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 3期渊总第 311期冤

智慧教室环境下的课堂教学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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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教学结构变革是推进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的有效切入点曰分析智慧教室环境下的课堂教学结构袁有

助于描述当前的典型设计尧揭示技术应用本质遥 文章以 16个智慧教室环境下的优秀教学课例为分析对象袁采用视频

分析法袁微观分析教学活动系统要素袁中观分析教学方法结构序列袁从课堂教学环节尧野教师要学生要技术冶关系尧野教

师要学生要内容冶特征尧教学方法结构序列四个方面呈现可供实践参考的设计遥 分析结果显示袁不同教学媒体在创建

高低教学结构上各具优势袁而技术在低结构教学实施中更能凸显其应用价值曰面向真实情境的概念应用知识适用于

低结构实施曰不同的学科及课型中教学结构序列存在着差异袁强调课堂生成的低结构教学实施成为智慧教室环境下

高效课堂的实践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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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美国教育部在 2010年叶国家教育技术规划曳中指

出袁 教育生产力的显著提高需要利用技术支持根本的

结构性变革[1]曰我国教育部今年四月出台的叶教育信息

化 2.0行动计划曳也强调袁要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

统性变革的内生力量遥教学活动是教育活动的核心袁教

学结构是教学活动过程的基本架构袁 课堂教学结构变

革是学校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的核心内容遥 有效利用

信息化教学环境去变革传统课堂教学结构袁 实现各学

科教学质量与学生综合素质的大幅提升袁 从而培养出

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袁 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宏

伟目标[2]遥

智慧教室是一种野能优化教学内容呈现尧便利学

习资源获取尧 促进课堂及时深度互动的新型教室冶[3]袁

是探索课堂教学结构转变尧实践智慧教育的技术融合

的学习环境遥 Newhouse认为袁技术会影响到教室环境

内发生的各种交互行为[4]袁智慧教室中学生不仅仅是

从环境中汲取资源和服务袁而是与环境进行良好的互

动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Laptop项目增加了学生使用技术

的频率和广度曰增加了以学生为中心尧个性化和基于

问题的学习[5]曰较之简易多媒体教室袁智慧教室环境下

小学数学课堂中以野教师为导冶的互动行为和以野学生

为主冶的互动行为比例接近 1:1[6]曰智慧教室更有利于

教师开展创造性教学活动[7]遥 对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

学结构的研究是教育技术理论建构的原点[8]袁本研究

将在智慧教室环境教学应用研究基础上袁分析智慧教

室环境下的课堂教学结构袁窥探技术在教学结构变革

中的作用袁 提炼技术增强的教学结构的典型设计袁丰

富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学结构的研究遥

二尧技术发展与教学结构变革

渊一冤技术发展对教学结构的影响

辩证唯物主义已阐明任何事物都是有结构的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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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这一复杂系统亦具有结构性遥 野结构冶是系统内

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尧相互作用的方式[9]曰教学

结构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尧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

下袁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

式袁是教学系统四个组成要素渊教师尧学生尧教学内容

和教学媒体冤相互联系尧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10]遥 系统

具有哪些要素袁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袁是教学结

构涉及的两个主要问题遥 对于教学系统的构成要素袁

已有研究基于着眼点的不同袁还存在着野三要素冶野五

要素冶野六要素冶野七要素冶等观点曰对于要素之间的关

系袁 已有理论和实践讨论的焦点是教师与学生的关

系袁在此基础上的不同看法或师生行为表现形成不同

的教学结构袁如野以教师为中心冶野以学生为中心冶野主

导要主体型冶遥 完整的课堂教学表现为一定的教学活

动进程袁教学结构即教学过程的结构曰而在研究教学

过程时袁人们会指向教学模式尧教学策略尧教学方法尧

教学活动等不同层级袁以此理解教学结构时袁教学结

构表现出层级性院 在宏观层面体现为教学模式的结

构袁在中观层面体现为教学策略尧方法和活动的结构袁

而在微观层面则体现为各个教学要素的结构[11]遥

野变革冶是指事物渊多指社会制度冤本质发生改变

的活动及其结果[12]曰野变革冶预示着对现有状况的一种

改变袁是旧的逝去和新的降生遥 教学结构变革是信息

技术整合于课堂的实质袁改变原本知识单向传输的师

生行为过程以提高教学质量袁培养当下及未来社会需

求的创新型人才是教学结构最为本质的变革遥以往教

育改革实践中袁 技术的作用影响着教学系统要素种

类尧要素数量尧要素比例尧要素联结方式的变化[11]袁进

而影响着教学结构的发展袁促进教学结构变革遥 渊1冤要

素种类的变化遥文字尧印刷术的出现推动教材的产生袁

实现教学结构由教师和学生的 野二要素冶 向教师尧学

生尧教材的野三要素冶变革曰媒体技术的发展又促使野教

学媒体冶成为教学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袁数字化

环境下的教学表现为野四要素冶的联系与作用遥 渊2冤要

素数量的变化遥 改变系统要素数量而转变结构袁典型

的是网络教育尧MOOC等通过学生数量规模化而实现

的教学创新遥 技术的发展尧知识开放与共享理念催生

出各类在线课程形态遥虚拟学校通过网络为各阶段学

生提供相应课程袁MOOC则是一类在线尧开放尧支持大

规模人数参与的新型课程模式袁 两者消融时空界限袁

呈现一种开放的在线学习结构袁对教育广度有着深刻

影响遥渊3冤要素比例的变化遥改变系统诸要素在系统中

的比重袁野以教师为中心冶野以学生为中心冶野主导要主

体型冶 三类不同的教学结构凸显了教学活动中教师尧

学生主体地位的不同遥 野准备上课尧复习旧知尧讲授新

知尧巩固新知尧布置作业冶这一经典五步教学法长期存

在袁形成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袁日益受到发现式

学习的影响和冲击遥 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结构凸显

建构主义学习理念袁突破以知识为中心的设计袁却在

强调学生主体性的同时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遥面对

个性尧优质尧创新的教育需求袁野主导要主体型冶教学结

构结合两者优势袁既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

用袁也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遥 渊4冤要素间联结方式的变

化遥 媒体资源辅助教师展示讲解尧学习终端及数字资

源支持学生自主探究袁不同技术及其与学习活动的整

合深度形成不同的教学系统要素间的联结与作用袁课

堂呈现出不同的教学结构遥 此外袁翻转课堂教学流程

的逆序创新将课堂教学主结构由讲解尧练习尧评阅发

展为自学尧测练尧研学袁表现为教学方法结构及其联结

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教育改革实践遥

渊二冤教学结构变革的动因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袁变革来自两种动因袁一是行

动系统间信息或能量交换的过量袁进而改变了系统内

部和系统之间信息和能量的输出曰二是来自信息或能

量供应不足袁从而引起系统内部或外部结构的重新调

整 [13]遥 前者可以视为一种理念引领以谋求变革的思

路袁后者则是问题驱动顺应变革的姿态遥

1. 理念引领以谋求教学结构变革

教育理念是建立于教育规律基础之上的野远见卓

识冶[14]袁为事物发展指明前进方向袁具有引导定向的意

义遥 以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为引领袁与现有教学结

构的冲突将促使人们主动寻求教学结构的变革袁通过

调整教学结构各构成部分逐步实现教学系统内部及

与其他系统之间信息和能量的平衡遥这种变革的结果

是构建适宜的教学结构袁并由教学结构变革来推进教

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袁如实现公平尧均衡尧开放的教育

体系结构袁高效尧民主尧和谐的治理结构袁便捷尧丰富尧

适需的服务结构袁 促成蕴含教育理念的教育创新袁促

进教育质量的提升遥

2. 问题驱动教学结构变革

社会学领域袁结构功能主义者将野结构冶与野功能冶

联系起来袁主张从事物的野结构冶出发探讨事物的野功

能冶遥 结构决定功能袁在要素既定的条件下袁有什么样

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功能袁优化结构就会产生最佳功

能遥 而功能亦反作用于结构袁功能输出的不适应必将

引起结构的变化遥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袁促进

个体发展将是教育的首要功能袁其他一切功能渊如教

育的政治功能尧经济功能尧文化功能冤都是野发展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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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冶与社会环境作用而体现的遥 从古代教育到近代教

育袁再到现代教育袁不同历史时期尧不同社会需求下袁教

育的个体发展功能逐步凸显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遥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袁人们寄希望于

教育培养出各类紧缺人才以提高国家竞争力遥在野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冶野中国制造 2025冶等背景下袁信息技术

作用的全球经济需要更多具有先进技能和学习能力的

工作者袁尤其是创新型人才遥 面对教育功能的演进需

求袁学校教育情境中教学系统与环境尧子系统与子系

统之间的功能输出不适应的各方野耦合冶将导致教学

结构的变化袁此时教学结构不寻求变革就难以产生所

需的教育功能袁野不满冶的信号会驱动寻求变革的方向

以适应当下及未来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遥

在智慧教育理念及当前教育发展难题双驱动力作

用下袁构建智慧学习环境以变革传统课堂教学结构袁是

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尧 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举

措袁是推进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的有效切入点遥

三尧智慧教室环境下的课堂教学结构分析

从教学结构层面分析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与学袁

有助于呈现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活动的行为规则袁揭

示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本质遥教学视频分析是课

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袁以下将选择 16个优秀课例袁

分析智慧教室环境下的课堂教学结构遥

渊一冤分析框架

Jacobson依据学生所获野指导冶的不同袁将教学方

法的结构划分为高结构化的教学方法渊以野H冶表示袁

如教师讲座冤尧低结构化的教学方法渊以野L冶表示袁如发

现学习 冤袁 并形成 SPS 渊Sequencing of Pedagogical

Structure冤 框架袁 区分了四类教学结构序列院 高高型

渊HH冤尧高低型渊HL冤尧低高型渊LH冤尧低低型渊LL冤[15]遥 在

此基础上袁研究者新增地位特征和时序特征形成修订

后的 SPS框架[11]袁区分了 11 种混合学习系统的结构

序列遥

根据教学结构层级性袁智慧教室环境下的课堂教

学结构分析将以完整课例为分析单位袁以教学视频为

分析对象袁开展两个层面的分析院I 分析课堂教学活动

系统袁以时间轴为主线将课堂教学进程解构为具有教

学意义的活动片段袁再以教学活动为单位微观描述教

师尧学生尧教学媒体尧教学内容及其相互作用曰II 分析

教学结构序列袁串联解构后的教学活动袁参考修订后

的 SPS框架确定课例的教学方法结构序列袁具体见表

1遥基于课例分析研究教学方法结构间的联结方式袁将

为智慧教室环境下的应用设计及教学结构研究提供

相对深入的视角遥

渊二冤分析过程

参考 TMISS等视频分析基本步骤袁 通过样本选

取尧教学环节分析尧教学活动编码尧教学结构序列分

析尧结果分析的过程袁完成对智慧教室环境下课堂教

学结构的分析遥

表 2 分析课例

1. 样本选取

研究选择的 16个优秀课例来自上海闵行区电子

书包项目以及野智慧好课堂冶邀请赛袁具体见表 2袁课

例内容为现场摄像记录下的课堂真实状态遥课例具体

小学

语文

C1院律师林肯

小学

数学

M1院计算比赛场次

C2院空气中的野流浪汉冶 M2院植树问题

C3院将相和渊1冤 M3院梯形的面积

C4院将相和渊2冤 M4院周长与面积的应用

C5院作文评改课
M5院长方形尧正方形体

积计算应用

小学

英语

E1院I can Swim
小学

科学

R1院探究饮用水水质

E2院Alien Finding R2院3D打印杯垫

E3院It's very old R3院热是怎么传递的

I教学活动分析

II结构序列分析
教学环节

教学系统组成要素

教师 学生
教学媒体

教学内容
技术支持 使用主体

以时间轴为主

线袁 分析课堂教

学环节袁 形成课

堂教学过程的活

动片段

分析教师角色

渊1冤讲授

渊2冤示范

渊3冤交互引导

渊4冤指导

渊5冤协调讨论

分析学生角色

渊1冤接受者

渊2冤主动的信息加

工者

渊3冤建构者

描述具体使用的

技术功能

渊1冤教师

渊2冤学生

渊3冤无

分析认知目标

渊1冤记忆

渊2冤理解

渊3冤应用

渊4冤分析

渊5冤评价

渊6冤创建

参考修订后的

SPS框架袁确定教

学方法结构序列

表 1 智慧教室环境下课堂教学结构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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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 导 入 讲授新知 练习巩固 升华总结

语文阅读课

C1 练习导入 整体感知要内容初读袁精读品味要探究体验
拓展延伸要朗读讲解袁

自由表达
总结回顾

C2 预习反馈导入 精读品味要内容研读 要 作业布置

C3 释题导入 整体感知要结构梳理袁精读品味要内容研读 要 要

C4 要 要 写话练习 作业布置

作文评改课 C5 预习反馈导入 佳文评析 自主/小组习作修改 作业布置

数学探究课

M1 创设情境袁提出问题 自主探究/讨论袁解决问题 课堂练习 要

M2 创设情境袁提出问题 自主/小组探究/讨论袁解决问题 课堂练习 要

M3 预习导入袁布置任务 自主探究/讨论袁推导公式 要 课堂总结袁作业布置

M4 创设情境袁提出问题 自主/小组探究/讨论袁解决问题 要 课堂总结

M5 复习旧知袁提出问题 自主/小组解答/讨论袁归纳应用情境 综合练习 要

英语听读课

E1 师生对话 自主听读袁同伴对话 知识应用 要

E2 情境导入 师生对话袁小组讨论
分析改错袁 练习巩固袁

组织对话袁完成任务
课堂总结

E3 练习导入 听读练习袁师生对话袁自主听读袁学生互评 小组写作袁汇报反馈 要

科学探究课

R1 要
实验准备要小组介绍实验方案尧 小组分工袁

实验探究饮用水水质
要 课堂总结

R2 要 教师示范工具使用袁小组探究袁制作杯垫 要 教师点评袁课堂总结

R3 课前探究结果分享 小组探究袁实验设计与展示 要 要

包括语文渊5个冤尧数学渊5个冤尧英语渊3个冤三个学科的

基础性课程以及科学探究渊3个冤的拓展性课程曰分布

于小学阶段的中高年级遥

2. 教学环节分析

在野导入尧讲授新知尧巩固练习尧升华总结冶课堂教

学基本环节基础上袁因学科及其课型的不同袁课堂连

续事件表现出不同的教学进程遥以基本环节为分析框

架袁通过观察课例袁记录活动持续时间并概括活动主

题袁解构每一个课例的同时建构出案例涉及学科及其

课型的教学环节遥

3. 教学活动编码

以解构后的教学活动为单位袁参考表 1中列出的

编码体系袁细化描述活动中的师生角色尧教学媒体及

其使用主体尧教学内容的结构化程度及其指向的认知

目标遥

4. 教学结构序列分析

参考修订后的 SPS框架袁根据教学活动系统分析

确定采用的教学方法的结构类型曰根据教学方法持续

时间所占比例确定结构的地位特征袁以大写字母渊H尧

L冤表示所占权重大袁小写字母渊h尧l冤表示处于辅助地

位曰根据教学活动进程中不同教学方法发生的时序性

确定结构的时序特征袁两种教学方法同时发生用加号

野+冶表示袁顺序发生则用箭头野寅冶表示袁由此确定教学

结构序列袁完成单个课例的分析遥

5. 结果分析

经上述分析袁从课堂教学环节尧野教师要学生要技

术冶关系尧野教师要学生要内容冶特征尧教学结构序列四

个方面描述 16个课例的分析结果遥

渊三冤分析结果

1. 课堂教学环节

初步观察教学视频后袁 可以发现 16个课例中袁

C1-C4为语文阅读课袁C5 为作文评改课曰M1-M5 为

数学探究课曰E1-E3为英语听读课曰R1-R3为科学探

究课袁具体见表 3遥 语文阅读课呈现课堂导入尧泛读感

知尧精读品味尧迁移训练和总结提升的教学过程袁其中

精读品味环节的授课时间最长袁教师在该环节设计了

基于资源的学习渊C1冤尧基于电子教材的学习渊C2尧C3冤

等活动曰其中 C3与 C4是两个课时的读写结合设计袁

C4主要是学生内容创作渊写话练习冤的过程遥 C5的作

文评改课可归纳为教师佳文评析尧 学生自主/协作修

改习作的过程遥数学探究课是典型的基于问题解决的

学习袁表现为问题提出尧问题解决尧应用巩固尧升华总

结的教学过程袁其中问题解决可以是多个问题的迭代

过程遥 M1的比赛场次方案尧M2 的植树方案尧M3的梯

形面积计算方案尧M4的铺地砖方案等袁均是指向具体

问题情境的探究过程遥英语听读课以教师引导下的师

表 3 课例教学环节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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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

程度

学习活

动控制

学习内

容控制

技术

控制
教学媒体 媒体功能

高结构 T/D T/D T/D
教学资源渊如多媒体课件冤袁学科工具渊如几何画板冤袁

练习/测验工具
辅助教师展示讲解

低结构

T/D
T/ID

S/D

T/ID

S/D

学习终端尧电子教材等学习资源袁Flash尧模拟仿真软件

等内容体验工具袁课堂交互系统要学生演示

学生学习工具袁用于体验内容尧表达

展示尧讨论共享等

T/ID

S/D

T/ID

S/D
S/D

学习终端袁思维导图尧Sketchup尧Wiki 等袁内容创作工

具袁即时通讯工具

学生学习工具袁用具调查研究袁内容

创作等

生对话尧学生自主听读尧自主测试尧小组对话活动为

主遥 科学探究课是任务驱动的探究学习过程袁课堂时

间集中于学生的共同探究袁R1中通过实验探究而得

出水质变化情况袁R2中设计模型尧创建杯垫袁R3中设

计实验尧预测热传递现象遥

2. 野教师要学生要技术冶关系

编码记录了每一个教学活动中的技术使用主体

及时长袁统计发现袁16个课例中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技

术进行学习的比例均值为 49.95%遥 根据每一个教学

活动中具体技术的描述袁教师与学生交互过程中呈现

三类媒体功能院辅助教师展示讲解袁支持学生体验内

容尧表达展示袁支持学生调查研究尧内容创作袁不同的

功能角色将产生不同的野教师要学生要技术冶关系遥

杜肯大学的 Jones根据教师和学生对学习活动尧

学习内容尧技术的控制不同来分类野教师要学生要技

术冶三者之间的关系[16]曰映射至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

学袁三类媒体功能可以细化描述三类教学关系袁具体

见表 4院渊1冤教师直接控制渊以 T/D表示冤学习活动尧学

习内容及技术操作袁此时技术作为媒介辅助教师向学

生讲授尧示范或提供交互引导袁表现为高结构化的教

学过程曰渊2冤 教师直接控制学习活动袁 学生直接控制

渊以 S/D表示冤尧教师间接控制渊以 T/ID表示冤学习内

容和技术袁学生通过电子教材/Flash等自主加工尧协调

讨论袁教师在此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指导袁引导学生参

与讨论袁体现为低结构化的教学过程曰渊3冤学生直接控

制三者袁教师间接控制学习活动尧学习内容袁此时的课

堂以学生为中心袁 学生在自主/小组探究过程中完成

任务/创建作品袁亦是低结构化的教学遥

上述分析表明袁不同教学媒体在创建高低教学结

构上各具优势曰高尧低结构教学中技术与教师和学生

亦体现出不同的联结方式袁体现了技术与学习活动整

合的不同深度遥

3. 野教师要学生要内容冶特征

16个课例解构后的教学活动中袁 认知目标 野理

解冶所占比例最大遥英语听读课和语文阅读课以记忆尧

理解尧应用的低阶认知目标为主曰而作文评改课尧数学

探究课和科学探究课则呈现出培养学生分析尧 评价尧

创建的高阶认知目标走向袁 学生掌握知识内容基础

上袁要求能够运用已有知识进行内因分析袁或针对内

容完成评价袁或对知识的内化通过野创建作品冶进行再

构建和外化表现遥其中科学课与探究性活动的适配性

最高袁学生在探究新知过程中以教师适当引导下的实

验设计和验证活动为主遥

学习内容根据结构化程度的不同袁可分为良构领

域的知识尧劣构领域的知识袁后者是前者应用于具体

问题情境时产生的有关概念应用的知识遥语文阅读课

中的字词理解尧文本结构等内容袁英语听读课中的词

句理解尧文本朗读等内容属于良构领域的知识袁指向

低阶认知目标袁此时的学习往往是封闭的尧预设的袁是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曰教师为讲授者袁学生为知

识接收者曰教学过程以班级活动为主袁教师控制整个活

动过程袁教学结果趋于封闭遥数学探究课中问题解决方

案的探究尧 科学探究课中的实验探究都属于情境化任

务袁指向高阶认知目标袁此时的学习是开放的尧生成的袁

主张让学生在真实问题情境中通过自己的思考尧体验

和反思去发现知识曰教师成为帮促者袁学生成为信息

的主动加工者尧知识的构建者曰教学过程中互动主体

更为丰富多元袁个人活动尧小组活动增多袁师生共同管

理教学过程袁教学结果开放不确定并具有创新性遥

在 16个课例中袁数学尧科学课更多围绕劣构领域

的知识展开探究式学习袁 采用低结构化教学方法袁指

向高阶认知目标曰相应地袁良构领域的知识更多采用

高结构化教学方法袁面向低阶认知目标遥

4. 教学结构序列

根据教学活动进程及教学方法的结构特征尧地位

特征和时序特征分析袁形成表 5的各课例的教学结构

序列遥 语文阅读课渊除 C4外冤尧作文评改课尧英语听读

课采用 HL型教学结构序列设计曰 其中英语听读课

渊E1袁E2袁E3冤中高结构化方法持续时间所占比例高于

语文阅读课渊C1袁C2袁C3冤袁低结构化教学中仍体现教

表 4 野教师要学生要技术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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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课型 案 例 教学结构序列

语文

阅读课

C1院教师通过词语搭配练习引入新课袁带领学生感知课文曰学生借助平板和 Flash自主探究尧自由表

达袁重点研读课本袁教师不断引导思考
h寅(L+h)

C2院教师通过预习作业反馈引入课堂曰学生借助平板和电子教材重点研读灰尘的大小尧来源尧管教三

大内容袁教师不断引导思考
h寅(L+h)

C3院教师释题导入课堂后袁带领学生归纳结构以整体感知课文曰随后学生借助平板和电子教材自主研

读尧合作研读课文
h寅(L+h)

C4院在上一课时研读课文基础上袁学生完成写话练习并全班共享交流曰最后由教师总结并提供知识链接 L寅h

作文

评改课

C5院课堂前一半时间教师主导袁引出主题并通过佳文评析强调作文评价量表曰课堂后一半时间学生自

主剖析病文并自我完善习作
H寅L

数学

探究课

M1院教师为学生呈现体育比赛需安排场次的情境袁学生识别问题自主创建比赛场次方案袁并在全班进行

协作交流袁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引导学生讨论尧展示尧思考等曰最后教师设计练习袁应用不同方法解决问题
(L+h)寅h

M2院教师通过真实问题情境引入植树问题袁学生自主探究植树方案袁小组协作分析不同方案的异同

点袁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引导学生讨论尧展示尧思考等曰最后教师总结计算方法袁设计巩固练习
(L+h)寅h

M3院教师呈现课前作业完成情况袁找出并编码不同的计算梯形面积的方法袁布置任务对方法进行分类曰

学生小组交流分类想法袁班级汇报袁并合作归纳梯形面积计算公式曰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和补充升华
(L+h)寅h

M4院教师通过动画引入问题情境袁学生小组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袁班级协作分析不同方案的异同点袁并实

际验证问题解决方案袁教师在整个过程引导学生讨论尧展示尧思考等曰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和补充升华
(L+h)寅h

M5院教师在复习立方体体积计算公式基础上提出问题袁学生自主解决问题尧小组交流问题解决方法袁

在教师引导下归纳公式应用条件袁最后在综合练习过程中总结和升华
(L+h)寅h

英语

听读课

E1院教师播放歌曲 MV导入新课袁通过音频和实时录音引导学生正确朗读单词和句型袁小组对话加强

学习曰学生小组讨论袁应用已有知识完成自我介绍袁并在班级内进行个人展示
H寅(L+h)

E2院教师创设情境袁讲授新知袁并引导学生分组对话练习曰学生运用新知袁小组讨论袁完成改错袁明确语

法使用袁并小组合作绘制外星人袁据此创建相应的问答对话袁在班级范围内进行小组展示
H寅(L+h)

E3院教师引导师生对话袁帮助学生掌握句型曰学生自主朗读袁录音并分享互评曰学生使用平板自选资源

完成学习袁小组合作写作并展示分享
H寅(L+h)

科学

探究课

R1院课前学生已建立小组并采集相应品牌饮用水用于课堂实验曰课堂中学生小组介绍实验方案尧核心概

念以及小组分工袁再通过实验仪器记录实验数据尧绘制实验结果图袁并进行全班范围的小组汇报交流
L寅L

R2院先由教师创设情境明确任务袁强调 SketchUp软件渊用于建模冤的使用曰学生组建小组袁明确分工袁获

取需求建立杯垫模型袁3D打印完成杯垫制作袁并在班级范围内进行小组作品展示
h寅L

R3院在课前热传递小实验探究结果基础上袁学生课堂分享实验探究现象袁并由教师引导进行合理的猜

测推理袁进一步设计相应的验证实验方案
(L+h)寅L

师的引导作用袁以野L+h冶表示曰C5中高尧低教学方法接

近同等地位袁且以顺序进行遥 数学探究课采用 LH型

教学结构序列设计袁先由学生进行问题解决或内容创

作袁再由教师进行总结与升华袁其中高结构化方法所

占时间比均低于低结构化方法袁但课堂强调教师的引

导与总结遥 科学探究课渊R1袁R3冤连通课内尧课外设计袁

呈现出 LL型教学结构序列袁 低结构化教学更适合于

结构不良的实验探究活动遥 C4是语文阅读课读写设

计中写的部分袁R2是任务驱动的学习过程袁 前者为

LH型尧后者为 HL型教学结构序列袁其中低结构化方

法持续时间所占权重大袁 高结构化方法占辅助地位袁

两者以顺序进行遥

上述分析表明袁智慧教室环境下已较少出现 HH

型课堂袁即教师讲授辅以学生练习的纯高结构化课堂

形式曰而学科尧课型中教学结构序列也存在差异袁不同

结构序列有着不同的功能特征与使用范围遥

四尧分析结果讨论

渊一冤教学结构序列设计

表 5呈现了智慧教室环境下不同学科课型教学

结构的具体设计袁为野主导要主体型冶教学结构的拓展

与丰富提供了具体的设计案例遥 在结构特征方面袁低

结构教学强调课堂生成袁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

体地位袁更适用于劣构领域知识袁此时技术成为学生

的学习工具曰 高结构教学则是面向良构领域知识袁教

师基于预设通过直接任务施以教学袁技术主要辅助教

表 5 智慧教室环境下课堂教学结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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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展示讲解遥 具体教学中袁如何从单纯的教材知识发

展为情境的尧真实的问题任务袁从而低结构地实施教

学袁是智慧教室环境下实现学生主体性尧教与学实践

创新尧技术应用价值三者融合统一的关键遥

观察地位特征时袁16个课例中高尧低结构教学兼

顾袁总体呈现出低结构教学为主尧高结构教学为辅的

设计趋向遥高尧低结构教学的地位应根据学科及课型尧

学习者特征等因素确定袁如科学探究课易出现与传统

课堂截然相反的纯低结构化实施遥但低结构实施中大

都贯穿着教师的引导渊多以野L+h冶表示低尧高结构教学

同时发生冤袁正如已有研究所表明的袁自主学习并不意

味着教师放任学生袁缺乏教师有效指导的自主学习将

无法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17]遥

考虑时序特征袁16个课例中未出现 HH型结构序

列袁说明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已不再是纯粹的高结

构实施遥 HL型结构序列先以教师主导的师生对话为

主袁再为学生提供自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袁但此时的

自主学习目标通常面向理解尧应用尧分析认知目标袁重

在理解词句尧应用表达尧体验分析内容袁适用于语文阅

读尧英语听读课的课堂教学遥 LH型和 LL型结构序列

中学生先进行探究活动袁课堂对话内容是分析推理野为

何冶野怎么样冶野可能会冶等指向高阶认知目标的问题袁课

堂设计留白让学生亲历知识发现过程并且能够运用

知识解决真实情境问题袁两类设计适用于数学尧科学探

究课袁能够凸显学生主体地位袁实现师生尧生生之间多

元尧更深度的互动遥 Jacobson的实证研究表明袁学生对

野电流冶 概念性和程序性知识理解的前后测中袁LH型

结构序列有显著差异袁 而 HH型结构序列无差异[15]袁

即从低结构到高结构序列的学习效果要好于纯高结

构教学遥但仍需更多的实践来验证分析不同结构序列

的学科适应性与有效性遥

渊二冤技术应用价值

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一直存在着野慢性冶特

征袁并未能像医疗尧交通尧金融那般因技术带来的便

利性而被人们广为应用袁 原因是技术给教育带来的

便利性只是附加价值袁 为学生创建良好学习体验才

是核心价值遥 不同的野教师要学生要技术冶关系对应

不同的活动组织形式尧教与学的行为袁体现技术与学

习活动不同程度的整合遥 技术从辅助教师展示讲解袁

到成为学生的学习工具袁技术在低结构教学实施中更

能凸显其应用价值袁此时的教学更能触及学生内心世

界以有效引发其学习体验袁实现意义建构而促成学生

发展遥

新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教育过程的性质[18]袁

大班化教学过程中袁 教师无法了解每位学生的情况袁

学生也无法获取教师的即时反馈袁课堂信息传输是单

向的袁此时的教学互动是低效益的曰智慧教室环境下

的课堂成为信息对称的教学空间袁技术的参与使得师

生之间的交互反馈建立联结袁 教学交互呈现出即时

性尧个性化遥 以往教学中不是每一位学生都有参与的

机会袁而智慧教室环境的技术丰富性及低结构教学中

的技术参与性使得学生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袁学生可

以自主建构知识或解决问题遥正如对课例 M1的 FIAS

分析显示袁野学生操作技术冶编码稳态格中记录的数字

渊270冤远远高于其他编码对应的数据袁表明学生使用

技术学习的行为持续时间长曰同时袁课堂上学生语言

比率渊59.6%冤高于教师语言比率渊29.25%冤袁学生应答

与主动发言比率渊24.6%冤也表明学生是课堂的主体袁

更多地在教师设置的开放性问题中主动发言曰课堂上

间接影响与直接影响的比例渊110%冤尧积极影响与消

极影响的比例渊207%冤均大于 1袁说明教师将直接指导

转变为间接方法袁对学生施以积极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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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eaching Structures in Smart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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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structure is an effective point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The analysis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structure in smart classroom is helpful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typical design and reveal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is paper takes 16

excellent teaching cases in smart classroom as analysis objects, and adopts video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system element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n micro level and the structural sequence of teaching

methods in medium level to present four aspect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link, "teacher -student -

technology" relation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eacher -student -content", and the structural sequence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teaching media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in

creating high or low teaching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can highlight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w structure teaching. Concept application knowledge for real situation is suitable for

low structure implementatio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class types have different teaching structure

sequence, and the low structure teaching emphasizing classroom generation has become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efficient classroom in smart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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