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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教室正是利用基于平板电脑等个

人终端设备，集成丰富的APP应用工

具，提供便捷的实时交互反馈与评价，

多样化的教学媒体资源，顺畅的网络

信息搜索以及教学活动空间具有移动

性的学习场所。

 智慧教室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教学格局，

为教师们个性化的“教”和学生个性

化的“学”提供了无限可能。

智慧
教室



智慧教室的相关研究
课堂教学交互分析系统的
相关研究

小学数学互动研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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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又称未来教室，未来课堂

、数字教室等，是一种典型的智慧学习环

境的物化。由于智慧教室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主要研究集中在硬件配置、空间设

计、技术实现等方面，在智慧教室效果评

价研究方面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研究表明，以学生为中心，具有高交

互性的智慧教室环境，对于促进课堂互动

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智慧教室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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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互动分析系统的相关研究

FLAS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是课堂教学量化分

析领域中应用比较成熟的编码系统。

ITIAS 基于信息技术环境编制信息技术环境下的互

动分析编码系统（ITIAS）增加“技术”分类。

课堂教学评价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评价体系

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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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互动分析研究

“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学生学习数学和解决问题的

强有力工具，致力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伴随信息技术的引入课堂教学，涌现出了诸多的

教学方法和模式的探索与创新，针对不同的教学模

式下的课堂互动行为特征具有潜在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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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拟从教学互动行为分析的角度出来，基于评价

的APT教学模型指导下，充分体现教学评价促进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以彰显课堂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

主导”的教学理念。

（1）设计智慧教室环境下的课堂交互分析编码系统；

（2）探究智慧教室环境下不同授课类型的课堂教学结构；

（3）分析课堂师生言语交互行为特征；

（4）对智慧环境下技术媒体的交互与功能做一定的分析



研究方案
设计

研究对象
确立

数据处理

分析

总结
报告 三、研究设计

研究工具
设计



（一）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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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类型 视频时长 授课内容 参考教材

“传递-接受式” 41分钟
《平行四边形的

认识》
人教版数学四年级上册

“探究性” 41分钟 《数学广角》 人教版数学二年级上册

《平行四边形的认识》代表了典型的“传递-接受式”教学模
式，学生主要通过教师讲授和呈现的内容学习前人的知识经验。
《数学广角》代表了典型的“探究性”教学模式，即学生在教
师的指导下，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对学习内容进行自
主学习，深入探究并进行小组合作交流的教学模式。



（一）研究对象

（2）数学广角

 情景导入

 规则说明

 活动探究

 汇报与总结

 扩展探究

 巩固练习

 课堂小结

（1）平行四边形
的认识

 复习引导

 新课讲授

 巩固练习

 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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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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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教学指导思想：注重合理的评价手段（Assessment）、教学
方法（Pedagogy）、合适的技术工具（Technology）等关键因素的
融合的，以打造自主、合作、探究等多样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21世
纪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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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的设计

为了充分体现智慧教室中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人机互动等互动行为，本研究对已有的量化

分析工具FLAS、ITIAS进行了改进与完善，形成

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交互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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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的设计

为了充分体现智慧教室中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人机互动等互动行为，本研究对已有的量化

分析工具FLAS、ITIAS进行了改进与完善，形成

智慧教室环境下的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

分类 编码 言语互动 分类 编码 人-技术互动

教师

言语

1 讲授

教师-

技术

a 演示教学内容

2 开放式话题 b 展示学生作品

3 封闭式话题 c 教师评价

4 言语评价 d 技术指导

5 组织指示

学生

言语

6 被动应答

学生-

技术

e 资源学习

7 积极应答 f 实践探究

8 主动提问 g 分享展示

9 分享交流 h 学生评价

10 言语评价

停顿
或混
乱

i 有助于教学的停顿

j 无助于教学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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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处理

 编码：编码规则、编码处理

 分析矩阵：前后序列处理，形成分析矩阵

 统计结果：计算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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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结构1

言语交互分析2

人——技术交互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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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教学结构分析

“以教师为导”的互动和“以学生为主”的互动比例接
近1：1。可见，无论是“传递-接受式”课堂教学还是“探
究性”课堂教学中，“以教为导”和“以学为主”的教学
理念体现良好。



总结
报告 四、结果分析

（二）师生言语交互分析

表3 两种教学模式下的师生言语信息交互行为

“传递—接受式”教学 “探究性”教学

教师言语 35.70% 33.54%

学生言语 15.7%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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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生言语交互分析

（1）两种教学模式下，教师均非常注重言语上的组织指导，扮演“组织者”“引
导者”的角色，引导、组织、指示学生开展学习活动而不是直接把知识灌输给学生
（2）教师以问题为索引，引导学生进行发现问题、思考、探究进而开展教学活动，
学生能够积极的应答问题，并且能够积极提问、分享自己的观点
（3）教师言语评价互动较多，体现了教师充分利用言语激励评价学生，而学生在
言语评价信息上的机会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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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技术”交互分析

表3 两种教学模式下的师生与技术交互行为

“传递—接受式” “探究性”教学

教师—
技术

20.23% 17.65%

学生—
技术

9.65% 15.39%

合计 29.88% 33.04%

（1）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比例都在占整体互动行为的28%以上，同时，因技术使
用不当出现的课堂混乱比重较小。这说明了技术有效地支持了教师辅助教学、呈现
教学内容等；学生拥有较多的机会与技术媒体互动从而进行合作、探究、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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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技术”交互分析

表4 “探究性”课堂：与“探究实践”进行转换的交互行为频数

（2）学生的探究过程并不是“教师放任不管，学生自行探究”，而是教师从旁的
“组织、指导、参与”，教师的课堂教学角色更多承担着组织者、指导者责任。

3.教师
提问

5.组织
指示

8.学生
提问

a.演示教
学内容

b.展示学
生作品

c.教师
评价

d.技术
指导

f.探究
实践

j.不利于教
学的停顿

3 15 2 2 1 8 10 50 5

为了清晰展示了分析矩阵中关于“f.实践探究”前或后序列代表的互动行为转换频数，将“探究
性”课例中的（f，*）和（*，f）的序列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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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技术”交互分析

“传递—接受式”：“教
师-技术”的互动主要侧
重于丰富、便利教学内容
呈现、学生数学推理思维
过程的呈现。

“探究性”课堂：“学生
-技术”互动行为符合“
做中学”的数学学科学习
需求，同时也遵循小学生
由形象思维转变为抽象逻
辑思维的思维过程。



（1）智慧教室环境下“传递-接受式”教学模式、“探究性”

教学模式下，课堂教学交互均体现了“以教为导，以学为主”

的教学理念。

（2）教师避开了“填鸭式”“满堂灌”形式，教师注重

了以问题互动、组织指导交互，即教师重视引导学生发

现问题、组织学生参与课堂活动。

（3）学生则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学生的互动不再

是单一的被动应答，而是在师生、生生、生机之间

开展多样的互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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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探究符合学科特色的教学模式

“探究式”“协作式”“自学式”“练
习反馈”等教学模式探究与实践

（二）智慧教室教学效果评价研究

学生参与度、认知负荷、元认知等；教
师技术接受度、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等方面
跟踪监测与评估

后期展望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