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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人工智能 +X”跨学科融合教学：

理论框架与实践策略

梁云真袁 刘瑞星袁 高思圆

渊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袁 河南 新乡 453007冤

[摘 要] 跨学科教学作为一种新的育人方式袁对推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发展尧培养面向智能时代的高素质人

才具有重要意义遥人工智能跨学科尧多领域的特征决定了人工智能教育必须依靠跨学科的交叉融合遥为探究人工智能教

育与学科融合的内在机制袁设计中小学跨学科融合教学活动袁文章深入剖析了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内涵袁以

情境学习和活动理论为依据袁明确了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活动系统的关键构成要素及其特征袁构建了以人工

智能和学科的深度融合为支撑袁以选定教学内容尧明确教学方法尧创设教学资源尧设计教学评价为过程袁以适应未来智能

社会为目标的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理论框架遥基于此袁从目标定位尧内容设计尧活动组织尧资源创设与评价方

法五个方面提出了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实践策略袁以期为中小学跨学科融合教学提供参考袁助力中小学人

工智能教育的提质增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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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21世纪以来袁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袁社会生产

过程从简单机械的单一模式发展为大规模自动化的

智能模式[1]袁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迈向智能文明[2]遥 全

面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袁促进野工业化教育冶向野智

慧型教育冶转变袁是培养未来智能社会发展所需公民

的必然选择遥世界各国纷纷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国家

战略袁我国也发布了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曳叶高

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曳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袁

明确提出野构建人工智能多层次教育体系冶[3]袁野在中小

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冶[4]遥人工智能教育对于

培养具备智能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尧促进学生高阶思维

能力和整合思维发展具有重要作用[5]遥 由于人工智能

本身具备跨学科特性[6]袁单一化尧标准化的学科教学难

以培养学生在复杂情境中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7]袁因

此袁强调角色迁移尧协作互助尧基于真实情境进行实践

体验的跨学科融合教育将在人才培养新模式中扮演

重要角色[8]遥 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渊2022 年版冤曳将跨学

科主题作为课程内容的一个关键要素袁规定各学科均

要开展跨学科学习活动袁强化学科间的关联袁增强课

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9]遥在此背景下袁深入探究人工智

能教育与学科融合的内在机制尧构建人工智能教育与

学科教学融合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相关研究

国外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兴起和发展较早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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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将人工智能教育与 STEM教育结合袁 并且通过高

校与中小学协同的方式开展人工智能教育[10]曰新加坡

主要通过编程教育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袁 教师通过基本

的编程内容和数据运用技能设计实践教学袁 并指导学

生运用编程语言开发人工智能方案袁 以处理面向现实

的生活问题[11]曰美国在多份国家战略性报告中指出袁要

通过计算机科学教育尧STEM教育在中小学普及人工

智能教育袁重视思维培养[12]遥 总之袁跨学科融合渊STEM冤

是当前国外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主要趋势[13]遥

目前我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主要依托信息技

术尧计算机科学尧创客和 STEM课程袁借助编程尧机器

人等工具进行[14]遥例如院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基于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框架构建了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体

系袁体现出人工智能技术与各个学科的交叉创新[15]曰温

州中学借助 Arduino创意机器人尧Python等开发了基

于真实问题的创客类选修课程袁落实人工智能教育[16]遥

创客教育强调学生的动手创造能力袁但往往过于关注

技术应用而忽略知识迁移遥同时袁STEM教育需要突破

现有的学科知识和思维方式袁仅通过编程教育尧机器

人教育难以真正实现跨学科的理念[17]遥 人工智能教育

涉及数学尧计算机科学尧物理尧生物尧心理学等多门学

科袁覆盖知识面广袁跳出现有的学科框架和思维方式袁

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与现有学科课程深度融合[18]袁

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遥

渊二冤跨学科融合教学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有关跨学科教学的相关研究主要和

STEM教育相关遥 例如院詹泽慧等人提出以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导向的 C-STEM教育袁从培养方

式和能力发展两个维度构建 ETIC 学科融合教育框

架袁提出了感受体验型尧技艺训练型尧探究学习型尧创

新创作型四种 C-STEM项目教学模式[19]曰张屹等人设

计了基于 STEM教育的跨学科整合课程 野气球火箭制

作冶袁以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为教学对象袁从学习兴趣尧探

究能力尧认知负荷三个方面对 STEM教学展开了探究袁

结果表明袁基于 STEM的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袁

提升学生探究能力[20]曰李幸以在 STEM教育中融入计

算思维培养为理念袁提出基于设计的 STEM+C理论框

架袁通过教学实践并对教学结果数据进行分析袁发现基

于设计的 STEM+C教学框架对学生发展问题解决尧批

判思维尧算法思维尧协作思维有促进作用[21]遥

除此之外袁也有研究者在跨学科融合教学实践方

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与尝试遥 例如院周伟明基于高中生

认知思维特点袁 从文史哲融合的视角分别在新授课尧

试卷讲评课尧综合活动课三种课程类型中进行了跨学

科融合教学[22]曰陆文博以高中地理课为课程背景袁整

合地理尧历史尧语文尧物理等学科知识设计跨学科教学

课例袁培养学生从多学科视角感知尧欣赏人文环境的

能力[23]曰董宏伟等人围绕野一带一路冶非遗项目袁融合

自然尧人文尧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知识加强学科间的交

叉融合袁形成跨学科主题综合课程袁以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24]遥 总的来说袁我国当前跨学科融合教学实践

呈现出零散分布的特点袁 缺乏统一的跨学科融合范

式遥同时袁随着人工智能教育被引入中小学校袁当前跨

学科融合教学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及与人工智能

教育的联系不够突出遥

国际上人工智能与跨学科融合教学的起步与发展

较早遥 芬兰是世界上较早以跨学科的方式开展编程教

育的国家袁将编程以跨学科的方式纳入到其他学科[25]遥

美国有 11所高中将跨学科作为单独的课程开设[26]袁还在

中小学开设了跨学科的 STEM课程袁 把 Scratch尧Python

等编程课程融入其中袁以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11]遥 日

本将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和人工智能技术两大模块分

别与现有学科课程进行深度融合袁将涉及人工智能基

础知识的数学尧物理尧信息技术等知识融入相应学科

中袁 将人工智能技术体验与实践类的内容加入美术尧

音乐等学科袁从知识学习和技术体验两个维度帮助学

生学习尧感知人工智能[18]遥 由此可见袁跨学科融合成为

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新途径遥

三尧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理论框架

渊一冤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内涵解读

教育学领域关于跨学科的理解主要包括学科融

合和课程统整两个维度遥 从学科融合的维度而言袁学

科间相互独立的教学存在诸多弊端[27]袁科学的深度发

展要求以跨学科的方式展开教学活动曰从课程统整的

维度而言袁野通过跨学科主题将不同学科联系起来袁重

视学生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习得冶[28]遥

本研究中的跨学科融合综合上述两个维度袁在深

入分析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袁结合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与学科融合的程度尧学习活动的情境性等特征袁将野人

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划分为多学科组合尧学科

间整合尧跨学科整合尧跨学科融合四个阶段袁代表跨学

科融合的不同程度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多学科组合的特点是学科的并列和累积遥多学科

指的是对同一问题从多个学科角度分别看待和分析袁

学科和学科间仍是彼此独立的曰组合指所涉及学科之

间类似野水果拼盘冶袁学生从各个分离的学科中学习关

于共同主题的概念和技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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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间整合的特点是有主次尧有主导的学科交叉[8]袁

学生从不同学科中习得的知识和技能是相互关联且

密不可分的遥 学科之间会进行初步整合袁形成主体学

科和平行学科袁 平行学科作为工具向主体学科渗透袁

促进对该学科的理解遥

跨学科整合阶段袁学科之间不再区分主次袁通过

设计综合实践课致力于几个学科课程标准的总体达

成袁STEM教育是当前跨学科整合的重要形式遥

前三个阶段是跨学科深度融合逐渐形成的基础袁

关注的重点在于各学科知识的掌握遥 尽管 STEM教育

表现出了蓬勃发展之势袁 但跨学科学习仅关注部分学

科是不够的袁需要结合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内容袁将

更多的学科知识和实践纳入跨学科体系袁 彻底打破学

科间的壁垒袁 将培养目标上升至问题解决和思维培养

的高度遥 因此袁本研究提出了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深

度融合教学袁即跨学科视角下的人工智能教育袁将人工

智能的内容和实践与具体的学科深度融合袁 依托真实

生活情境袁以问题或项目为载体袁通过跨学科大概念开

展大单元教学袁在协作探究中完成对不同学科尧不同领

域知识的协同建构袁从而训练技能尧提升思维遥

图 1 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四个阶段

渊二冤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活动系统的

构成要素及特征

情境理论认为袁知识是情境化的袁是通过活动不

断发展的遥情境化学习视角下的关注焦点从个体学习

者转向了活动系统的表现和学习[29]遥 活动理论提供了

一个分析不同形式人类活动的跨学科理论框架[30]袁该

框架将活动系统概括为主体尧客体尧共同体尧工具尧规

则及劳动分工六个相互关联的要素袁其中袁主体会按

照一定目的对客体进行转化袁一个活动系统的目标就

是将客体转化为预期的结果遥情境学习和活动理论为

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渊如

图 2所示冤遥

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活动系统的关键

要素及其特征可以概括为院渊1冤以学习者为主体遥学生

首先明确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袁然后借助学习工具

进行问题分析袁 其次通过协作探究实现问题解决袁最

后进行展示交流遥渊2冤以跨学科学习内容为客体遥学生

通过学习将教学内容塑造并转换为学习结果渊问题解

决方案或人工制品冤袁 跨学科融合教学活动的目标在

该过程中得以体现遥 渊3冤以跨学科学习参与者为共同

体遥 学习者主体尧共同完成任务的教师及其他成员以

问题或项目为纽带袁参与学习活动袁完成学习任务袁共

享学习资源遥 共同体的形成使跨学科学习效率更高袁

促进问题解决和跨学科知识体系构建遥 渊4冤以促进跨

学科学习的教学方法为工具遥基于问题的学习和基于

项目的学习等教学方法在主体与客体的交互过程中

起中介作用袁调节学生的学习活动袁进而影响学习结

果遥渊5冤以全过程的教学评价为活动规则遥评价指标应

随不同时期活动形式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袁最终形成基

于活动内容尧面向活动过程尧指向能力提升的全方位

评价体系遥渊6冤以共同体中的学习交互为劳动分工遥教

师间的交互是重要一环袁这是因为野人工智能+X冶跨

学科融合教学面对的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各领域的知

识才能解决袁 这就需要不同学科教师互动与交流袁共

同指导以促进复杂问题的解决遥

图 2 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袁野人工智能+X冶 跨学科融合教学活动

即学生围绕真实情境开展项目式学习和基于问题的

学习袁通过参与实践创作袁将跨学科的教学内容转化

为人工制品或问题解决方案袁教师搭建脚手架并提供

实时指导与评价反馈袁通过共同体的交互促进跨学科

学习遥

渊三冤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基本框架

结合上述分析袁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特征主要表现

在学生发展尧学科工具尧多维融合三个方面遥 首先袁跨

96



2022年第 10期渊总第 354期冤

学科融合教学活动最终指向学习者的全面发展曰其

次袁教学活动的设计体现教学内容的跨学科性和教学

方法的情境性曰最后袁不仅注重知识层面的融合袁更注

重学科思想和思维层面的融合遥 因此袁本研究提出了

如图 3所示的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基本

框架遥 该框架以情境学习和活动理论为理论依据袁以

人工智能和 STEM学科尧人文类学科和艺术类学科等

的深度融合为支撑袁以教学内容遴选尧教学方法使用尧

教学资源创设尧教学评价设计为过程袁旨在达成培养

高阶思维尧提升核心素养尧形成关键能力尧适应未来智

能社会的教学目标遥

图 3 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基本框架

1. 教学目标院适应未来智能社会

随着社会对人才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袁单一的标

准化分科教学由于打破了知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等

弊端袁很难满足技术赋能时代的人才培养需求遥同时袁

物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事物之间的联系更加

紧密袁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多学科知识的共

同参与袁 这就要求学习者打破固有的单一学科思维袁

站在全局角度思考与解决问题 [7]遥 因此袁野人工智能+

X冶 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必须重视问题解

决能力的提升和高阶思维的培养袁将培养适应未来智

能社会的创新人才作为教学的最终旨归遥

2. 教学内容院体现跨学科知识交互

跨学科是多个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互动袁教学内

容应体现知识的跨学科交互遥在确定教学内容时从实

际问题着眼袁以大单元为统摄袁从日常概念逐步深入

到跨学科大概念袁不断丰富跨学科知识结构[31]遥 因此袁

跨学科融合教学要以生活中的问题情境为背景袁以主

题或项目为主要切入点袁 融合人工智能与学科内容袁

探究人工智能与学科间融合的契机袁一方面以人工智

能促进该学科课程目标的达成曰另一方面结合具体学

科的特点进行人工智能技术实践袁促进人工智能相关

知识的迁移与应用袁实现野人工智能+X冶内容的跨越遥

3. 教学方法院促进跨学科学习的产生

野人工智能+X冶的跨学科融合教学需要能够促进

跨学科学习的教学方法作为支撑遥 跨学科教学强调以

学习者为中心袁 跨学科教学活动的设计要充分体现学

生的主体地位袁给学生留有足够的探究空间曰需要以

实际问题为载体袁围绕课程核心概念袁通过展开系列的

教学活动任务袁 帮助学习者在实际情境中把各学科的

知识点融入问题处理的实际活动中袁从而实现跨学科

融合曰还要求将探究纳入跨学科学习的全过程袁探究

就是问题解决的过程袁要求学习者勇于提出质疑并逐

步激活问题探索思路袁形成对全新概念的深刻理解遥

4. 教学资源院支持跨学科教学活动

野人工智能+X冶 跨学科融合提倡学科知识的整

合袁以真实问题为研究对象遥 跨学科学习作为一种新

型的学习范式袁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袁充满活力的

学习气氛尧互帮互助的学习交互和丰富全面的资源支

持使跨学科学习更具有实效遥完备的资源是实现跨学

科融合教学的基础袁 也是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载体袁

因此袁是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关键构成

要素之一袁用以支持跨学科教学活动顺利开展遥

5. 教学评价院挖掘跨学科学习数据

跨学科教学评价借助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学

习证据而展开遥基于证据的学习为复杂问题解决提供

了可行的路径袁一方面借助证据反映学习过程尧证明

学习发生尧呈现学习结果曰另一方面通过证据调控学

习袁促进问题解决方案的形成袁提升个体的能力和学

习绩效[32]遥 基于证据的学习最主要的特点之一便是重

视学习者能力提升袁 注重证据采集以支持全过程测

评[33]遥 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更侧重于培养学

习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袁因此袁更应关注学习者的

实际能力测评袁 将证据导向的测评贯穿于教学全过

程袁有助于促进教学效果的优化遥

四尧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实践策略

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强调通过在真实

的问题情境中进行知识的协同建构袁围绕高阶思维构

成要素及其培养途径袁重塑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目标定

位尧内容设计尧活动组织尧资源创设与评价方法遥 基于

此袁本研究提出了具体的实践策略袁旨在通过跨学科

深度融合助推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发展遥

渊一冤基于学习者画像的精准目标

学科目标是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袁是落实国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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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核心素养的目标细化遥针对中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袁

人工智能教育应该以培养适应未来智能社会的创新型

人才为最终目标遥具体来说袁教学目标主要包括学科知

识的掌握尧 关键能力的提升和核心素养的发展三个维

度渊如图 4所示冤遥 精准定位教学目标是高效课堂的基

础袁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目标袁一方面围

绕核心学科概念袁从知识尧能力和素养三个层面关注学

生的综合发展袁 培养学生适应未来智能社会所需的能

力和素养遥其中袁知识既包括 X学科知识尧人工智能相

关知识袁又包括跨学科教学相关的其他知识库遥 另一

方面袁跨学科融合教学应关注所有学生袁在智能技术

的支持下建立学习者画像袁精准分析学情袁为不同学

生精确设定不同的结果预期袁明确描述应达到的知识

理解程度袁以此建立有梯度且有深度的目标体系遥

图 4 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融合多维目标设计

渊二冤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教学设计

起初关于大概念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大概念的学

科内应用上袁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关注大概念的

跨学科应用遥 研究表明袁设计促进深度学习发生的跨

学科综合课程单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一系列跨

学科大概念来实现[34]袁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教学为跨学

科交互提供了重要支持遥大概念不仅可以促进学科内

知识的融会贯通袁还可以打通学科与学科尧学校与社

会的联系[35]袁从大概念出发设计大单元教学能有效促

进学科核心素养落实到单元中遥

学科大概念的选择是大单元教学实施的关键前

提袁通过分析概念与概念尧情境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袁以及

学生建构认知过程的基本规律来选取学科大概念[36]遥

在从大概念的角度剖析教学内容以确定单元的基础

上袁通过系统规划进阶式目标袁确定单元架构袁进行单

元评估遥本研究以野人工智能+科学冶为例袁结合美国叶下

一代科学标准曳指出的科学教育实施维度[37]袁设计了由

事实现象尧学科子概念到学科大概念尧跨学科大概念的

逐渐复杂抽象的概念序列渊如图 5所示冤袁旨在帮助学

生形成完整的概念体系袁促进核心素养的发展遥

图 5 野人工智能+科学冶大概念层级

渊三冤真实情境下的协同知识建构

基于问题或基于项目的学习是跨学科融合的主

要教学方式[32]袁二者均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袁采用自

主学习或分组协作等方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

题袁协同建构知识体系遥因此袁组建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是促进学校跨学科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遥跨学科融合

教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共同体成员的协同合作袁

即学习者在所探讨的领域里分享观点尧提高知识与技

能袁最终完成共同知识建构的过程渊如图 6所示冤遥

图 6 跨学科学习的协同知识建构

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协同学习中的知识类型有

个体知识库尧团体知识库尧学科知识库和外部知识库

四类袁在真实情境的驱动下袁共同体成员通过多轮知

识获取尧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袁主动建立起知识与个

体生活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袁促进知识的内化与外

化尧社会化与情境化袁实现从问题提出到问题解决的

知识建构过程袁促进高阶思维的培养尧核心素养的提

升和关键能力的形成遥

渊四冤智能技术支持下的资源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为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实施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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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化尧多元化的教学资源保障袁作为野人工智能+X冶

跨学科融合教学的支持系统遥智能技术赋予资源工具

以智能化袁从而放大其对思维发展的支持作用[38]遥 一

方面袁 利用 VR尧AR等新科技营造真实世界的教学情

境袁让学习者参加实际的教学活动袁增强学习体验[39]曰利

用物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等智能技术实现对学习情

境信息的自动感知与分析袁 通过精准测评与预测干

预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遥另一方面袁丰富的学

科资源库尧知识图谱尧可视化工具尧3D建模工具尧网络

平台等软硬件工具能够创造学习过程的情境化记忆袁

有效支持学习者将抽象的概念等转变为现实制品袁帮

助学习者将跨学科知识内容通过适当形式的学习成

果表现出来遥

渊五冤证据导向的全过程教学评价

与传统教学的评价方式不同的是袁野人工智能+

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不仅关注知识掌握袁更关注学生创

新能力和素养的提高袁评价方式也应由单一的纸笔测

验转向多元化的基于证据的全过程测评遥证据导向的

全过程评价利用科学手段收集各类学习证据袁通过举

证表现学生的学习过程尧展示学习成果袁外显学习者

的思维过程与问题处理过程袁从而科学客观地测评学

习者内在思想与内隐能力的发展趋势[33]遥

能力的发展往往是连续尧动态变化的过程袁证据

导向的全过程测评能够持续实时监控并客观展示学

生内隐活动与心理状况的变化袁 为评价 野人工智能+

X冶 跨学科融合教学的效果提供了新的视角遥 证据导

向的全过程测评强调学习结果的可检验性袁将传统的

基于教师主观测量的教学评价转变为基于证据的尧精

确客观的量化描述与分析袁有助于促进教学评价的精

准达成遥 本研究分别对学情诊断尧知识建构及总结提

升三个阶段的评价目的尧证据收集尧评价内容以及评

价工具进行了详细说明袁见表 1遥

五尧结 语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综合化和现实问题的日趋

复杂化袁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将面临严峻的挑战遥 智

能时代的到来呼唤人工智能教育袁创新人才发展呼吁

跨学科学习袁培养兼具人工智能和跨学科素养的创新

型人才尧促进学生面向未来的综合能力提升是教育事

业应该努力的方向遥 因此袁如何将人工智能与其他学

科有效融合袁以促进学生的高阶思维尧核心素养及关

键能力的发展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遥本文首先对已有

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归纳袁深入解读了跨学科融合

的阶段和内涵曰其次袁以情境学习和活动理论为依据袁

论述了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科教学活动系统的构成要

素及其核心特征袁并从跨学科融合特征尧教学目标尧教

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尧教学资源和教学评价六个方面构

建了野人工智能+X冶的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理论框架曰

最后袁以理论框架为指导提出了野人工智能+X冶跨学

科融合教学的五个实践策略袁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人

工智能与学科间的深度融合袁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袁从

而助力智能时代的创新人才培养遥 对于 野人工智能+

X冶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研究尚缺乏相关实证研究袁如何

进一步优化 野人工智能+X冶 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流

程袁该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如何袁如何在实践性课程

中应用推广袁这些问题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遥

教学过程

类目
学情诊断阶段 知识建构阶段 总结提升阶段

评价目的
诊断学生已有知识水平尧 认知风格尧

学习态度尧学习兴趣等基本学情信息

监测学生知识建构状况袁记录进展情

况尧实时动态调控干预

多维立体化评价学生学习成果袁为

后续教学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证据收集 纸质测试尧测验练习尧学习行为数据

实物作品尧课堂观察尧课堂视频尧互动

问答尧课堂行为尧面部表情尧交互数据

和日志数据等

课后评价表尧成果展示尧调查问卷尧

项目报告尧多方评价报告等

评价内容
先前知识能力测验尧 学习风格测试

与兴趣调查尧学习记录分析等

基础知识的掌握尧行为表现尧心理情

感状况尧能力素质的动态变化过程等

思维发展尧能力提升尧互动记录尧行

为参与记录等

评价工具
试题尧 学习风格问卷尧 学习态度问

卷尧高阶思维能力测量表等

作品评价量规尧 思维发展测量量表尧

数字化学习系统尧课堂实录尧学习分

析工具等

试卷与试题尧学习体验问卷尧高阶

思维能力测量表尧协作学习评价表

表 1 基于证据的全过程评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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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way of educating peopl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I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cultivate

high -quality talents for the intelligent era.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AI

determine that AI education must rely 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AI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s, and to desig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eaching activiti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AI+X"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eaching. Based on situated learning and activity theor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key compon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I+X"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eaching activity system.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I+X"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ed teaching is constructed,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and disciplines, with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teaching contents, clarifying

teaching methods, creating teaching resources and designing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aims at adapting to

the future intelligent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AI+X"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eaching from five aspects: goal orientation, content design, activity

organization, resource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AI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eywords] AI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Big Concept Teaching; Evidence -base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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