疲软，兴致不高的现象，一方面是课程设计不够科学，没有充分遵循学生的认知过程，另一

方面部分课堂重 VR 体验，轻课堂互动，学生虽然在前期有充分的兴趣点，但是后续的学习过程中

没有得到足够的成就感，学习效果也大打折扣。

那么，如何在满足学生的新鲜感之外能持续增强学生的兴趣，如何能避免过于追求体验而忽略对知

识的汲取，这不仅仅是学校和家长的担忧，也是 VR 产品转型升级的根本问题。同时，该产品的教

学效果难以量化、教学数据难以收集、分析和评估，无法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资源等。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VR 教育将很难和中国的 K12 市场结合。此外，如何更好地让

VR 教育落地生根，需要 5G 网络为其提供土壤，需要 AI 为其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撑，需要和其

它技术互联，需要和现有的课堂教学完美融合，课程设计需要符合教学需求，需要真正帮助学生实

现学习效果的提升，才能共同打造 VR 教学生态的未来。

（三）锐捷云桌面助力大兴一中轻松教、快乐学

1．锐捷云桌面建设理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教学资源日益丰富。锐捷教育云桌面基于桌面虚拟化技术，将个人的桌

面软件环境与个人计算机的物理硬件相分离，便于管理员基于不同的使用场景和学校教学情况去定

制下属学校教师办公的操作系统和下发针对性的安全策略。同时，锐捷云桌面还专门为教师们量身

设计了教学办公软件，有效地提升了管理效率及备课质量。此外，优质资源分享避免了信息孤岛，

帮助教师和学生利用信息化技术获得全面提升的教学体验，实现教学资的源集中化，教学体验的智

能化。

2．智慧云学区功能服务介绍

通过部署云桌面产品，可以为学校带来如下服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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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集中统一教学环境规范

通过在云主机中定制操作系统模板并封装好教学必用的软件，统一为下属学校定制教学环境标准，

并且在必要时统一更新，加强城域网利用率。

（2）资产统计清晰

通过云管理可视化图形界面实现固定资产的清晰统计，随时了解下属学校教师机的使用情况的和师

机比。并进一步实现设备利用率和闲置率的信息收集。融合版主机管理页面可以同时对瘦终端和胖

终端进行数据统计。

（3）简化桌面管理

桌面 IT 管理不再需要点对点、面对面的、重复的手动维护工作即可实现终端的统一管理，从工具

上解放 IT 运维人员的双手，解放生产力，提高维护人机比，弱化因集中部署模式地域范围过大造

成额外配置运维人员的尴尬。融合版主机管理页面可以同时对瘦终端和胖终端进行镜像管理、远程

一键关机和一键还原。

（4）VDI 模式桌面漂移

使用瘦终端的用户可以在任意一台瘦终端登录自己的桌面，数据随桌面移动，实现校内不同办公场

景的办公连续性。同时，IDV 终端提供更好的本地用户体验，更强的本地运算能力，加强悦趣化的

教学体验，接近本地物理计算性能的极致用户体验。此外，IDV 终端低带宽要求，能够离线可用，

通过服务器制定的镜像在本地运行的方式，大幅降低网络带宽占用。教育局或管理机构和学校具备

城域网或者专线，即使带宽较窄也能实现所有教师机云管理的模式，不需要做重大网络升级或改造。

智能云终端内置计算处理单元，平时工作时不需要和云服务器实时交互，即使出现网络中断或服务

器宕机等重大故障，云终端的办公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5）管理平台支持分级分权

教育局（或其他部署了云主机的管理机构）为 高管理级别，可以对系统镜像，用户管理，终端管

理，云空间管理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下一步分级管理的设定。从而详细到每个学校，都有具体的管理

负责人，从而在大幅降低上层管理机构压力的同时，还能实现所有的集中统筹和规划，下属学校的

管理也不会角责不清，各自管理各自的学校，并且比传统模式更轻松。

（6）降低产品生命周期的整体运维成本（TCO）

管理员不需要修理硬件如电脑清灰、元器件维修等工作，硬件损坏厂家质保直接更换。教师操作系

统损坏中毒等严重问题，也可以在服务器上一键还原几秒钟实现环境恢复。这种情境下，不但降低

了管理员的工作压力，也减少了教师在系统宕机时浪费的时间，提升工作效率。此外，云终端低功

耗更节能，全固化设计无接插件，无风扇低噪音，低辐射。全固化的设计可以防接插件氧化，设备

寿命会比商用电脑更长，损坏率更低。无风扇超静音低发热设计让教师在绿色清新的环境中办公，

提升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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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实践案例介绍

（1）案例背景

2018年7月，《北京市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指出了坚持深度融合，通过应用带动环境营造、

支撑核心业务，强化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教学改革的服务与支撑。并提出了建设以工作全面协同、业

务云端全时运行等基本要求的新型“互联网 + 教育”管理平台。而云桌面正是支撑新型管理平台的

基石，也为后续体系重构、机制创新、观念更新开了一个好头。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是一所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大兴区龙头学校，一直秉承“和合一中，大德育

人”的办学宗旨，培养着知行合一，阳光大气的新时代学子。作为北京市首批示范性高中，大兴一

中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同样起着显著的表率作用。大兴一中信息中心共有教师9人，平均年龄 44岁。

除了完成平时的信息技术授课工作，还要应对全校的信息化工作，服务于 350名教职工，任务繁琐，

应接不暇。在应用云桌面之前，教职工们很多人都是携带笔记本电脑上班，因为办公室过于拥挤，

且台式计算机数量有限。这种情况下，教师的计算机一旦出现故障，需要重装系统、安装各类驱动

和软件，无论是使用者还是运维人员，都需要占用较长时间，严重影响了教学效率。

（2）实践过程

2017 年 5 月，全球爆发大规模勒索病毒感染事件，需要给所有教师计算机紧急打补丁，修复“永

恒之蓝”系统漏洞。这在往常是个艰巨的任务，但使用云桌面就变得轻松多了，因为管理员只需要

更新一个模板，然后推送给教师们就完成了。同样，学生机房的日常管理也提升了效率，硬件连接

简化，软件定制容易，即便在课间十分钟里也可以给所有学生机安装好新软件。此外，学生机房满

足了多场景应用的实际需求：信息技术老师上课切换到课程模板；校本老师上课切换专用软件模板、

英语听力练习切换到科大讯飞训练模板、调查问卷也实现了电子化专用模板。在锐捷云桌面的助力

下，学校真正迈向了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为教学创新实践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实践效果

目前，大兴一中的云桌面已是云桌面班班用、人人用、时时用的状态。同时，系统管理员仍会研究

创新方法，将管理后台地址映射到外网域名，就算是周末或者夜间教师们的计算机出现故障，也能

随时修复。例如，今年寒假抗击疫情期间，有位教师需要在云桌面上办公，但是身在外地无法返回，

系统管理员便部署好第三方远程工具 anydesk，实现远程办公。

在使用锐捷云桌面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养成了很多良好的习惯。比如，班级电脑都会装好云桌面

客户端，这样教师们可以不用携带优盘，直接在班级电脑上就能打开刚刚在办公室编辑好的幻灯片，

不用再担心公式不显示或是幻灯片没有声音等问题。同时，新教师入职和新学期调换工位也变得异

常轻松，再也不需要搬着计算机楼上楼下跑，只需要记住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另外，在信息技术课

堂上，学生们会实名登录自己的账户，并通过虚拟金币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与自信心，持续激发

了学习者的参与意愿。

4．未来展望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而云桌面又是教育信息化的内生变量，以小小的支点撬

动地球，为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带来持续的源动力。在这场教育变革中，无论使用者还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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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者，其 终目的是使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发挥全球引领作用，为国际教育信

息化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这条奋进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追梦人！

（四）腾讯和平智联校园串联教学与数据

1．智能互联相关教育产品与服务发展理念

和平智联校园项目以建设数据中心平台为基础，通过伴随式数据采集，将教育数据统一归集至和平

教育数据中心；以建设物联控制平台为核心，打造校内生活及学习场景的智能环境，在实现多终端、

多系统一卡通的前提下，通过物联数据中心归集物联设备数据，并归集至数据中心，实现育人管理、

教学管理、教育评价、行政管理、安全管理、生活服务、基础信息管理、云存储服务等功能。

2．特色系统、平台、产品或服务的介绍

本方案融合“互联网 +”思维，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设统一的、标准化

的数据共享、交换、存储、挖掘中心，拓宽区域内各中小学校园的时空，改变学校、老师、学生、

家长和校园资源交互的方式，为区域内各中小学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现代育人环境，构建智慧教

育生态圈。

和平智联校园产品架构由基础平台（和平教育数据中心、和平物联数据中心）、和平教育开放平台、

校园软件应用（教学互动系统、漂流书柜管理系统、食堂支付管理系统、在线缴费应用、和平教育

云小程序）和硬件（漂流书柜、教学互动卡、智能设备集中控制系统）构成。

和平智联校园的产品整体产品架构设计如下：

图 3-2-14 和平智联校园的产品整体产品架构

整体的产品设计包括四个层次：用户连接层、应用层、能力层和数据层。

（1）用户连接层

其中用户连接层承担着系统、物与人之间数据连接的重要作用。主要连接工具为教学互动卡（支持

答题、书柜借阅、支付功能），学生可使用一张教学互动卡完成多场景数据采集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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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连接层设计有和平教育开放平台，提供统一身份认证、应用管理、提供接入服务标准等功能。

和平教育开放平台提供应用入口，文章展示等，管理者、教职工等可通过统一登录和身份识别，登

录和平教育开放平台，访问所有权限范围内的应用，包括第三方应用。

（2）应用层

应用层提供 web 服务和移动服务，web 服务包括包括：教学互动系统、漂流书柜管理系统、支付管

理系统等产品；移动端以和平教育云小程序为载体，提供卡务管理、和平云图、教师助手（课堂互

动系统小程序）等产品。产品涉及场景覆盖课堂、阅读、校园生活等场景。

本期方案也设计了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智能设备集中控制中心。通过铺设智能感知硬件、搭建智

能感知环境，实现硬件控制，建设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智能设备集中控制中心。

（3）能力层

和平教育物联中心提供物联数据对接、处理的能力，可根据需求对接、管理物联设备，并可根据需

求将数据同步至和平教育数据中心。

（4）数据层

方案中的软件应用产品及物联网数据，均可按需求同步至和平教育数据中心，完成基础数据交换、

处理、存储。硬件数据按需求与和平物联数据中心对接。

3．智能互联教育产品典型实践案例介绍

天津和平区智联校园，采用了统一的底层数据平台，以腾讯的智慧校园产品为核心，基于微信平台，

实现了信息技术与现实情境的融合。以往，不同厂商间的产品无法实现数据的互通，现在，底层数

据平台有效解决了数据孤岛的难题，学校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厂商和产品，既满足了区域建

设的共性需求，又为学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备选项，保障了数据利用效率的 大化。

（1）助力学生个性成长

任何教育的改变、革新， 终离不开学生主体。把学生成长与发展的需求摆在第一位，才是教育的

内涵与初心。目前，和平智慧校园的使用者已达 6 万余人。庞大的基数，给予了信息化发挥作用的

空间。

2016 年，当许多人对“选课走班”尚感陌生时，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已经启动校本素质拓展

课程的“走班”。副校长马宏介绍，学校动员所有教师，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根据个人兴趣建立

起 70 多门素质拓展课程，教材、学案、内容、进度一应俱全。然而，怎么让 2200 多个学生了解所

有课程、尽可能选到自己喜爱的课程，成了让马宏头疼的问题，他把诉求和难点向腾讯智慧校园平

台的负责部门反映。经过沟通，他们锁定了平台内“核心素养”板块，将其作为改造载体。此后一

个月，无数次交流、修改、破冰，度过了一段马宏口中“咬着牙推进”的日子。待到线上选课那一天，

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平台数据，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12 秒、15 秒、18 秒、1 分 02 秒……一个

个圆圈的出现，意味着课程被“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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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5 课程报名

（2）一卡通实现万物串联

在智联校园项目的底层，是用来采集智能设备的物联中心。由于在智联校园的开放平台中采用了微

信扫码认证功能，学生或者老师可以从统一的入口进入，并进行浏览资源、完成作业、师生互动等

不同系统的平滑切换。

本学期，和平区将给学生下发校园卡，使用校园卡，可以实现家长远端支付。例如学生去食堂买饭，

家长端可以微信免密支付，其他社会实践、校服之类的费用，也可以利用校园卡线上支付的系统来

实现，后台会同步统计缴费情况，全校性的缴费流程，在一到两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

在借书的场景中，校园卡也能得到广泛的应用。学生把自己的校园卡贴在漂流书柜的门上，书柜就

能自动识别校园卡身份，并记录借书信息，归还的时候，学生只需要把书放回去，图书管理系统中

便能自动同步借书状态。

“其实在学校里，图书管理的痛点，并不是怕书丢掉。”卢冬梅说，“ 怕的是学生不爱看学校买

的书。我们很想知道孩子们到底对什么样的书感兴趣，如何引导学生们更广泛的阅读，就需要一个

数据采集的动作。”

和平区采用了信息化手段来解决图书数据采集的问题，利用书柜的自动记录功能，学校可以掌握学

生对哪些书感兴趣，从而进一步地筛选资源提供给学生。而基于这些基础的功能，学校可以在此之

上做读书交流活动、办书友会，整个学校的文化也因为一个小小的数据分析动作变得丰富、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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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小小的校园卡，连接起了多个学校场景，但与教学过程联系更紧密的功能，是上课互动功能。

老师需要的是基于证据的过程性评估的教学，需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每一个节点上，了解学生的

掌握情况，以改进教学过程。重点知识点的现场数据分析反馈，与课堂数据挖掘的长期跟踪，是教

学数据两个 重要的作用。

在上课时候，学生可以用校园卡抢答题目，将正确答案输入答题器，老师端就能清楚地看到学生的

答题情况。如果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题目有疑问，按下答题器的问号键，老师就能随时进行解答。

如果校园卡是从学生的立场出发，那么教学助手则是为老师提供了便利。老师在上课时，可以用手

机作为遥控器操纵教学屏幕，在班级里随时走近与孩子们互动，而不用被绑定在屏幕前。在 新的

教学平台中，老师日常教学的 PPT 和声音，以及学生们做的标记都可以被储存。而教学资源的储存

也在技术上实现了突破，在秒级内就可以做到存储，并且进行回放，在云上资源占有量极少。

做到了教学数据与教学过程的串联，和平区未来教育信息化的下个战略将建立一站式的学习平台，

从关注教育相对外围的概念和业务，逐渐向课堂教学和人的思维活动来进行深化， 后提供一个系

统平台，一体化地完成教与学、数据采集分析等过程。

（3）效果与评价

天津市第十九中学信息化中心主任表示，作为和平区智慧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学校承接了整个智慧

校园项目。接入之初，学校综合考虑几方面需求：一是要使用 简便的数据记录方法，采集学生所

有校内外活动数据，尽可能不给老师、家长和学生增添负担；二是原始数据要方便后期统计使用，

且真实记录学生成长。

让老师颇觉受惠的是，腾讯智慧校园平台以微信端作为依托，大大降低了与家长的沟通成本。家长

进入智慧校园平台，只要拿起手机扫描、拍摄，就能够自动提交，“跟发一条朋友圈一样简单”。

使用便捷，真正做到为教师和家长“减负”。

和平区信息中心卢主任把推广智慧校园信息化的过程形容为“跟着痛点走”。哪里有困惑，就聚焦

哪里攻坚克难。学校针对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试点校的经验中各取所需。卢主任表示，学校在开

通智慧校园之后，除了第一个步骤完全一样，其他所有的步骤都不一样，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互联网

用户思维。

4．企业面向智能互联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展望

腾讯教育 新推出了“腾讯教育智脑”， 基于全域全局的开放生态，以腾讯智慧校园、教学平台、

资源平台、教育智脑、AI人才培养五方面的产品为基础，联合教育行业企业，共同汇聚教学、学习、

教研、评价、管理、服务、辅导等多场景的应用，面向学生、教师、家长、学校管理人员、教育管

理者、教育机构人员提供教育教学全流程服务。

目前教育智脑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用教育大数据的处理方式，将环境数据和教学数据

融合起来，分析学习成绩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阶段，我们要把“智脑”的发育当成一个人脑发育

的过程，解决各个信息化系统的指导问题，要“告诉”系统，解决使用者出现的个性化的问题，而

不是单单在自身的系统里，形成一个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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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互联教育的智慧管理案例

这里的智慧管理主要指的学校的智能管理，指的是构建覆盖全校工作流程的、协同的管理信息体系，

通过管理信息的同步与共享，畅通学校的信息流，实现管理的科学化、自动化、精细化，突出以人

为本的理念，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如智慧校园、智慧学校等。智慧校园是以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为核心技术，提供一种环境全面感知、智慧型、数据化、网络化、协作

型一体化的教学、科研、管理和生活服务，且能对教育教学、教育管理进行洞察和预测的智慧学习

环境。智慧校园系统能够对学校师生的日常数据进行采集、处理、挖掘和智慧分析，为教育用户提

供高效、快捷和精准的教学和管理服务，优化教育资源服务，加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深度融合的

应用服务，实现校园安全、教、学、管和生活一体化、智慧化的发展目标。以下是企业打造的四个

智慧学校与智慧校园案例。

（一）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融合教、学、研、管

1．AI 智慧学校的建设理念

醍摩豆AI智慧学校的建设由“多元智慧教室+AI智慧教研中心+平台数据决策”三大关键部分组成，

充分运用 AI 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服务，形成系统性、大规模、常态化，让智慧科技能有效促进

教与学质量和效能的现代化智慧学校。企业认为发展成功的智慧教育，关键在于支持系统、学习理

念与教师专业发展等三大支柱。他们在全球各地协助建置醍摩豆智慧教室、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

乃至智慧学区，致力于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愿景。醍摩豆AI智慧学校其实是融合了教、学、研、

管四个方面（见下图），借助 AI 技术将各层级打通，实现教学研的互联互通。

图 3-3-1 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架构图

2．AI 智慧学校介绍

AI智慧学校由AI教研中心智能终端、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HiTA智慧助教 App、IRS即时反馈系统、

HiLearning 电子书包学习系统和 A Class ONE 智慧学伴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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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醍摩豆产品服务关系图

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是基于 HiTeach 智慧教学系统而成的智慧教室，也是 AI 智慧学

校的基础组成单位。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从课堂中的“教”与“学”出发，完美整合课

堂中所需的各项软件、硬件以及云端、AI 人工智慧、大数据等各项服务，无须繁复的操作，就能

帮助老师和学生，翻转传统教学现场。“TEAM”代表教学、评量、诊断、补救，贯穿教学前、中、

后的学习历程，关注每位孩子学习。通过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可以更容易实现以学生为

中心、合作学习、TBL、PBL、一对一教学等现代教育理念。

醍摩豆 AI 智慧教研中心（智慧型议课厅），是自动化采收与分析 AI 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型教室，是

结合专家智慧和机器智慧的教师专业发展练功房，整合醍摩豆智慧教室系统、智能主机、苏格拉底

议课 APP 和 AI 人工智能苏格拉底服务等四种功能，同步采收专家智慧（议课 APP）和教学行为数

据特征（智慧教室），自动生成苏格拉底影片和专家议课报表，协助教研团队更科学、更高效地进

行议课与教研活动。醍摩豆 AI 教研中心 /议课厅场景图如下：

图 3-3-3 醍摩豆 AI 教研中心 /议课厅场景图

醍摩豆云平台提供多项服务，运用大数据资料采集、AI人工智慧分析、IoT智慧管理让学校、老师、

学生都能得到需要的资料及服务，通过新时代技术应用帮助学校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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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ES 智慧教学服务：智慧课堂的云和端，整合课前、课中、课后教学资源

IES（Instructional Expert System）是醍摩豆高度整合云和端技术与资源的运作平台，老师利用

IES 智慧教学服务即可统整智慧教室教学各阶段所需的教学资源，包含学生名单、教学教材、题库、

校本课纲、课堂笔记、评量成绩、课堂影片等，并可根据学生的课堂互动数据，产出学习历程、成

绩与诊断分析报告。

（2）AI 苏格拉底服务：科学分析教与学，精准研讨课堂教学

通过人工智能采收课堂交互与教法应用的相关数据，结合观课专家及老师意见，自动生成专业的教

学分析报告，提供议课讨论与课堂反思更加聚焦的参考，通过 AI 技术辅助教师专业成长。

（3）教与学大数据管理服务：教师专业成长的整体数据报告

在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中，AI 苏格拉底系统就相当于老师的专属个人教练，能透过 AI 分析课堂教

学的科技使用情况，作为个人专业成长的参考。而教与学大数据管理服务的仪表板，则让学校团队

能一览全校教师的科技使用情况，并根据时间、学年、学科等向度分别呈现图表，作为教学研究团

队规划教师专业成长计划的重要参考依据。

（4）醍摩豆智慧学校大数据管理服务：结合 IoT 技术，精确管理校内资源

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透过物联网（IoT）技术，提供绝佳的智慧校园治理工具。学校团队能透过醍摩

豆智慧学校大数据仪表板，了解智慧教室的即时使用状态、妥善率与历史统计数据，便于行政团队

管理；除此之外，仪表板还能显示学校中的线下课堂教学活动状态、线上学习活动状态、以及教学

资源的产出数量，作为评估智慧学校发展的依据。

3．典型实践案例介绍：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小学智慧学校建设

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小学是一所隶属于成都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的直属公办小学，也是一所

区政府重点打造的教育信息化试点学校。学校 2015 年 9 月正式行课，建校之初，醍摩豆智慧教学

系统就伴随覆盖了学校所有班级、学科。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紫藤开启以学生、教师、家长为图谱

建立数据画像，从多个维度的数据记录学生、教师、家长的成长和发展，使得评价机制更科学、更

全面。

（1）常态化的智慧课堂——TBL 智慧教室

智慧教育是教育的一场重要变革，它打破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垒，将传统的主科副科融合到一起，

音智体美劳在各科课堂中都能得到体现与提升，在紫藤小学的TBL智慧教室中，利用团队合作学习，

结合科技工具，让学生通过沟通、合作、讨论、分享，以教师中心转化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

翻转传统课堂。老师端：使用 HiTA 智慧助教 App 扫描登录 HiTeach TBL，进行课堂教学及交互；

学生端：上课时，人手一支 IRS 即时反馈系统器学习及反馈，并且分组使用 HiLearning App 做团

队合作。通过 IRS 即时反馈系统的分析，学生在课堂中不但能够即时回应反馈，更能通过小组交流

讨论过后，利用平板回答，从小组关注到个人，老师能有更全面的掌握。

下图 4 是紫藤小学音乐组的曹曼老师和三年级 4 班的孩子们一起奏响了音乐的 美乐章，带来了一

节精彩的四川地方性智慧音乐欣赏课《熊猫卡通圆舞曲》。优雅自然的教态、动听亲切的声音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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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浸润着每一个孩子的心，带着他们走入音乐艺术殿堂。轻盈舒适的乐曲导入，让学生初步感受到

了乐曲欢快活泼的情绪，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激发并引导着学生的各个感官去感受乐曲，从心中去感

受音乐之美。在课堂中，曹老师巧妙的运用了 hiteach 技术：抢权、即问即答、平板推送等，引导

了孩子们主动思考、积极互动、合作创编，让技术和音乐的有机巧妙结合，变革了音乐课教学模式。

图 3-3-4 智慧课堂展示

（2）创新教研模式——AI 教研中心 /议课厅

在过去，要养成一个好老师，可能需要 10年、甚至 20年，因为数据及教学方法无法有效率地累积。

紫藤小学建校仅五年，一校两区，每年教师学生成倍增长，各年级班级数量较多，一年级多达15个班，

教龄三年以下的教师占 45%，团队充满活力，但经验不足。如何发挥现有的成熟教师作用，增强备

课组研讨实效，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成为学校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教研，多为个别专家点评或少数教师发言，其他教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紫藤小学的智慧

教研则模拟智慧课堂 TBL小组合作形式，采用异质分组（根据教师所教年级或教师个人特质分组），

针对教研主题，分组进行课堂观察记录。课后研讨时，利用 IRS 反馈器、小组计分板等技术手段引

导小组合作分工，结合苏格拉底报表、影片，对其中一个教学板块进行“切片”式评课，并及时生

成“智慧标签”，从 TPC（技术、教法、教材）三个维度在全组交流。每个小组成员都有相应任务，

或点评问题，或提出建议，或标注记录，或反馈汇报，全员参与，智慧碰撞。

教研课后，苏格拉底分析系统会及时生成“教学行为数据分析报告”。科技工具使用种类、频率、

时间分布以及教法运用情况，学生参与互动频次都在报表中量化呈现。执教者可根据报表数据，结

合课前预设、课中生成进行课后反思。评课教师可选择板块，在“打点”处点击播放相应视频，针

对教学环节中的亮点或问题回看教学视频，评课议课，并记录评课意见建议。可视、量化，这些在

传统教研中无法实现的问题得以解决，数据化分析为教研注入活水源泉，让教研更有针对性，更具

实效。

教研活动记录，除了记录教研活动过程和专家教师点评发言，还应作为任课教师教学策略调整，记

录听评课教师专业成长轨迹的依据。但往往这样的记录是零散的，活动结束后便作为资料存档，无

人翻看。智慧教研的评课记录，以“智慧标签”的形式与课堂录像、数据分析报表同时保存并永久共享。

专家的精彩点评，同伴的互助建议，教师的课后反思，在“新颖、适度、建议”等不同颜色的标签中，

点击及现，该环节的影片资料也“点对点”地播放。这样的评课交流记录方式，犹如对课堂教学行

为进行全面诊断的同时针对问题“切片针灸”，再开具“药方”，并且可以随时补充不断更新。

常规的校本课例教研，一堂课后，执教老师和听评课教师都有收获，但受益范围和延续时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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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课例典藏”的方式将教研课例和评课记录保存共享，教研组可根据研讨主题调取多节课例，在

开展“同课异构”或“同课同构”研讨时，提炼教学模式，复制推广典型模式。如：一位教师的课

堂作业讲评模式为本课亮点，在评课研讨后，形成“切片”影片进行推广，在影片库中搜索“作业

讲评”，就能找到类似课例，为教学建模和教师培训提供素材。又如：相同课文的教学，不同班级

教师在各自教室录课上传，备课组进行课例研讨时，就可以将全部班级本节课的影片调出，针对其

中一个或几个环节进行评议，进而优化调整教学策略。通过对比调整优化后，经典课例作为校本典

藏，又为下一年级教师备课提供优质参考资源。如此，一节课实现了 大化的研讨价值，让教师的

专业成长有法可循，有迹可寻。

图 3-3-5 教师通过平台开展教研议课

图 3-3-6 教师成长周期示意图

（3）智慧管理——平台数据决策：评价可量化，管理可视化

在紫藤小学，每一间智慧教室端与云平台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教”与“学”信息汇流系统，教师

的课件、教室端教学过程产出的电子笔记、学生实时互动反馈产生的学习历程、课堂评价产生的诊

断报告、以及课堂上所录下的补救视频等数字资料，都会自动传输到学校的 IES 平台，成为庞大的

数据库（Big Data）。迄今，在紫藤小学的云平台上已采收超过 17000 节以上课堂数据，典藏超过

400 节优秀课例学校内部公开。校长每天可打开电脑登入学校云平台查看当天学校采收的数据，了

解当天课堂状态、教研效果、生成的各项管理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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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7 学校教与学大数据管理平台展示

4．发展展望

醍摩豆以“发挥科技在教学上的积极贡献”、“传播有效能的教学模式与策略”、“创造教育的无

限可能”三大教育科技愿景为长远的发展方针。发展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的完整解决方案，包括教

室端智慧教学系统、学生终端智慧学习服务、云端分析管理平台服务，以及能有效促进教师教与学

生学的行为分析系统等。

图 3-3-8 醍摩豆愿景图

（二）上海易教：因材施教的全场景智慧校园系统

1．全场景智慧校园系统与服务发展理念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大数据、网络、虚拟化计算为代表形成了智能互联教育的三大推进力。

全场景智慧校园系统正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对学校教学、教研、资源建设和校园管

理进行智能化的数据收集、建模、分析，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的服务，覆盖完整链条的教育生态体

系，为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等多元主体提供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教学、学习的

智能化服务环境。同时，以学习者的“需求”为核心，通过自适应学习模式、精准辅导、智能批改、

智能人机对话等方式形成因材施教的全新教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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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场景智慧校园系统的介绍

全场景智慧校园系统总体技术架构主要由用户层、业务应用层、管理层、和基础架构层四层组成。

其中业务应用层可以 SaaS 模式提供服务，管理层可以 PaaS 模式提供服务，基础架构层可以 IaaS

模式提供服务。基础架构层根据设备分类，又可以细分为数据层、基础设施层、网络层和感知层（数

据采集终端）。

图 3-3-9 全场景智慧校园功能架构

（1）全场景在线教学平台

全场景在线教学平台基于混合云计算技术，支持备、授、测、评、辅、管全链条的在线教学模式，

支撑学校组织教师在学校或在家里利用平台进行正常的备课、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布置课后作

业、练习、检测并进行相应批阅辅导，运用直播课堂为学生进行在线授课。学生可以在家中通过电

脑或平板完成课前预习、课中双向互动学习、课后网络作业及作业辅导，疫情（假期）期间做到停

课不停学，停学不停教，保障教学质量和效果。主要有：导学预习系统、智慧课堂系统、作业管理

系统、智能阅卷系统、AI 精准教学系统和直播课堂系统。

①导学预习系统

导学预习系统实现了课前多媒体微课程导学功能。学生利用寒暑假或空余时间，通过导学预习系统

“提前学”，老师推送各种形式网络课程及配套资源和测试题目，通过平台检查每个学生的预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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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课。该系统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了一种“先学后教”的高效教学模式，可以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②智慧课堂系统

智慧课堂系统基于物联网技术，以智慧课堂云终端为中心无缝连接教师大屏、无线路由器、Pad、

教室照明灯、空调等设备，实现老师与学生双向实时“一对多”全员互动教学，多屏分组合作学习，

实现课堂教学数据自动采集、教室环境智能感知、智能录播、课堂评价、移动授课等功能。该系统

有效地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效率，全面提升学生的教学互动参与率。

③作业管理系统

作业管理系统主要解决了学生作业“一对一”个性化辅导问题，当学生做作业遇到不会做的习题时，

可通过 PAD或电脑直接观看老师录制的习题讲解微视频。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作业讲解率。比如，

当老师讲解作业时，可根据平台自动生成的每道习题观看人数或加入错题集人数的统计报告，有针

对性的讲解习题；尤其是针对初三或高三的日常试卷讲解，可有针对性地解决讲解试卷时“一人不

会，全班拖累”的问题。

④智能阅卷系统

智能阅卷系统是一套服务于基础教育阶段，对学校日常作业和考试数据进行识别、采集、分析的教

育智能系统，产品采用图像模式识别、云计算技术、大数据分析，结合先进的 IPH 适应性教学模型

来提升精益学校管理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与移动化。利用网上阅卷系统科学、全面及准确的

数据分析功能，为教育局及下属学校进行教学诊断和针对性教学提供科学依据，并达到全面把握教

学质量与教学水平的目标。

⑤ AI 精准教学系统

AI 精准教学系统让教师全方面的了解班级学生的阶段性学情状况，根据学生整体知识点、解题方

法等维度的掌握情况，提供“错题重做”、“加强训练”和“个性化训练”三种精准推题模式。学

生既可以查看关于考试的分析报告，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预定个性化分析报告，针对自己学习

中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让优等生提优，学困生补差。

⑥直播课堂系统

直播课堂系统无需额外安装任何插件，学生通过智能学习终端 APP 或电脑浏览器即可观看学校开设

的直播课程。在直播过程中不改变传统授课模式，教师可板书，可用多媒体共享课件。学生可进行

类似在线论坛的即时互动，同时可以针对不同的内容进行提问、评论。该系统既可以解决疫情及假

期时段学校开课的需求，也可以满足日常教学中的远程教研评课需求。

（2）智慧管理平台

①校务管理系统

校务管理系统包括：通知公告、会议管理、电教报修、用车登记、资料印制、工资管理、日程安排、

问卷调查、校产管理、专用教室管理等管理功能。



第三章    AIoT 企业教育智慧互联案例

102

②教务管理系统

教务管理系统包括：人员管理、智能课表、智能排课、师生考勤、课时管理、考试管理等功能，全

面提升学校教学管理效率。

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可以由班主任、任课教师、年级组长、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学校领导、学

生、家长等共同参与评价，涉及学生的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

审美与表现等六大方面，全面记录学生的在校表现。评价的指标体系支持学校自由设定。

④教师成长档案系统

教师成长档案系统可以收集教师专业学习成就和进步材料，真实反映教师专业成长历程，全方位记

录和展示教师在师德、教育教学、教育科研、继续教育等方面的真实材料。

（3）资源管理平台

资源管理平台提供丰富的名师教学资源和完善的资源管理系统，为教师备课提供完备的素材资源，

帮助学校建立适合自身教学模型的校本资源体系。形成全面覆盖学校学段且能够有效支撑优质资源

“班班通”的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平台。 通过采集和分析用户业务数据和行为数据，呈现统计报表

和指标趋势图，为教育机构管理者和教育运营工作者提供及时、准确、科学的辅助和依据。

（4）物联感知平台

物联感知平台，如校园物联网覆盖让学校所有设备上网并实现数据自动采集，通过建模为学校教学

和管理提供智能化管理。无线传感器网络支持校园智能感知，轻松实现平安校园和绿色校园。可以

说，物联感知平台解决了传统无线覆盖技术无法满足教室高密度、高并发的教学应用需求，彻底解

决教室 WiFi 掉线问题。

3．智慧校园典型实践案例介绍

（1）智慧校园系统功能

智慧校园系统代替原来一对一互动提问的传统方式，实现一对多即时互动，可以大大改善课堂教学

效率，提升教师课堂反馈的效率。具体包括三大功能：助力学校教学转型、帮助学生自主学习以及

有效提升学习成绩。

①助力学校教学转型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花 80%时间用于讲授基础知识，解决“是什么”的问题，20%时间讲“为

什么、怎么样”。应用了课堂行为数据采集与分析，通过实时的课堂互动，教师可以准确地了解学

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可以用 20% 时间讲“是什么”，80% 时间讲“为什么、怎么样”，大大提高了

学生课堂学习知识的效率。同时，通过与移动客户端结合，满足了各种场景的应用，充分利用了各

种碎片时间，节约了大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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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通过智慧校园系统的长期使用，积累大量课堂教学数据，进而形成校本教学资源池。通过对学生互

动过程，学习行为的分析让教师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优点与缺点，让学生自己可以认清自己的潜力

和不足针对性的去学习，家长也可即时了解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加强家校互动力度，家长深入参

与到孩子的成长与教育过程中去。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深度分析，可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有利

于提升学校教育水平，促进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③有效提升学习成绩

智慧校园系统建成后，可给学校提供培养学生高效学习习惯的有力的信息化工具。作业管理系统可

针对性地解决学生作业“一对一”个性化辅导问题，解决讲卷时“一人不会，全班拖累”的问题。

智慧课堂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一对多即时互动，大大提升师生课堂互动反馈的效率。尤其提高

做卷讲卷的效率，并且利用系统提供学生可以反复学习的工具和平台，将给学生成绩的提升带来帮

助。同时师生的信息化素养也可以伴随着不断提高，学校对于教育信息化的管理水平也能够不断提

高。显然，该系统具有易用、实用、可常态化使用的特点，能够减轻教师工作量，起到提高学生学

习成绩的作用。

（2）阜阳市成效中学应用案例

阜阳市成效中学自 2018 年开始全面实施智慧校园建设，重点推广全场景智慧教学，将传统智慧校

园中基于电脑实现的功能移植到手机和 Pad 等智能终端设备上，应用在教学、管理及家校互动等场

景。教师巧妙地把课本知识与先进的课堂教学技术融合，利用前置学习微课、互动讨论小组合作学

习以及互评、测试反馈等方式开展个性化教学活动，体现了“智慧课堂”的高效和智慧。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为确保停课不停教、关校不关学，各地学校纷纷试水远程在线教学模式。成效

中学直接启用了全场景在线教学平台开展远程直播授课，实现教师在家里教、学生在家学。

①教师可推送各种形式的预习内容

教师通过平台一键推送预习课件，学生在家通过电脑、平板等智能终端进行预习及测验，平台自动

统计学生学习时长及测验结果，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学习成果的监控。教师在上课前完成学生预

习情况的检查，实现课堂的精准教学。

图 3-3-10 平台资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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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教师推送测验题目及学生预习效果可记录 

配合在线教学平台一键上传，可以将录制好的作业辅导推送给学生。这样学生就可以使用移动终

端在家里观看自己教师讲解的作业辅导，解决了学生在家时间段的辅导问题，同时也减轻了教师

的负担。

图 3-3-11 真题推送

③预习过程全程监控、预习行为实时记录

该系统能够实现师生双向、快速及时反馈，具备一键式提问功能，并生产数据报告分析。同时，软

件功能使用要简单易懂，功能上需实现传统教学中纸质书本、WORD、PPT 等不同内容的互动。

图 3-3-12 预习监控

④测验题目可分析、预习结果有保障、直播课堂教学有重点 

系统可以针对每个学生自动保存错题，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自动给出相似题目，提供针对性训练。

教师根据系统的数据，对于每个学生知识掌握情况有足够的了解，进而针对性地教学，该系统也可

以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孩子学习动态。

图 3-3-13 学生答案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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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教师端家庭环境下的直播课堂 +互动模式

教师在家利用电脑自带摄像头拍摄教师画面，并提供桌面共享形式进行教学互动。通过直播课堂直

播授课，学生通过电脑网络直播页面、直播课堂 APP 端等多终端环境听课并与教师实时互动。学生

在上课遇到疑问时，可以在互动交流区和老师进行文字交流。同时，教师还可以开放学生提问、举

手的权限，针对提问、举手的这些同学，选择性打开学生的麦克风、视频，和学生实时互动，快速

解决学生疑问。

图 3-3-14 直播课堂

4．企业面向智能互联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展望

未来企业将全面推进产品研发及技术升级创新，全面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1）全场景应用的普及化

从基于 web 和 pad 的产品线逐步全面转向基于 Pad 和手机产品线，降低用户智能终端的使用门槛，

将原来局域网运行方式全面转换为移动互联网的云端运行方式，提升产品的易用性和适用性，引领

移动时代的新型学习方式。

（2）全场景学习数据的智能互联

全场景的教学模式，就是要完整融合学生学习的全部学习场景，从课前的线上线下预习，再到课中

的线上线下课堂互动，再到课后的线上为主的作业练习、自学复习环节。目前基本实现了学生在线

主动提交学习数据的收集分析，后续需要考虑进一步实现学生学习期间学习状态等被动数据的收集

研究，真正做到全场景学习数据的智能互联。

（3）精准教学的算法优化

精准教学就是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所开展的因材施教。目前已经实现了考试数据的分析驱动精准辅

导；后续要进一步加大针对学习过程大数据的覆盖采集和智能分析研究，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画像出每个学生的差异特点，并通过数据实现智适应成长，从“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内化—素养的

提升”，来达到千人千面、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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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上云全场景实践，升腾威讯智慧云学区建设

1．升腾威讯智慧云学区建设理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采用集中云端计算和分布式客户端计算融合架构，服务辖区内各所学校

不同的应用场景提供云桌面，满足管理岗位办公、教师备课办公、电子教室教学、多媒体互动终端

设备教学、图书馆阅览室等。基于此，升腾云学区方案方案基于自主研发行业领先的通讯传输协议，

基于 AI 智能识别技术，将 X86 云主机平台资源池的计算、存储、网络资源交付给终端用户，并且

能根据用户的网络带宽情况进行传输数据流量的适配力争实现如下三个目标：区县教育局集中部署，

桌面按需交付；集中管理，分级维护；用户随时随地访问桌面，数据所需所行。

2．智慧云学区功能服务介绍

升腾云学区方案为区县内所有不同的应用场景提供电脑桌面，能满足各个场景的桌面应用需求。主

要的应用场景包括：教育局办公、学校办公、电子教室教学、多媒体教室教学、图书馆阅览室等。

图 3-3-15 云学区建设之桌面应用架构

（1）办公应用

云学区支持办公常用外设，如 U 盘、串并口打印机、高拍仪等，应用体验同 PC；支持移动办公，

用户可以在有网络的任何地方通过云终端或电脑，使用用户名密码登录自己的电脑，实现移动办公；

能使用云学区提供的教学应用，如资源工具、备课工具等进行便捷办公。

（2）电子教室（机房）教学

云学区支持教学软件应用，可通过教学软件实现屏幕广播、视频影院广播等；提供作业空间等优质

教育应用工具，增强教学体验；为老师提供学生电脑维护工具，保障学生桌面使用零故障。

（3）多媒体教室教学

云学区支持电子白板、电子黑板、触控一体机、高拍仪、投影仪等班班通专业教学外设；支持教师

使用自己的办公电脑上课，符合老师日常使用习惯；支持智慧教室教学系统，塑造不一样的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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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书馆阅览室应用

云学区支持桌面重启自动还原，让用户每次登陆都拥有全新的桌面；可以通过策略管理，防止病毒

从桌面入侵系统，保障系统安全。

（5）桌面监控功能

云学区提供了可视化的统一监控管理平台，教育局管理员可通过该监控所辖区县的桌面系统使用情

况，主要监控内容如下：桌面资源分布情况；以地图形式展示全区县中云学区所覆盖的所有学校；

监控每个学校教师桌面和学生桌面使用情况；后台资源使用情况，通过仪表的形式监控并展示系统

CPU、内存、存储和桌面资源的使用情况，并通过不同的颜色反馈负载状况。

（6）桌面使用数据记录

云学区实时记录当前教师桌面和学生桌面的在线情况，并绘制一天的变化曲线；记录 近 30 天的

桌面活跃情况，并绘制变化曲线。

3．典型实践案例介绍

（1）案例 1：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教育局项目

①项目背景

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地处云桂交界边陲，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信息化程度参差不齐，

乡镇教育信息化发展滞后，且大部分乡镇教师计算机基础差，电脑等信息化设备管理维护难度大。

县教育局急需普及各学校的信息课计算机教室，同时新建的教室还能承担云南省信息课学业考试，

实现一室多用。

②面临的问题

各个学校间的教育信息化不平衡，学校间教学资源缺乏共享；简化对电脑桌面的管理，让偏远的没

有电脑维护能力的学校能更好地使用电脑桌面。

③创新解决办法

通过云学区方案构建富宁县桌面云系统，覆盖全区 143 所学校，部署桌面数 4150 个，使用的师生

共计四万余人。通过云学区方案，构建教育资源共享库，让每个老师在办公备课时能更好地获取教

学资源。同时，基于云计算的特性 WEB 平台向导式一键更新管理，方案大大简化了学校管理员的工

作，也保障了老师和学生的使用。针对网络条件具备的学校采用云桌面资源集中部署在教育局数据

中心的模式。针对偏远的乡村学校，采用教室级方案分布式部署—集中管理，消除对互联网的依赖，

满足日常教学及学习考试功能。

该方案的桌面云配置的常用软件有：Microsoft Office 2010、Adobe Flash CS、Adobe Photoshop 

CS、3D One、Microsoft dreamweaver、会声会影、Goldwave、金山打字通、卓帆考试软件等。

【建设方案】升腾威讯云学区

【建设模式】区县建立独立数据中心，专线接入教育局，做统一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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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中小学电子教室（标准版 +专业版）

【方案配置】

中学教室（云教室标准版）：

服务器 F30：Intel Xeon E3-1220 3.0GHz  4 核，8G 内存，160G SSD

终端 C33M：AMD 2.0GHz 四核处理器、2G 内存、500G 硬盘

小学教室（云教室专业版）：

服务器 R730：①，20 用户：Intel Xeon E5-2620 V4 2.1GHz  8 核，64G 内存，480G SSD  10K 

300G SAS；②，40 用户：Intel Xeon E5-2630 V4 2.2GHz 10 核，96G 内存，480G SSD*2  10K 

600G SAS；③，50 用户：Intel Xeon E5-2640 V4 2.3GHz 10 核，128G 内存，480G SSD*2  10K 

900G SAS；

终端 C91：ARM 1.6GHz 四核处理器、1G 内存、4G 存储

④创新解决办法

富宁县教育应用了威讯云学区方案后，教育局主管部门可对云教室的部著位置、数量、使用状态及

时掌控，必要之时 , 上级主管可以对云教室进行主动维护与管理，这使得富宁县全县的教育资源

置于可管可控，集中布局之下，充分展现了 云学区在资源调配与管理上的优越性，极大提升了教

育管理水平，促进当地教育向信息化发展。

⑤应用价值

对富宁县而言，该项目将信息化建设的基础——电脑桌面，更好地覆盖到全县，让偏远的学校也能

享受到信息化的福利，对全县信息化发展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方案给管理员带来了便利，也给用

户带来了切实的顺畅体验，让用户用的更好，保障了老师的办公和教学。总体而言，该项目实现了

如下四大目标：

• 均衡调度。通过教育统一调度，解决了富宁县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信息化程度参差不齐，各校发

展程度不均衡，资源分散难以管理的问题，使许多由于资源不足导致的教育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从

整体上实现教育的均衡调度。

• 宏观管理。威讯云学区方案在教育局即可实现远程统一管理，实现了全县教育资源的快捷更新和

日常维护，从宏观全局上实现了高效管理。

• 可视监控。在教育局设立资源监控平台，教育资源得以集中化管理，教育局更便于掌握资源投放

情况，为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 ,资源得到有效分配 , 避免了资源冗余和浪费。

•简单易用。教育局远程协助运维，上课教师 0门槛使用，配套实用教学工具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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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6 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云学区监控中心界面图

（2）案例 2：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教育云学区项目

①项目背景

2019 年项目实施前福州市仓山区教育局下属的大部分学校仍采用超期服役的 PC 作为老师办公的设

备。同时，设备普及率尚未达到福州市政府《关于研究推进我市智慧教育发展有关问题的纪要》(专

题会议纪要 [2018]521 号 ) 的“一师一机”文件要求。教育信息平台上，系统及应用独立部署在每

台设备本地，管理较为分散；教学上，随着互动电子大屏等新设备的普及，设备分散在各间教室又

对学校运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满足老师教学模式的转变及移动化办公的需求，信息化更

新换代中继续采用传统的 PC 计算机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依托云桌面技术的批量快捷部署，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短短一个半月升腾就完成 1500 多个云桌面上线、调试、验收。教育管理

机构能够通过云学区管理平台，实现对下辖 37 个学校的电子教室、教师备课桌面两类应用场景的

资源调配及桌面远程管理。

②面临的问题

主要面临的问题如下：• 实现辖区内 37 所学校云桌面资源的集中管理、资源共享，构建统一的资

源服务平台。• 各个学校的新建信息资源需求不一，包含信息课教室、教师办公、语音考试教室以

及全区多个品牌的多媒体互动大屏的集中管理。• 满足桌面云系统与教学软件的无缝集成，使用习

惯不能有大的变化。•支持分级分域管理，以满足教育局、学校老师的管理需求。

③创新的解决办法

威讯云学区方案在教育局或中心校机房部署一套教育信息化学区级云桌面系统，满足教育局下属云

桌面缺口需求，包含学生信息教室、多媒体互动大屏及教师行政管理人员的日常办公场景。采用 1

个数据中心，多个学校云办公桌面云集中部署架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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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7 云办公桌面云集中部署架构

教育管理机构通过便捷的威讯云学区管理平台，单平台统一管理下辖 37 个学校的电子教室、公共

备课室、教师办公三类应用场景 , 涉及云计算、边缘计算跨技术平台的统一管理，学校云桌面的运

维工作可集中在一个平台上实现，教学搭建、系统故障排查、软件更新、用户扩容等 75% 以上的工

作都能远程实现，单个信息运维需求的平均完成时间从原来的1个工作日降低到4个小时以内。同时，

较传统PC模式极大降低了维护工作量和人力支持成本。另外，针对教育主管机构提出的个性需求，

同时响应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政策将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融入智慧校园建设“互联网 +教育”

大平台。升腾公司投入超过 10 人月的研发资源，为项目无偿定制仓山智慧云学区大数据平台，实

现实时统计各个学校信息化云桌面资源大数据信息，包括：各学校的云桌面的资源使用数据，实时

在线率，课程使用排名等。提供针对每月、每学、每学年不同时间段的大数据报表，为教育管理部

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图 3-3-18 仓山区教育局云学区监控中心

校领导办公：微信扫码登录办公桌面，校内使用高性能桌面、校外使用云桌面，桌面间数据自动同

步。在办公区、家里、出差、多媒体教室均能够访问桌面和数据。

教师办公：配套云文档及云存储方案，实现移动数据漫游，在办公区、家里、出差、多媒体教室均

能够访问课件和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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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室：无需通过 U 盘拷贝课件，在多媒体教室扫码登录即可访问课件材料，授课过程有进行

课件修改，则自动同步到云盘。

数据中心：底层基于超融合架构设计，通过虚拟化技术，将计算、存储、网络深度融合到一台标准

X86 服务器中，形成标准化的超融合单元，多个超融合单元通过网络方式汇聚成数据中心整体 IT 基

础架构。另外，在基础架构之上搭载虚拟化系统整合调度分配服务器、存储、网络等物理资源。

分布式云存储：基于国际文档管理标准 CMIS（Content Management Interoperability Services，

内容管理互操作性服务）、广泛应用的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Hbase 组合等技术实现一套基于

所有云桌面使用老师的云盘存储方案。同时，该系统能够满足学校教师云办公，课堂多媒体互动教

学，出差移动数据分享等不同场景统一、标准化、高效管理需求。

④实施效果及反思

依托云桌面批量快捷部署的技术先进性，仓山教育局云学区项目,合计上线37个学校 1580个桌面，

其中学生信息化教室和多美大屏 634 个桌面；公共备课和教师办公 946 个桌面。针对教育主管机

构提出的个性需求，同时响应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政策将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融入

智慧校园建设“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一期项目定制了大数据资源展示平台。实时统计各个学校

信息化资源大数据信息，包括：教师桌面，电子教室桌面的资源使用大数据，实时在线率，课程使

用排名等，提供针对每月、每学期、每学年不同时间段的大数据报表，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提供

参考依据。

仓山智慧云学区项目，作为福州市第一个区县级规模上千点的云桌面云电脑教育信息化项目，也成

为 2019 年仓山区数字信息化的一个窗口，在 2019 年的几次重要展会中受到了各界领导、客户的广

泛关注。

4．升腾威讯智慧云学区建设的未来展望

教育信息化 2.0 对智慧云学区的建设要求是基于集中模式的智慧云学区模式。云学区方案能实现为

区内所有学校不同的应用场景提供云桌面作为传统 PC 计算机的升级改造方案。涵盖应用场景包括

但不限于：学校办公、电子教室教学、多媒体教室教学、教育局办公、学校图书馆阅览室。

基于云计算和边缘计算构建满足学校教师办公场景的方案设计需求，利用分布式云存储方案，学校

领导桌面，教师办公桌面，多媒体教学桌面等数据实时同步和随时随地访问需求。根据学校地理位

置特性和电子教室的应用特点，分别采用不同的云桌面落地技术实现资源的 大利用率和降低整体

建设成本。云校园大数据展示平台设计，可以实时监管和分析各学校的教学资源的使用特点，为下

一阶段的教学方案调整提供数据支撑。

未来基于云计算技术，可以为教育主管机构提供可视化的统一监控管理平台，决策者可通过该平台

监控所辖区县的信息建设进度；学校可以了解桌面系统使用情况。通过设定如上的分级管理权限，

能保证区县集中部署模式下的教育局集中管控，又可保证下属学校的管理员可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

教学办公需求，针对性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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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蓝鸽 AI 一体化智慧校园点亮教育未来

1．打造最具活力智慧校园生态系统

目前，在校园信息化建设进程中，许多学校已完成部分应用系统建设，但受制于缺少统一的技术体

系标准和详细的整体建设规划，经常出现各应用系统独立部署，缺乏整体协同工作的能力， 终导

致信息不能互通，数据无法得到共享，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得不到实质性提升。因此，在国家政策

和校园信息化建设的现实境况下，随着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时代的来临，蓝鸽

集团于 2017 年正式提出蓝鸽 AI 一体化智慧校园解决方案，该方案集物联网管控中心系统、智慧教

室系统、教学应用系统及 AI 应用系统三大部分组成，旨在彻底解决传统数字校园信息孤岛问题，

消除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现象，全面提升校园教学和管理的智能化水平，打造出 具活力的校

园生态。

图 3-3-19 AI 一体化智慧校园建设功能结构图

2．蓝鸽 AI 一体化智慧校园特色系统介绍

（1）物联网管控中心系统

物联网管控平台作为“智慧校园”的管理、控制、指挥中心。其融合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将智慧教学环境、智慧校园资源、智慧校园管理和服务进行一体化设计，实现对整个学校乃至

整个辖区内所有学校的校园设备智能化管理，教学大数据的统一汇总分析，为教师及管理者提供科

学化的教学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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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0  物联网管控中心产品应用首界面

①一体化用户认证，实现校园统一管控

采用标准用户数据设计，结合校园实际应用，确保所有系统同一个账号，并快速对接学校原有用户

数据， 终实现各应用平台的一体化管理和一体化展示。减轻了教师、管理员的学习成本和操作复

杂性，规整了教师、管理员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一体化。

② AI 故障自检，确保校园设备智能诊断

利用 AI 故障诊断功能，准确诊断校内所有设备故障情况，并自动提醒相关人员及时维护。大大降

低学校设备的维护成本；减轻管理员日常工作量；确保老师顺利开展教学工作。

图 3-3-21 教室设备 AI 故障诊断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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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打通底层数据，实现融通

通过打通各个模块底层数据，实现智慧校园的一体化，进而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针对校园整体运

行情况，除了实时性数据，同时提供大数据统计型数据，如智慧校园运行能耗，当前设备故障总数，

校园考勤情况等，直观展现智慧校园整体面貌。方便校领导和教师观摩和讨论学习，为管理者做好

校园管理的研究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④突显建设成果，一室多用

管控中心借助大屏直观展示全校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各子系统，方便管理者快速调动各子系统使

用。同时，管控中心可用做研讨室、会议室、观摩室、教学督导室、评教室、广播室、信息发布中心、

后勤中心等，大幅提升教室的使用率。

（2）各类智慧教室

蓝鸽 AI 一体化智慧校园解决方案针对教学质量提升、优质资源共享等为核心诉求，自主研发同步

以太网技术，创造性地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教育教学环节，打造出蓝鸽 AI- 智慧教室、云网络智慧

教室等。

①蓝鸽 AI—智慧教室

蓝鸽AI—智慧教室应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从“普

通教室”到“AI—智慧教室”的升级，其 AI 技术应用具体特色有：①突破常规，打造学习型网络

精品课堂。应用人体行为 AI 识别技术、OCR 技术等，智能识别教室黑板区域和教师教学行为、提

取黑板板书，从而实现课堂实境三画像合成，形成满足学生实际学习需求的网络精品课堂，提升学

生学习效率。②AI故障自检，实现教学设备智能化诊断。应用语音AI识别技术、图像AI识别技术，

实现教室设备故障诊断及预警，调动管理员及时进行设备维修。③课堂智能考勤，节省教师上课点

名时间。应用人脸 AI 识别技术、人体行为 AI 识别技术，实现课堂无感考勤，帮助识别课堂学生出

勤情况和上课状况，彻底替代教师完成课前、课中的部分教学工作。

图 3-3-22 智慧教室建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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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3 AI- 智慧教室系统架构图

②蓝鸽云网络智慧教室

蓝鸽云网络智慧教室采用高可靠的网络环境，一室多用的一体化教学平台和智能化的设备管控系统，

构建了一个集硬件、软件、资源于一体的网络化教学服务平台，实现了从网络教室向云网络智慧教

室的转变。

图 3-3-24 云网络智慧教室系统架构图

• 采用 ARM 云终端和模块化服务器，稳维教室教学环境。教室系统终端采用 ARM 云终端，结构简单，

稳定性高。服务器采用模块化设计，具有自动备援功能，当某个模块出现故障时，其他模块能自动

接替，并在八秒内恢复数据，恢复用户操作界面，可减轻管理者的管理负担，降低维修率；保证教

师的教学进度。                   

• 在 ARM 云网络中，独家实现语言教学，互动式教学的功能。云网络智慧教室采用自主发明的同步

以太网交换技术，支持网络教学过程中对音、视频流媒体的实时传输，支持 1080P，4K 高清视频的

同步广播。构建起可靠性高，师生交互性好的智慧教室。

• 一体化、专业化的多功能教学平台。蓝鸽云网络教室融合十几种功能教室的应用软件，配备信息

化教学软件、英语教学软件、汉语教学软件等。从教学功能到教学资源，按照大中小学校的不同需

求进行配套。整个系统一体化设计，各场景一秒钟切换，实现“一室多用”的功效， 大程度提高

教室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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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应用系统及 AI 应用系统

蓝鸽 AI 一体化智慧校园解决方案从系统建设角度分为物联网层和教育信息资源层。针对教学资源

应用系统建设，重点应用人工智能系统，以互联网资源为主线，旨在帮助教师又好又快备课，提供

学生个性化学习，实现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①一体化设计，实现系统整体协同。包括操作界面一体化：各模块的界面及交互风格趋于一致；数

据一体化：公共数据可在产品各模块之间实现互通共享，可统一记录及管理用户在各模块的轨迹数

据；资源库一体化：可按统一标准实现资源库资源的共享。

②充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确保教育资源 大化利用。蓝鸽各AI应用系统，实现智能生成复习资料、

教材编辑、教案制作、智能化考试。如 AI 英语考试辅导系统，AI 英语教材制作系统、AI 教案制作

系统、AI 英语考试系统。

③满足教师各类教学需求，实现学生个性化定制。按学科分类管理平台中的教学资源，满足各学科

网络化教学的需求，可支持教师网上备课；实现老师课后作业的制作、发布、跟踪、统计以及学生

作业作答与评阅。提供学生移动学习，课外自主学习等功能。

3．案例介绍——浦东数字学习中心

为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积极助推中国教育迈向智慧教学新时代，上海浦东教育局先行先试，

在区域内 15 所学校建立起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示范点——浦东数字学习中心，而蓝鸽集团为其提供

先进的产品和前沿的理念， 终助力浦东数字学习中心完美呈现。

事实上，数字学习中心的打造基于蓝鸽 AI 一体化智慧校园解决方案“整体规划，分布实施”的建

设思路，采用教育局统一规划，兄弟学校共同探讨的方式。首先，基于各个学校构建的物联网管控

中心，数据无缝汇总并可视化显示在教育局端。其次，结合各学校实际化需求，为其提供特色建设

方案，采用分布有效实施，帮助 15 所学校构建起适合各自办学特色智能化校园环境， 终呈现以

教育局端为主导的智慧校园场景。   

（1）在教育局端建设上：物联网管控中心

蓝鸽为浦东教育局完成了大数据、可视化的教学应用集成展示系统建设，构建了涵盖远程巡考、远

程巡课及督导、精品课堂、校园安全巡视、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及使用大数据的中枢智慧中心，帮

助浦东新区教育局对辖区内各校的教学情况进行实时督查，集中管理并计算各校物联网管控中心教

学数据，为教学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图 3-3-25 上海浦东教育局物联网管控中心



AIoT 企业教育智慧互联案例    第三章

117

（2）在学校端建设上：智慧教室

蓝鸽采用一体化的设计，立足于教学需求，为区域内各个学校建立了云网络智慧教室、AI—智慧教

室等智能化教学场景，相较以往传统教室，智能化教室系统集成度高、稳定性强。另外，对于其所

涉及的设备和资源，在校园端的一体化教学平台和物联网管控中心进行统一控制和管理，解决了以

往学校所有信息化管理和教学系统各自独立应用部署的情况，实现教学设备、信息、资源的共享，

打造出具有人工智能的校园云平台。

图 3-3-26 智慧教室实际建设图

（3）基于使用数据的用户画像

在基于使用数据的用户画像方面，首先，智慧校园无缝打通教务基础数据，并形成了标准的数据接

口协议，构成了提炼基于使用数据的用户画像的技术保障。其次，在完成技术数据一体化的基础上，

所有智慧校园业务系统采用基于独立事件的技术方案，记录并保存了基于人的教、学、管理数据和

基于物的各类原始数据，同时通过数据，清晰沉淀了一部分大数据结果数据并独立存储。为构建基

于使用数据的用户画像提供更可行且可靠的技术手段。从而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效为学校提供完整智

能的用户画像。

随着难题的解决，浦东数字学习中心智慧校园的建设也是获得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裨益区域内

学校师生提供全新的、智能化教学新体验。对于老师而言，一体化智慧校园的部署，实现了操作界

面的统一、教学轨迹大数据的统一汇总，便于老师进行操作使用和教学管理；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

能够识别学生出勤情况及课堂学生上课状况，便于老师进行学情分析；其次，通过设备的智能化管

控，故障的自动化诊断，简化了设备的操作难度，提升了设备的管理水平，实现了教室资源的 大

化共享。对于学生而言，安全可靠的教学基础环境打造，以充分实现个性化教学出发，切实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效率性。

图 3-3-27 教学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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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蓝鸽面向智能互联教育发展展望

与此同时，在浦东数字学习中心的建设外，蓝鸽科技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南昌大学、青岛大学、

北京大兴一中、国华纪念中学、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嘉善实验学校、马岭小学等打造出具有前沿性的

智慧校园。但我们深知，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任重道远，不断升级建设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校园

生态圈以及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将成为蓝鸽坚守不变的两大发展使命， 终

希望能面向行业提供实际教学场景的 佳实践成果，共创共享教育新生态。

现在以及未来智慧校园将一直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蓝鸽将充分发挥自 1994 年就长期耕耘教育技

术的优良传统，基于一体化的建设思路，不断深耕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层次应用，以更好为学校提供

更优质的信息化教育、教学、管理产品。我们相信，在智能互联教育发展浪潮裹挟下，整体规划分

步实施构建 AI 一体化智慧校园将成为校园建设的时代命题，基于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

个性化学科教学辅助手段将不断出现并广泛应用， 终为高质量普惠教育继续创造新可能，推动国

家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教育强国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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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AIoT 教育未来展望

智能互联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我们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注入了创新的活力和更多的可能性，也成为我们

教育基础设施未来发展的有力基石。本章讨论了赋能未来应用的三大关键性基础技术——5G 通信

技术、创新的交互技术以及当下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成为未来教育应用的关键性技术支

撑；此外选取了三个研究试点案例，来探索人工智能、交互技术以及数据分析在教学辅助以及学生

实践当中的尝试和应用。

一、逐步普及的 5G 通信技术

5G通信技术当中，增强移动宽带（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eMBB）、海量机器类通信（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mMTC）和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Ultra 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uRLLC）是它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的三大主要特点。2019 年作为我国正式进入 5G

的发展元年，经过一年多的网络建设，初步建成了覆盖全国地市及以上城市的 5G 商用网络。然而

目前尚在发展初期，业务应用以增强移动宽带为主，重点是面向消费者用户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和部

分行业用户的视频应用需求，对于教育垂直领域的应用还没有完全展开。随着智能互联教育的深入

开展，对通信网络也将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需要应对系统时延的挑战，即 uRLLC 应用对网络从上

到下的优化部署。

未来通信，站在服务的角度将进一步增强它的三大特性，并且进一步融合 AI、传感、成像、显示、

虚拟互动等技术，提供下一代连接体验。教育领域，作为 5G 垂直行业的一个专属领域，可以依赖

网络更高速可靠的互联服务，打造未来智能互联教育系统。教育有多个维度，而5G或是未来的通信，

将直接影响教学模式的多样化，从传统的一对一或是一对多的面对面教学方式，发展出更多方式的

教学模式，解决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问题。借助5G以及未来下一代连接的体验，从它的三大特性出发，

可以更好的提升智能互联教育的应用体验，进一步延伸赋能优师课堂，虚拟课堂和智慧课堂的落地

应用。

图 4-1-1 5G 通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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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 eMBB 的优师课堂应用

优秀教师一直是教育行业中的稀缺资源，对于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可以联合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

通过网络，共享优秀老师提供的教学内容。社交网络的视频直播点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而优秀教

师的视频直播点播，可以作为教育教学专属直播平台的优质资源，尝试解决教育的资源不平等问题。

在 5G 网络或是下一代无线网络中，大带宽可以给学生提供超高清的画面，老师的教学视频不需要

提前存储，而可以通过教学直播平台直接提供给远程的学生，进行超高清的全景直播。而点播的支

持，也可以满足不同程度不同需求的个性化教学要求，进一步提升“双师课堂”、“三师课堂”方

案的性能和体验。在下图中，针对 5G+ 垂直领域的分析中也有针对高清直播的分析和应用，可以扩

展到对于教育领域的专属应用。

图 4-1-2 5G+ 垂直行业承载技术应用分析

来源：IMT-2020(5G) 推进组 5G+ 垂直行业承载技术及典型应用方案研究白皮书

（二）基于 uRLLC 的虚拟课堂应用

AR/VR/MR 目前主要应用在游戏行业当中，实际上，它们在教育领域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教学软

件可以凭借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以 AR/VR 为展现形式，在虚拟课堂中

生动形象的进行交互式学习，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有效性，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点的吸收和消化，寓

教于乐。

另一方面，多媒体设备和 VR/AR/MR 的应用虽然有趣，但是不利于长时间的观看，全息投影技术既

可以让学生直接通过肉眼观看虚拟事物，还非常清晰生动立体，而且不会造成眼部疲劳不适或是眩

晕。而这两种应用，都需要依托于网络的超低时延要求，未来 5G+ 网络可以进一步降低时延，减少

应用中的不适感，同时把两种应用协同分时融合在一体化平台，提供更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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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云 VR/AR 应用分析

（三）基于 mMTC 的智慧课堂应用

相对于 4G 或是之前的移动通信系统，5G 和之后的下一代网络，更增强了大规模机器进入网络的实

施和部署。这些机器的加入，可以为教育行业加入除了人之外的一个新的维度：机器维度。这里的

机器，不同于多媒体设备中的机器，更广泛指代传感器、机器人这些增加了“智能和互联”的设备。

通过这些传感器可以增加对学生专注度的检测，建立专注力数据分析和管理平台，辅助教师分析学

生的学习状态和帮助评估学习效果。

目前针对教育行业的标准，现有教育系统方案还多属于封闭系统，需要通过打造统一开放的教育平

台，制订相应的接口标准，统一应用标准、终端接口协议以及云渲染系统标准接口，从而推动和促

进教育产业的生态发展。

二、创新的交互学习手段 

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变驱动教育系统做出改变，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帮助学生在毕业后无缝

融入信息社会。在新形势下，交互学习手段在教育领域逐渐兴盛起来。这种方法有助于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来管理和推进学习计划，参与学习实践，以掌握 21世纪所需的关键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团队协作和沟通等。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教学游戏、增强和虚拟现实及教育机器人等交

互学习手段，如何来提高和保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一）教学游戏 

在数字游戏引入教育领域之前，基于游戏的教学法早已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游戏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的这段时间处于萌芽阶段，到上世纪 90 年代迎来了跨越式发

展。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教学游戏获得了进一步普及。此后，寓教于乐的需求

不断增长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Zeng, J., Parks, S., & Shang, J.. To learn scientifically, effectively, and enjoyably: A review of educational games.[J] Human 

Behavior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2020 2(2), 18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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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再将数字游戏用作娱乐工具，而是开始将游戏纳入课程中，以增强学生在教室中的参与度来

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和社交技能。电子教学类游戏以及移动设备上的应用，能够帮助学生在游戏

中掌握必要知识。 近，为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编程技能，有机构推出了多项STEM（科学、技术、

工程与数学）教育促进计划，开启了教学游戏新时代。这些计划将为学生和教师构建一个寓教于乐

的社区，为共创和共享带来无限可能性。

《模拟城市》[1] 是一款多人模拟游戏，支持学生围绕如何让市民享受幸福生活的首要目标来设计和

创造自己的城市，适合6-12年级，可帮助培养数学、社会研究、创造和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的技能 [2]。

另一款类似的游戏是《亚特兰蒂斯探秘》[3]，这款3D多人游戏集教育、娱乐和社会活动功能于一身，

适合3-12年级，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艺术、数学、科学、沟通、协作和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的能力。

《Kodu》[4] 与《我的世界》（教育版）[5] 都是寓教于乐型游戏，支持学生通过科学实验解决问题，

旨在提高 K-12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沟通、协作、创造、品格塑造以及社交情绪控制等方面

的技能 [6] 。

所有这些示范性的教学游戏都彰显了教学发展在 21 世纪的巨大潜力。更重要的是，游戏渗入教育

的当前趋势在未来若干年将有增无减。研究人员希望就游戏化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融合（即自适应

游戏）展开更多探索，这种融合有望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增强和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AR) 可以将交互式数字元素，包括文本、图像、视频剪辑、声音、

3D 模型和动画叠加到现实环境中。AR 应用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习能力、创造力和协作

能力，但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困难，比如系统复杂性、技术困难以及教师配合度。根据 EBSCO 

2019[7] 的数据显示，基于 Web 的 AR 应用大多可用于学科教育，帮助增强 21 世纪所需的重要技能，

如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分析、编码和迭代测试等 [8]。

不同于将数字元素叠加到物理世界的 AR，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VR) 可为用户提供一个全

新的沉浸式环境和更有趣的体验。Kavanagh 等 [9] 对 VR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进行了系统性评估，

发现虽然商用级 VR 技术并不成功，但学术界的各种研究显示这类技术能够取得积极成效，例如行

为改善、情绪参与（如愉悦）、学习主动性，以及成绩提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lectronic Arts, Sim City. [EB/OL].2020-11-30,https://www.ea.com/games/simcity/simcity.
[2] Commonsense, education game [EB/OL].2020-11-30,https://www.commonsense.org/education/game/simcity
[3] SashaBarab, Quest Atlantis[EB/OL].2020-11-30,https://sashabarab.org/projects/quest-atlantis/
[4] Kodu Game Lab, 3D game programming for kids[EB/OL],2020-11-30.https://www.kodugamelab.com/
[5] Minecraft, A game-based learning platform[EB/OL],2020-11-30.https://education.minecraft.net/
[6] Minecraft-education-edition, Stellar collaboration tools, controls make Minecraft classroom-ready[EB/OL],2020-11-30.

   https://www.commonsense.org/education/game/minecraft-education-edition
[7] Ebsco, Top 10 Augmented Reality Tools for the Classroom[EB/OL],2020-11-30. https://www.ebsco.com/blogs/

   ebscopost/ top-10-augmented-reality-tools-classroom 
[8] Garzón, J., Pavón, J., & Baldiris, S. .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augmented reality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J] 

   Virtual Reality, 2019,23(4), 447-459.
[9] Kavanagh, S., Luxton-Reilly, A., Wuensche, B., & Plimmer, B. . A systematic review of Virtual Reality in education. [J]Them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2017,10(2), 8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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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教育技术学会（ISTE 2019）[1] 的研究，VR 应用包括 360cities，可通过 360 度视角为用

户提供遍览全球任何城市的虚拟旅游服务；Discovery VR，提供探索 Discovery 节目的 VR 体验；

Immersive VR Education，为教师提供沉浸式课程创建体验；Woofbert VR，支持虚拟访问全球各

地的美术馆以及 Wild Eyes，带领游览各地的国家公园。这些应用能够帮助学生在沉浸式虚拟环境

中探索、创造和求知。

对于 AR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设备外形和用户界面还有待改进；此外，研究人员认为未来的一大研

究重点是推出可根据用户期望进行内容管理的个性化系统或推荐系统 [2]。对于 VR 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虽然各项研究显示其能够取得积极成效，但由于当前技术和可扩展部署的限制，VR并未普及开来，

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

（三）教育机器人

一直以来，尽管机器人越来越多地用于教育领域以支持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3] 和构成派

（constructionist）[4] 学习理论，在过去 20 年中，尤其是在 STEM 教育的影响下，世界对教育机

器人的兴趣和热情不断高涨。根据对各项研究的系统评估，Anwar 等人总结了教育机器人在帮助学

生提高学业和社交技能方面的三大用途，机器人可用于教学辅助工具，学习陪伴以及教学助理。

DIY 和创客运动极大推动了机器人在教育领域中的使用。LEGO Mindstorms[5] 是 DIY 教育机器人的

早期代表，支持学生使用乐高积木和一些其他材料（如发动机、传感器和线缆）创建自己的机器人，

并进行编程。借助入门级教育机器人套件 Makeblock mBot[6]，学生可以按照分步指导从头开始创建

他们自己的机器人。JIMU[7] 机器人套件也是典型的 DIY 方案，可帮助学生创建机器人并对其进行

编程。除了 DIY 机器人之外，还有一些商用机器人，可帮助学生通过简洁的用户图形界面来学习编

程，如 Dash[8] 机器人和 Cozmo[9] 机器人。

除 DIY 和商用机器人可作为教具来提高学生的编程技能，一些更先进的机器人则可以用作教学助理

以及学习陪伴。NAO[10] 和 Peppe[11] 就属于这一类，Jibo[12] 和 Tega[13] 教育机器人也有着广阔的

应用前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ISTE, bringing-AR-and-VR-to-the-classroom [EB/OL],2020-11-30. https://www.iste.org/explore/In-the-classroom/25-resources-

    for-bringing-AR-and-VR-to-the-classroom
[2] Hantono, B. S., Nugroho, L. E., & Santosa, P. I. . Meta-review of augmented reality in education. In 2018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CITEE) 2018(07)pp. 312-315). IEEE
[3]  Bruner, J. . Celebrating divergence: Piaget and Vygotsky.[J] Human Development, 1997,40(2), 63–73. http://dx.doi.

   org/10.1159/000278705
[4]  Papert, S. The children’s machine: Rethinking school in the age of the computer. [M]New York, NY: Basic Books, Inc,1993.
[5] Lego. mindstorms [EB/OL],2020-11-30,https://www.lego.com/en-us/themes/mindstorms
[6] Makeblock, Entry-level educational robot kit [EB/OL],2020-11-30,https://www.makeblock.com/mbot/
[7] Ubtrobot. BUILDING JIMU ROBOTS[EB/OL],2020-11-30,https://www.ubtrobot.com/collections/jimu-robot-kits?ls=en
[8]  Makewonder.dash robot [EB/OL],2020-11-30,https://www.makewonder.com/robots/dash/
[9] Digitaldreamlabs . meet-cozmo[EB/OL],2020-11-30, https://www.digitaldreamlabs.com/pages/meet-cozmo
[10] Softbankrobotics .nao robot [EB/OL],2020-11-30,https://www.softbankrobotics.com/emea/en/nao
[11] Softbankrobotics .pepper [EB/OL],2020-11-30,https://www.softbankrobotics.com/emea/en/pepper
[12] Robots ,jibo robot[EB/OL],2020-11-30,https://robots.ieee.org/robots/jibo/
[13] Robotic.media. tega robot[EB/OL],2020-11-30, https://robotic.media.mit.edu/portfolio/t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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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育机器人在实际部署当中有各种技术挑战（例如，在机器人和学生之间建立无缝的自然交互），

但当前研究表明教育机器人在促进认知和情绪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研究人员指出个性化是教

育机器人的未来发展方向，尽管当前教育机器人的个性化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有

待解决 [1]。 

三、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已有几十年，期间经历了三起三落。人工智能的说法 早于 1956 年在“达特

茅斯夏季人工智能研究计划”会议上被正式提出 [2]，随后迎来第一个发展高潮。上世纪 80 年代，

随着误差反向传播算法和多层神经网络模型的提出，以人工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掀起了

第二次高潮。2012 年以来，借助于计算机算力的提升和互联网等领域大数据的积累，以深度神经

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随着 AlphaGo[3] 先后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和柯洁，人工智能研究更是被大众熟知和追捧。

如今在某些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人类。未来，随着我国对新基建领域的投

入和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各个行业中的基础技术。

相比于互联网领域，教育领域中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其在教育行业的赋能并非简单叠加

或一蹴而就。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研究和落地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包括教育学，心理

学，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等。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人机对话，拍照搜

题，语音评测，双师课堂，个性化学习等 [4]。其中的热点研究技术主要包括：

图 4-3-1 智能教育中关键技术和典型应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Belpaeme, T., Kennedy, J., Ramachandran, A., Scassellati, B., & Tanaka, F.. Social robots for education: A review. [J]Science 

   robotics, 2018,3(21)
[2]  Wikipedia .History_of_artificial_intelligence [EB/OL],2020-11-30, https://en.wikipedia.org/ 

   wiki/History_of_artificial_intelligence
[3] “DeepMind AlphaGO". DeepMi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phaGo [EB/OL],2020-11-30,https://deepmind.com/

   research/case-studies/alphago-the-story-so-far
[4]  “全球教育智能化发展报告”, [EB/OL],2020-11-30,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technology-media-and-

   telecommunications/ articles/development-of-ai-based-education-in-ch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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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是一种揭示实体关系的语义网络，用图等方式对众多的实体和关系

进行结构化表达，研究难点包括知识抽取，知识融合，知识推理和知识表示等。教育知识图谱通常

以学科知识为核心，对各个知识点建立关联，构建学科知识体系，帮助学生做知识的分解和总结，

帮助建立学生画像，精准把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其定义个性化学习路径，精准推荐学习资

源。同时帮助老师快速了解不同学生的情况，提高教学效率，优化教学方法和策略。

（二）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旨在让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并用自然语言与人

类进行交流。在教育领域，特别是语言类学科教育领域，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帮助实现语法错误

检测，辅导写作，作文自动评价等。还可以帮助教材的编订，文本的阅读难度分级等。此外，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更是广泛应用于人机交互界面，通过智能问答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甚至通过

对话系统完成教学过程。

（三）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是一门研究如何使机器“看”的科学，让计算机模拟甚至超越人

的视觉功能，对客观世界进行感知、识别和理解。例如教机器识别人脸，文本，表情等。在教育领域，

计算视觉有效提升了学习和工作效率并增强了师生交互体验。例如，利用OCR等技术实现拍照搜题，

板书电子化等。利用物体检测分割等技术辅助远程教学。利用AR、VR等技术把抽象的知识可视化等。

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教学，计算机视觉技术都可以帮助跟踪学生在学习过程的参与度，辅助提升他

们的兴趣水平和注意力。

（四）教育数据挖掘

教育数据挖掘（Educational Data Mining）是对学习过程和行为进行量化分析，包括学习时间、轨迹、

准确率等。数据来源包括视频、语音、文本等。其用途主要包括预测、聚类等。例如，通过对数据

的分析处理为每个同学建立个性化模型，从而帮助选择个性化的学习方法，预测学习效果，在端倪

出现时及时干预和预警。在群体教学时，可以通过聚类找出与众不同的学生并找出不适应的原因。

在学生的学习状态发生变化时，如出现情绪的显著波动，可以通过关联历史学习状态找出学生的学

习兴趣及难点。

总体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几十年来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人工

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发展前景光明，对于社会、经济、民生等层面都将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落地应用

当中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四、案例讨论

在技术推动未来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英特尔研究院也在不断地研究和探索，同时通过试点和小范围

部署的方式来进行实验，从中获取实验数据和实践经验，来不断验证和完善研究， 终实现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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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部署。下面的三个案例是英特尔研究院以及合作伙伴们基于人工智能、交互技术和数据分析在

辅助教学和学生动手实践应用中进行地尝试和探索。

（一）基于个性化教育的 AI 智能教学辅助—多模式实时学生参与度分析技术

英特尔研究院预期计算实验室（Anticipatory Computing Lab）人类行为研究组（Human Behavior 

Understanding）采用端到端的多模态技术，来进行学生参与度的分析（Multimodal and Real-

Time Student Engagement Analytics Technology，SEAT），该技术可以帮助老师在上课期间实时

关注学生的参与度。下图 4-4-1 提供了该技术的概览：SEAT 可检测学生的参与状态并将这些信息

提供给老师，以便老师采取及时干预。在这项技术中，采用了人机回环（Human-in-the-loop）的

方法，实时地向老师提供学生参与状态的信息，帮助他们在需要时采取行动。通过引入机器学习算

法自动识别需要帮助的学生，让老师更有效地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情绪的引导。在本节中，

我们将讨论使用该技术进行试点研究的一项案例，旨在探索这一技术对教师课堂实践、学生参与度、

学习体验及成绩的影响，其中部分章节来自 Aslan 等的文章 [1][2][3][4]。

图 4-4-1 SEAT 系统概览：参与度检测信息通过教室服务器发送到教师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Aslan, S., Alyuz, N., Tanriover, C., Mete, S. E., Okur, E., D'Mello, S. K., & Arslan Esme, A..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a  

   real-time, multimodal student engagement analytics technology in authentic classrooms. [J]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9,(pp. 1-12)
[2]  Okur, E., Alyuz, N., Aslan, S., Genc, U., Tanriover, C., & Arslan Esme, A.. Behavioral engagement detection of students in the  

   wild. [J]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2017, (pp. 250-261). Springer, Cham
[3]  Alyuz, N., Okur, E., Genc, U., Aslan, S., Tanriover, C., & Arslan Esme, A.. An unobtrusive and multimodal approach for 

   behavioral engagement detection of studen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st ACM SIGCHI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ultimodal 

   Interaction for Education 2017.(pp. 26-32). ACM
[4]  Alyuz, N., Okur, E., Oktay, E., Genc, U., Aslan, S., Mete, S. E., Arnrich, B., & Arslan Esme, A.. Semi-supervised model 

   personalization for improved detection of learner's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odal Interaction.2016, (pp. 100-107). 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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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法：学生参与度检测

根 据 D' Mello 等 人 发 表 的 文 章 [[[] D'Mello, S., Dieterle, E., & Duckworth, A. . 

Advanced, analytic, automated (AAA) measurement of engagement during learning. L[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2017, 52(2), 104-123]]，我们将参与度定义为多维结构：一个维度

表示行为参与度，即学生在学习期间是聚精会神还是开小差；另一个维度则表示情绪参与度，即与

学习相关的情绪，如理解、无聊或困惑等。我们给出多维-多模态方法的总体方案，如图4-4-2所示。

对于每个参与维度，采用两种模式：(1)出场模式，该模式基于电脑前置摄像头所拍摄的学生视频；(2)

情境表现模式，它使用来自教育内容平台的交互日志，提供与内容和表现相关的情境数据。在系统

中我们仅利用这两种模式，以便于在实际教室中部署实现。基于在试点中从真实教室里采集的数据，

对分类器进行训练，用于检测学生在学习当中的情绪和行为参与状态。

图 4-4-2 多维 -多模态学生参与度检测方案

此外，我们还纳入了系统级网页日志，以识别学生是否已登录平台。该检查可提供额外的情境信息，

以识别学生是否已登录并认真使用了平台（即学生是在平台上还是在平台外）。下表提供了从情境、

行为和情绪状态到参与状态的整体映射关系。 

表 4-4-1 从情境、行为和情绪状态到参与状态的整体映射

情境状态 行为状态 情绪状态 参与映射

平台外 ** 未听课

平台上 开小差 * 未听课

平台上 聚精会神 无聊/困惑/无法决定 可能听课

平台上 聚精会神 满意 听课

参与度信息主要包括两个视图，通过用户界面（即教师端）提供给老师，如下图所示：教师可以查

看整个班级的信息（图 4-4-3 (a)），课堂上所有学生的参与度信息通过颜色代码来进行显示。如

果学生没有登陆，则会在顶部出现提示通知。班级视图还可以提供总体参与度以及历史记录图。此

外，老师还可以查看特定学生的分析数据图（图 4-4-3 (b)），包括任意学生的整体上课情绪和参

与度历史记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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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 SEAT 的用户界面：(a) 班级视图，(b) 特定学生视图

2．研究设计

该案例在土耳其的一所中学进行了试点，该校一名资深数学教师参与了试点。在两个9年级班级（总

共 37 名学生）进行了授课实验。研究设计对 SEAT 的效果进行了量化评估，且对教室周围的社会和

环境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该试点包括两个阶段：a）基准阶段，该教师在两个班级中都没有使用

SEAT；b）比较阶段，该教师仅在一个实验班级当中使用了 SEAT。在比较阶段之前和之后分别进行

了学生测验。 

数据收集和标记。在课堂上，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并在计算机上完成练习。当学生参与这些学习活动

时，系统收集的数据包括：a）设备内置摄像头拍摄的学生出场视频；b）学生的屏幕录像；c）教

育内容平台的情境和成绩数据；d）浏览器的 URL 日志；e）教室鱼眼摄像头的课堂视频；f）教室

麦克风阵列的课堂音频；g）来自佩带式麦克风的教师音频。此外，我们还收集了课堂观察、访谈、

问卷和成绩测验方面的用户数据。六名具有心理学 / 教育心理学背景的资深专家对收集的数据根据

下表进行了标记。 

表 4-4-2 标签定义 

标签类型 标签 操作定义

学生的行为参与度

状态

聚精会神 学生积极参加学习任务。

开小差 学生消极对待学习任务。

无法决定 标记程序无法确定状态。

不可用（不适用） 数据无法标记。

学生情绪参与度状态

满意 在学习任务中，学生没有任何情绪问题。

无聊 在学习任务中，学生看起来很无聊。

困惑 在学习任务中，学生看上去很困惑。

无法决定 标记程序无法确定状态。

不可用（不适用） 数据无法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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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干预

口头警告 教师对消极情况进行口头干预。

积极反馈 教师对积极情况进行口头干预。

支持 在发现学生感到困惑/需要帮助时进行干预。

密切关注 在发现学生出现不明情况时，教师站在其旁边进行观察。

3．结果

（1）对学生的影响

我们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对两个班级的初始状态进行基准分析，以确保两个班级的学生并没有明显差

异。实验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情绪参与度状态上。图 4-4-4 给出了这两个班级学生的情绪状态持

续时间变化对比，比较了没有使用 SEAT 和使用了 SEAT 的表现差异（从基准阶段到比较阶段）。当

使用 SEAT 时，学生的无聊状态几乎没有增加，两个班级差异明显。

图 4-4-4 基准和比较阶段的情绪持续时间变化的班级平均值（显著差异标记为 *）

此外，我们通过实验前后的测验评估了 SEAT 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如图 4-4-5 所示。尽管这两个班

级之间的成绩差异较小，但相比对照班级，实验班级的进步则更为明显。老师和学生在访谈中都表

示 SEAT 对成绩有积极的影响。

图 4-4-5 成绩测验改进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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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教师的影响

教师在访谈中表示，她发现 SEAT 非常有助于查看参与度分析、实时关注班级情况和检测学生走神

情况。实验数据显示在使用 SEAT 时，消极干预（即密切关注）会减少，积极干预（即支持、积极

反馈、口头提醒）有明显增加，老师的干预意识明显增强，如下图所示。

图 4-4-6 比较课程的平均干预数量（显著差异标记为 *）

我们还调查了SEAT触发的干预是否与消极状态相关，以帮助解决困惑、无聊以及在平台外的问题。

我们计算了每周干预数量与每周状态分布之间的相关性：在使用SEAT时，在平台外和口头提醒之间，

以及困惑和支持之间都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这些发现表明，SEAT 可以帮助老师为需要帮助的学

生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并及时掌握学生实施非学习类在线活动的情况

试点结果显示，SEAT 技术不仅可以帮助老师更准确地评估学生参与度，改善课堂教学效果，还能

帮助老师及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当然，该技术还需要有更多的老师和学生来进行验

证，并且参与度检测模型还应在多样化学生群体中接受普适性评估。此外，该试点使用了特定的教

学内容平台，还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和内容的教学平台，来评估模型的普适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偏差。

为实现 SEAT 技术在未来的实用推广，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验和研究。

（二）学校大脑：三脑并联共生

基础教育，事关国计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阐述，并积极地

采取了持续的推进行动，深化教育改革。新时代，对中小学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擘画了新的蓝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出现，为

重构教育教学场景注入了新的变量。未来，在城市发展中数据资源将会比土地资源更重要，学校教

育发展也是一样。数据时代，数据回归主体是一种趋势。以中枢为核心的数据大脑，保障学校数据

去碎片化，让数据回归学校，学生成为数据的主人。

浙江省杭州市建兰中学的“建兰大脑”是数据、教育、理念之脑，构建“三脑并联共生”的数字学

校基础设施。如何更好构建并推进“建兰大脑”，让数据为师生成长服务，让数据为未来奠基，是

打造未来学校新样态的关键。“建兰大脑”是城市大脑在教育场景的落地，这是一个新事物。学校

大脑的建设，将给学校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每个孩子都有个 AI 书童陪伴学习，实现人机结合的个

性化学习方式；每个老师有一个强大的中台支持教育教学；每个学校有一批数据工程师激活校园。

未来的学校，除了人类灵魂工程师之外，还应该有数据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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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进教学转型

“建兰大脑”通过数据这个新的变量驱动了教学变革。比如为每个同学构建了一棵知识树，学生已

掌握的、未掌握的、还需巩固的知识点通过学生学习数据计算出来，结合学科知识图谱，就可以为

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推送。建兰中学已经做到了每个学生有不同的作业。

图 4-4-7. 数据大屏

（1）数据驱动课程变革

“建兰大脑”根据学校的核心素养划分学生能力维度，通过积累的数据为每个同学生成能力雷达图。

这个雷达图，同选课的热度、课程体系目标一起，进行 优化求解，分析出哪些课程对学生能力培

养是有效的，哪些是低效的，学校可以据此进行针对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为每个学生生

成个性化课表，也就意味着每个学生有私人定制的培养方案。

（2）数据驱动教研变革

“建兰大脑”利用积累的学生学习过程数据，结合学科知识图谱，找出了校本资料中哪些题目是适

合建兰学生学情的好题，哪些题目是无效的，哪些题目是需要移动位置的，并形成报告给老师。老

师依托校本修订报告，结合自己的经验，能够精准快捷地完成校本修订工作。建兰的校本修订，从

此由经验型驱动走向了数据驱动。

（3）数据驱动课堂变革

“建兰大脑”利用积累的学生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出学生在群体中的位置，为其量身订制一个短期

的进阶目标；分析挖掘学生的学习偏好、认知风格、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学习特征，据此为学生

选择 为合适的学习时间；依据持续无痕积累的学习数据，计算出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规划精准

个性化的知识学习重点，为其推送个性化的习题作业进行自我检查。

以复习课为例，由于“建兰大脑”有每个学生的知识树，可以为每个学生出一份专属的单元诊断书，

里面有“建兰大脑”筛选出 适合她的学生老师。有了这份诊断书，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进行分组

学习，并在这个过程中保证小组学习的有效性，及时发现小组学习的问题，做好引导和记录。这样

的课堂形式相较于以往学生都会却仍要闷声坐着听更好。

2. 激发德育变革

数据驱动评价变革。“建兰大脑”通过多维的数据来全面了解一个学生，把班级日志、活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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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轨迹、运动健康等多源数据接入，通过 NLP 等技术进行数据清洗和处理，形成满足学习技术规

范 XAPI 的数据资产。这些数据再被用来做行为图谱和网络分析，从而描绘出学生的画像，并进行

相应的行为指导和预警。

策略一，数据化行为表现，加强有效反馈。行为表现是学生道德品质、劳动实践和身心健康等方面

的有效反映。将每位学生在校行为表现数据进行自然沉淀和分析，可以得到每位学生专属的个性化

“行为表现关键词”。

图 4-4-8. 行为表现关键词

策略二，校本化成长报告，实现扬长补短。在国家颁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总体框架下，

学校结合校本化实践，以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为依据，形成学生个性化成长成熟度（IGPM）评价模

型。模型主要由九大评价维度、66 条具体标准组成。这种评价方式突破了原来学生综合素质报告

的单一性，从全方位评价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实现扬长补短。

图 4-4-9. 建兰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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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革新教师培养

“建兰大脑”通过教师画像这一针对我校教师专门设计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与培训系统，

作为基于发展性教师评价机制设计的信息平台。它以建兰中学教师核心素养为依托，借助“建兰大

脑”技术，沉淀教师教育教学行为数据，并以一定的权重计入对应的教师素养， 终形成教师画像，

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教师的行为轨迹，反映教师当下具备与欠缺的核心素养，为其指明 具增长点

的发展方向，促进教师有针对性地提升自我。

4. 升级学校管理

“建兰大脑”让学生成长过程中沉睡的每一个数据生命化，伴随他们的学习与发展。让因材施教、

个性化发展成为可能。杭州市建兰中学校长饶美红女士认为“建兰大脑”就是：“数据资源重新被

认知，使教育资源被公平化、集约化使用，让学校自洽于数据时代，变革现有的学习观、教育观、

人才观、质量观和管理观。”

总体而言，“建兰大脑”有三大能力：首先是存量优化，通过技术支持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助力

学生提升知识点学习的效率，通过数据减少一些无用功；其次是避免问题发生，通过数据流动让学

生、教师、家长三方对学生学习进展的认知处于同一平面，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新问题，让教育

参与的各方力量协同起来；再次是学校教育供给侧改革，解决学生想学就能学的问题，相对精准匹

配学生的需求。

（三）智能 AI 可编程空间的探索

2010 年前后，深度学习的突破引领 AI 时代的加速到来。生产力的提升，其次是消费需求的增加，

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国家政策层面，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017 年 3 月，人工智能首次写进中国政府工作报告，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提出要在中小学阶段学习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建设人工智能学

科，培养复合型人才。

联想目前人工智能教学产品是以解决方案的形式，以 AI 教材 +AI 课程 +AI 教学机器人 +AI 服务一

体化建设，以人工智能教学平台为核心，以联想大脑人工智能技术云服务和智慧教育云服务为技术

支撑，来实现全面助力 AI 进校园。整体的产品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 4-4-10 联想人工智能教学平台的产品框架



第四章    AIoT 教育未来展望

134

然而，现在解决方案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基础教育阶段的人工智能编程教育，国家支持，教学

需求强烈，但产品本身需要技术的加持，过度技术加持的产品实际上突出了技术本身，而对学生年

龄特点、教师师资水平差异以及教学过程梳理等因素还缺乏细致以及深入场景的分析与梳理，会造

成产品与“教学”之间的很多鸿沟，要求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专业背景，学生需要进行较

长时间的训练和学习才能入门和使用，增加了老师和学生的学习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趣味性，对于

老师和学生来说，用户体验方面还有很大幅度的提升空间。

另外，“教”与“学”的教学内容较为枯燥乏味，不符合新一代学生成长环境（网络原住民）和获

取知识的方式。以国外的 Scratch 社区为例，它能够成为全球 大的可视化编程语言，正是源于它

独特的学习方式。Scratch 基于游戏的分享方式，使得它符合互联网原住民的知识获取方式，因此

广受喜爱 [1]。

面向 K12 基础编程教育的人工智能体验式教育平台，以设计思维和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工具作为工程

实现前期探索的主要抓手，创造智能可编程空间的概念 [2]，以体验式教学为主，从“教”与“学”

出发，结合人工智能实验的核心应用场景，综合应用物联网[1][2]，云计算，边缘计算，5G等关键技术，

搭建高易用性和通用性的人工智能教学平台和真实的实验教学场景，降低教师的培训门槛，目标是

优化现有存量教师的人工智能教学技能水平，惠及学生尽早接触新技术相关知识，实现人工智能普

及教育。

智能可编程空间的概念源于机器人 ROS 操作系统中节点之间的消息通讯机制 [3]，通过在可编程的终

端，建立消息通信节点服务，将物理空间中的设备或者智能硬件，设备的底层驱动，应用软件（例

图 4-4-11 智能 AI 可编程空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编程猫 . 智能可编程空间 .[EB/OL]2020-11-30.https://codemao.cn/
[2]  Dynamicland .incubate a humane dynamic medium[EB/OL]2020-11-30.https://dynamicland.org/
[1]  MOTT.The Standard for IoT Messaging[EB/OL]2020-11-30.https://mqtt.org/
[2]  Zguide . Fixing-the-World. [EB/OL]2020-11-30. http://zguide.zeromq.org/py:chapter1#Fixing-the-World
[3]   [美 ] 摩根 ·奎格利（Morgan Quigley），布莱恩 ·格克（Brian，G 著，张天雷 李博 谢远帆 大伟 晓健译 译 .《ROS机器人编程实践》

  [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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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编程工具，Tensorflow 机器学习框架）等都抽象为一个个的消息通信的节点，并在节点通信服

务中定义好不同通信节点之间消息订阅和发布的机制。这样无论是硬件、软件，还是物理空间中的

设备，都可以通过终端的节点服务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编程平台借助于节点服务将编程能力扩展 [1]，

不仅可以通过编程控制硬件设备，还能结合摄像头通过机器视觉图像识别的方式，用编程语言控制

我们物理世界中的非智能设备，提升了编程教育的趣味性，延展性以及应用性。

这样的智能编程空间实验室可以使K12学段的学生在学习编程基础、理解编程抽象逻辑的过程中[2]，

通过编程的逻辑控制以及真实地驱动空间中具体的智能硬件或者物理实体，比如窗帘、空调、灯等[3]，

来帮助学生从更为具象的实时反馈中来理解编程控制背后的逻辑，并增加课程的趣味性以及实践性。

也可以借助机器视觉，获得物理空间中物体的图像信息，并通过节点通信的服务把编程的能力赋予

或者扩展到整个物理空间。

学生通过编程交互的方式，将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引入到教学和编程案例中，并通过编程

平台与物理空间实体的交互，形成完善的智能终端交互系统，完成信息的收集与运算。让学生的创

意获得反馈与响应，在趣味易学的软硬件平台中体验到人工智能学习成就感。学生在学习初始阶段

也避免了枯燥的代码学习，更多的是进行算法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训练。

目前这个智能 AI 可编程空间还在试点实践当中，并在第 78 届中国教育装备展上进行了方案展示。

展示的沙盘以智慧家居、智能泊车的场景为主。智能 AI 可编程空间通过摄像头实时获取沙盘中停

车场中空车位的图像信息，并利用AI深度学习模型对停车场内的车位状态进行识别（有车、没车），

并将识别分析后的车位数据反馈给节点通信服务，节点通信服务再把消息转发给 AI 教学平台的编

程工具，从而通过编程逻辑来控制沙盘内的智能小车的运动：由空车位就停到空车位，没有空车位

就不进停车场。

智慧家居场景是现代化智能楼宇的一个缩影。室内环境检测、自动风扇、自动照明、根据天气变化

自动收放的晾衣架等都在智慧家居的场景中。通过联想 AI 教学平台，学生们可以构造自己的智慧

场景，搭建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模块，亲历设计与实现简单智能系统，培养信息意识、计算思维、

增强利用智能技术服务人类发展的责任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Codelab.club . Turn the world into your playground! [EB/OL]2020-11-30.https://adapter.codelab.club/
[2]  LearnableProgramming. [EB/OL]2020-11-30.http://worrydream.com/#!/LearnableProgramming
[3]  Ingalls, D., Felgentreff, T., Hirschfeld, R., Krahn, R., Lincke, J., Röder, M., ... & Mikkonen, T. A world of active objects for 

work and play: the first ten years of lively.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AC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w Ideas, [J]New 

Paradigms, and Reflections on Programming and Software,2016, (pp. 23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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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2 教育装备展“智能 AI 可编程空间“展示沙盘

五、小结

智能互联技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智能互联技术的组合创新及其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在教育界越来

越常见，并通过企业、研究及教育一线的跨界探索得以成型。本章介绍了智能互联教育未来发展的

几项关键技术，包括5G通信、创新交互以及人工智能，分享的试点案例涵盖了人工智能、创新交互、

网络以及大数据分析等多种技术。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正是通过企业和学校之间的跨界研究与试

点，来探索应用与教育教学的创新设计，寻找到应用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所带来的潜在价值。智

能互联技术正在并将以愈发成熟的设计方案，实实在在地融入到教育教学中，并且在课堂教学、个

性化学习、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学校智慧管理等方面，逐步发挥出重要作用。

中央电化教育馆—英特尔“智能互联教育项目”正是以智能互联技术为基础，通过深入开展课题研

究实现合作成果的 终落地，不断总结经验，更好地帮助学校、教师和学生完成教与学以及管理的

教育闭环，进一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新兴技术应用实践路径，从而推动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