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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e 

core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is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concrete realization of this thought in teach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lassroom teaching applications. Firstly, it brief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contents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Then it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4 specific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ed in classroom teaching, that is, the position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ing is not clear,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teachers'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re lack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lassroom is inappropriate, and the interactive feedback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s poor. 

Finally,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given, that i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lassroom teaching should focus o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lassroom teaching, enhance teachers' techn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exp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achieve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optimizing classroom teaching,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facilit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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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而信息技术的课堂

教学应用正是这一思想在教学中的具体实现。本文针对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应用中的问题和对策展开研究。首先简要

回顾了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并对信息化背景下课堂教学变革的主要内容及信息技术促进课堂教学变革的作用点

进行了文献综述；然后详细论述了信息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中所存在4点具体问题，即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定位不明确、

教师应用技术的意识与能力有欠缺、信息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不恰当以及信息化环境下的互动反馈贫乏；最后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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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策略，即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应该着眼于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有机融合，提升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

拓展交流渠道并实现多元化评价，从而达到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更利于信息时代人才的培养的目的。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应对策略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度信息化，

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更新。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

的融合不仅会使人类的教育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重大变

化，而且会对我们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学模式、教

学内容和管理方法产生深刻影响[1]。 

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目前，世界各国教

育部门都在大力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2005

年，英国教育部门发布了“利用技术促进学习计划”；2008

年，澳大利亚教育部门发布了“数字教育改革计划”；2010

年，美国教育部门发布了主题为“变革美国教育：以技术

赋能学习 ” 的国家教育技术规划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rogram，简称NETP)。这些规划都高度认同

信息技术对教育产生的巨大的变革，高度肯定了信息技术

在当前乃至未来教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寄希望于信

息技术未来能进一步推动教育系统的整体性变革。 

中国也同样高度关注教育信息化在提高国民素质和

创新能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在第11条明确规定要大

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

与学科课程的整合[2]；2010年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探索

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引领教育

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

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3]；2012年教育部在《教育

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指出“高等教育

信息化是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和提高质量的有效途径”，

要“注重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4]。可见，国家

把教育信息化看作一种政府行为，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制订

出一系列相关政策及法规, 表现出对信息技术在教学中

应用的高度重视。 

自新课程改革以来，信息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

学中，大多教师逐渐体会到信息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的优

越性，开始积极运用信息技术组织课堂，课堂教学已经由

原来单一的授受式教学向多样化教学转变，教学结构正在

发生质变。正确把握和处理教学与技术的关系是保证教学

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5]。目前，信息技术指导下的教学改

革还不够成熟，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仍然存在问题。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概况，简要回顾了中

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并对信息化背景下课堂教学变革

的主要内容及信息技术促进课堂教学变革的作用点进行

了文献综述；然后详细论述了信息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中

所存在4点具体问题：在教学中的定位不明确、教师的意

识与能力有欠缺、课堂应用不恰当、互动反馈贫乏；最后

给出了应对策略，即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应该着

眼于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有机融合，提升教师的技术应

用能力，拓展交流渠道，实现多元化评价。 

2．．．．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概况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概况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概况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概况 

2.1．．．．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回顾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如图1。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萌芽阶

段，这一阶段信息技术刚刚起步，互联网还没有得到大规

模普及应用，因此教育信息化技术主要以建设多媒体视听

教室、远程教学系统等为主，这一阶段末期开始建设中国

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第二个阶段是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动下，要求课堂教学变革

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信息技术已在教育领域得到广泛而

深入的应用，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互联网

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信息资源呈现出一种爆炸式的增长

态势，教育信息化主要内容是各类教育/学科资源、各种

网络教学支持平台以及国家精品课程、教育资源库的建设；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这一阶段随着互联网+、云计

算和大数据等概念的提出和技术的发展，慕课（MOOC）、

翻转课堂、数字校园、微课程等新型的教育教学形态不断

涌现，标志着教育信息化进入了深入推广阶段。 

2.2．．．．信息化背景下课堂教学变革的主要内容信息化背景下课堂教学变革的主要内容信息化背景下课堂教学变革的主要内容信息化背景下课堂教学变革的主要内容 

教学过程是一个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媒体

四个要素构成的稳定结构。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是围绕这四

要素展开的。因此信息化背景下课堂教学变革的主要内容

可以概括为教师教的变革、学生学的变革、教学内容的变

革以及教学模式的变革。 

关于教师教的变革，多数研究者都是从教师的教学角

色、教学方式、教学设计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如余胜泉、

陈玲（2007）通过案例研究分析发现网络环境下教师已经

不在局限于传授者角色，而是逐渐转变为学习活动的指导

者、组织者与参与者，教师的教学设计也从关注教学内容

转变为关注教学过程[6]。王宇飞（2007）认为信息技术环

境丰富了教学信息，拓宽了信息的传递与反馈渠道，学生

变得更加主动，师生关系更加和谐[7]。 

关于学生学的变革，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学习角色、

学习方式上。如祝智庭（2014）在结合技术演进及实践热

点的基础上提到“当前移动计算技术、泛在计算技术、移

动设备的发展为学生创造了更加丰富的学习情境，学生借

助移动设备实现学习情景和学习方式的切换，更好地融合

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同时基于情境感知，学习者可主

动获取知识”[8]。又如徐松（2013）提到交互式环境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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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动参与的可能性，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收信息，而

是主动的获取信息[9]。 

关于教学内容的变革，大多都是围绕阅读方式、写作

方式进行阐述。如邝锦耀（2001）在论述信息技术应用所

引发的课堂教学变革中总结出当前信息技术所导致的阅

读方式的变革表现为从文本阅读走向超文本阅读、从单纯

阅读文字资料发展到阅读多媒体的电子读物[10]。 

教学模式是教学过程四要素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个

稳定的框架。能否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当前教学改

革的关键。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内容封闭，教学手

段单一，教学质量不高，不利于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的

培养，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关于

教学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围绕教

学过程四要素展开。如侧重探讨师生角色关系的，有人

提出了基于多媒体网络教室的“双主”教学模式、基于多

媒体教室的协作教学模式、基于计算机反馈系统的交互

教学模式；侧重学生学习活动的，如从学习活动的性质

和组织形式钟志贤教授（2005）归纳出出信息化教学模

式的类型有“个体-接受、群体-接受、个体-探究、群体-

探究”四大基本类型[11]。二是研究基于整合的理念。如

何克抗、吴娟（2008）从信息技术与教育实现深度融合

的过程这一切入点提出了必须实施能有效变革课堂教学

结构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传递—接受”模式、“探究性”

教学模式、“研究性学习”教学模式、“适时教学”模式，

并展示了实施步骤和实施过程[12]。 

2.3．．．．信息技术促进课堂教学变革的作用点信息技术促进课堂教学变革的作用点信息技术促进课堂教学变革的作用点信息技术促进课堂教学变革的作用点 

信息技术促进课堂教学变革的作用点即信息化背景

下课堂教学变革的原因。许多学者从信息技术的自身特征

及优势以及当前社会背景等角度探究信息技术在课堂教

学变革中的作用。祝智庭（2014）将信息技术的宏观优势

迁移到课堂教学中来阐述信息技术对教育变革的支撑作

用。他指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人类活动的时空

结构、改变了信息活动的社会主体结构以及参与方式、丰

富了信息的表现形式、提供了行为主体的智能代理功能。

技术的宏观优势渗透到课堂教学中，改变了师生的教育关

系，改变了学生的认知方式，丰富了学习资源，极大地增

加了人们的学习机会[8]。梁文鑫（2013）在《大数据——

课堂教学将迎来真正的变革》中总结出大数据是可以实现

课堂教学变革的关键即让每个学生都能以适合自己的方

式与节奏进行学习，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自己原有的基础

上发展前进[13]。郭玉莲（2012）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

教学目标、教学手段、教学评价角度阐述传统教学已不能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4]。邝锦耀（2001）则是从学生的

学与教师的教两个宏观角度指出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

的应用的前景十分广阔，是改革传统教育教学的一个关键

切入点[10]。 

 

图图图图1 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 

3．．．．信息技术在课堂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信息技术在课堂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信息技术在课堂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信息技术在课堂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在课堂中表现出良好的辅助效果，

转变了传统的“粉笔+黑板”的教学方式和“书本+课堂”的

学习方式，传统的教师主导的教学形式正在被师生合作和

小组合作的课堂所取代。然而信息技术的认知性作用的发

挥还存在很大的欠缺，不能有效发挥在学生认知探究过程

的支持作用。可见信息技术变革的课堂教学还不够成熟，

还存在很多问题。 

3.1．．．．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定位不明确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定位不明确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定位不明确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定位不明确 

信息技术最初是作为辅助性手段应用于课堂教学的。

但随着技术发展以及现代化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变化，当前

社会对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等高阶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从侧面反映出传统的授受式课堂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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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因此应该明确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定位，发挥信息

技术变革的作用，促进课堂教学的发展。 

当前教师在情境的创设、问题的导入以及组织教学等

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例如教师利用信息技术作为教学

媒介为学生创设出形象生动的意境，激发学生的兴趣，带

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借助信息技术，教师解决了传统

课堂需要显示图形图像的繁杂，运用信息技术的媒体作用

通过课件生动地显示给学生，转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提

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发

挥了很好的辅助作用，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性手段便捷了教

师组织、处理教学问题。 

但是现代化人才培养要求发挥学生的作用，提高学生

主动探索的能力，培养其创新、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成为

一个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因此，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

作用更多的是作为学生学习、交流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但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当前信息化课堂虽然意识到要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自主合作，发展学生个性，但是

具体到实践中，信息技术环境的开放性、交互性、共享性、

大容量等优势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运用技术支持

学生获取网络资源、支持学生在线互动与支持学生主动探

究等认知过程上的优势作用不显著。可见，信息技术在课

堂教学中的应用仍处于辅助水平，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定

位还不清晰。 

3.2．．．．教师应用技术的意识与能力显欠缺教师应用技术的意识与能力显欠缺教师应用技术的意识与能力显欠缺教师应用技术的意识与能力显欠缺 

教师是信息技术手段的主要实施者，教师运用技术的

意识与能力决定课堂教学的质量。因此，教师应该首先具

备应有的技术素养，保证课堂的进行。再之，教师应该具

备应有的技术能力，保证技术优势的有效发挥。 

信息技术环境的很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很大原因归

结于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作用的缺失。例如，在探究环节，

从形式上看，教师做到组织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或合作探究，

但是在技术利用上，教师缺乏引导学生利用技术环境的互

动优势来组织沟通和协作的意识。例如，在总结性评价中，

许多教师仍然局限于单一的评价，缺乏用技术手段鼓励学

生进行展示和互评的意识，有些教师甚至忽视了这一环节，

认为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可见，教师在技术环境下

的应用意识还很薄弱。 

新型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这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教师在课堂中不能合理的使

用技术支持学生学习，对信息化教学技术的应用停留在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将课堂教学的关注重点放

在课堂教学的环节和阶段上，不能理解课堂教学改革的意

义和方向[15]。具体表现为教师技术应用的能力有限，对

技术功能的认识有限，对技术与课堂的融合理解有限，使

得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发挥受到限制，不利于学生自主性的

发挥，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3.3．．．．信息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不恰当信息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不恰当信息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不恰当信息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不恰当 

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是变革课堂的关键。信息技术与

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能够转变教师与学生之间教与学的

方式，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从而达到新课改要求，适应

时代发展的需要。然而，在现实教学中，虽然技术为教学

选择和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

处置经常陷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16]。 

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为了用

而用”的状态。例如在创设情境环节，很多教师会综合使

用媒体、音像等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但是相当一部分教

师没有理解创设情境的目的，不能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相衔接，仅是单纯的为了创设而创设，学生在目标导向不

明确的状态下学习，影响了课堂效率。 

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过程中还呈现出一种“貌合

神离”的状态，很多教师将技术与模式的简单结合理解为

信息化教学模式。由于教师对于各种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内

涵、规律没有理解，即使将技术应用到自主学习、协作学

习以及个性化学习等教学模式中，技术优势也得不到有效

发挥。在电子书包环境下的个性化学习的案例中，由于教

师对个性化学习本质没有正确的理解，错把自主学习看做

个性化学习，因此技术环境下电子书包支持个性化学习的

功能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课堂效果，也不利于学生自主

性的发挥，影响其个性化发展。 

3.4．．．．信息化环境下的互动反馈贫乏信息化环境下的互动反馈贫乏信息化环境下的互动反馈贫乏信息化环境下的互动反馈贫乏 

新课改要求发展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能力，因此互动

与反馈在教学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而信息化教学模式下

技术环境及工具如网络学习空间、评价系统等，目的都是

为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与反馈提供有利条件，保证互动

反馈的良好进行。 

学生借助技术工具进行互动交流的频率很少。例如在

协作过程中，学生借助聊天室等交互方式进行交流与协作

的行为几乎不存在，这也导致学习共同体还是以传统的交

流进行互动，使得各个成员间的分工不平均，任务的解答

与展示基本集中在组长身上，组内其他学生的参与度不高。

又如在借助网络学习空间进行学习时，只有极少数的学生

通过在线交流的形式进行反馈，可见学生的主动性不强。 

信息化教学模式下要求变革传统的课堂评价形式，积

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评价更加人性化，使之体现学生

的全面性发展。但从案例中笔者发现很多课堂缺少多维度、

交互性的总结与评价，有的甚至忽略评价环节。例如在数

字化课堂环境下的协作学习课堂中，教师只意识到自己要

综合的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却忽视了生生之间的相互评

价。又如在基于网络案例的主体性课堂教学中，教师直接

忽略评价活动，使得教学过程不完整。 

4．．．．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对策略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对策略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对策略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对策略 

针对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问题，结合信息技

术改变课堂教学的作用，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应

侧重于信息技术与课堂的有机融合，为学生的认知、思维

与技能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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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建立教育信息化生态理念建立教育信息化生态理念建立教育信息化生态理念建立教育信息化生态理念，，，，实现技术与课堂的有效实现技术与课堂的有效实现技术与课堂的有效实现技术与课堂的有效

融合融合融合融合 

生态学将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生物与

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信息化教学进程中，学校作为教育

生态系统，受到来自信息技术的冲击。为了将信息技术融

入教育生态系统，有必要在一个综合的、相互联系的生态

环境中看待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它要求不能割裂

任何原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而是应该用系统的、

整体的理念来指导建构和谐共生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将

新的教学环境，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实现技术与教学的有效结合。 

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相融合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这一目标符合教育生态系统的核心价值观，即促进

信息生态学中师生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与技术和教学实践

的和谐互动[17]。因此，树立生态的信息化教学观，为信

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提供良好的生存系统，是实现技术与课

堂教学融合的助推器。 

教育信息化生态观从整体优化的角度考察信息技术

在教育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从以往单一的、单向的

思维转变为多样的、动态的思维，从关注单一的取向标准

转变为系统的把握整体运行质量及效果，从关注教师与学

生之间教与学的行为转变为对教师与学生的实际教育学

习需求。教学信息化生态观关注的不是如何破坏原有生态

系统，而是关注既定条件下如何实现信息技术在教育系统

中与师生、教学实践发生适应性的互通与成长，从而达到

一种平衡状态[18]。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强调

学生是主体，技术只是辅助，在学科教学中，无论信息技

术有多少优势，都要保证课堂不能喧宾夺主，要让信息技

术发挥恰到好处的作用，不要使人与技术的位置发生倒置。

可以看出，建立良好的教育信息生态观对信息技术的合理

运用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4.2．．．．组织有效的技术培训组织有效的技术培训组织有效的技术培训组织有效的技术培训，，，，提高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提高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提高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提高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 

教师和学生是信息技术的实施者，也是确保信息技术

有效实施的关键，因此人力资源建设是信息化教学发展的

重要保证。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有必

要加强团队建设，提高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服务能力。人力

资源建设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教师建设与学

生建设三方面，具体实施为： 

专业技术人员是教师使用技术的保证。在日常教学生

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教师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

不能及时解决，教师可能会放弃使用信息技术。此外，教

师信息技术素养的提高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因此，

在学校中配备全职的技术保障人员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

要上级与学校管理人员积极协调与安排。要继续培养各类

技术人才，确保学校的技术水平和良好的信息技术氛围，

从而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面对信息技术在观念上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但

是在应用上的能力还是欠缺，很多技术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而且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教师要想跟得上信息技术的发展

步伐，就要加强技术应用的水平，在职培训已成为提高教

师应用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学校应该建立考核与认证一

体化的技术标准，设置一些技术课程整合的竞赛、培训，

如国家信息技术培训活动等。学校开始可以强制教师参加，

在教师的参与积极性变高后变为非强制性的鼓励政策，在

教师培训合格后颁发合格证书，并在之后的教师考核以及

职称评定工作中将信息技术培训成绩纳入其中。通过各种

激励措施，教师可以提高应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更新教

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19]。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也是信息技术应用的主要对

象，因此提高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也非常重要。只有当教

师和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共同得到提高才能更好地促进

信息化课堂的有效展开。为了提高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

鼓励学生主要通过培养兴趣来体验信息化课堂的乐趣，从

而引导他们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能力，促进他们

的学习。 

4.3．．．．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拓展交流渠道拓展交流渠道拓展交流渠道拓展交流渠道 

课堂教学中信息技术在呈现知识、情境创设上具有优

势，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工具的多样性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问

题情境，为学生呈现学习内容。除此之外，还被学生用作

认知工具和资源环境，根据教师的任务活动进行探究学习。

通过这些教学活动可以看到，技术正在改变课堂，不断促

进教与学方式的变革。例如在网络案例学习中网络学习空

间为学生、教师、家长同时开放了交流平台，数字化课堂

环境下也为协作学习提供数字化交流平台。但是在看到优

势的同时不能忽视弊端，通过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应用

过程主要以基本功能的使用为主，而在学生开展认知与探

究过程中技术支持功能缺乏。 

任何形式的学习都离不开沟通,沟通是确保课堂有效

性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资源

服务体系，87.1%的学校已经实现了网络接入[20]。网络

环境的优势已经足以支撑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使用，完全可

以打破教室学习的局面，实现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

对象的多边互动。因此，要充分发挥信息环境的优势，真

正实现无处不在的学习，促进学生的多元化学习。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借助信息化环境互动贫乏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教师、学生没有看到网络交流对教学的影响力。

因此，应该培养交流对象借助信息技术进行交流的意识，

认识到网络交流可以很好地作用于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

效率，增进同伴间的感情。 

面对教师，学校应该鼓励和督促教师使用网络传播。

例如，可以组织教师进行汇报交流，反馈各学科应用信息

技术的情况；又如，转变备课形式，组织教师借助网络学

习空间进行集体备课，推动着教师必须应用平台进沟通、

交流并完成集备。通过这种激励方式，教师可以体验到网

络传播的优势和意义。面对学生，教师应该采取鼓励与强

制方式让学生体验到利用网络交流进行学习的意义。教师

可以通过开展多互动的教学，例如基于资源的主题教学、

基于探究的学习等，学生不得不借助平台或其他软件进行

资源、经验的分享与交流；又如，教师可以创建“聊天室”

或“论坛”，每周进行一次课程讨论，让学生畅所欲言，互

相学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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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有效运用评价方式有效运用评价方式有效运用评价方式有效运用评价方式，，，，实现多元化评价实现多元化评价实现多元化评价实现多元化评价 

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离不开有效的教学反馈，教学反

馈的有效性离不开有效的教学评价，教学评价的有效性离

不开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信息化课堂更加关注教学活动是

否满足教与学的需要，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教

学过程是处于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由此在评价过程中不

能像传统的教学评价一样只关注某个方面，不能以偏概全，

要全面的考虑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不能过分关注结果，

更要考虑到学生的发展需要。因此，检验信息技术是否有

效利用取决于是否坚持了开放的、动态的多元化的评价准

则[21]。 

信息化环境下的课堂教学往往不能很好地利用多元

评价的优势，只有极少数教师组织学生借助反馈系统进行

交互性评价，更多的仍然是基于成绩定好坏，而不是考虑

到学生发展性的需求。因此，通过信息化环境的过程评价

功能的支持，可以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能动性，实现评

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法多样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信息评价工具的作用。

教师应该很好的借助各种评价数据反馈系统，更多的目光

聚焦到每个学生的活动过程，看到每个学生的发展特点，

不再拘泥于终结性评价。教师与学生的多样化评价主体的

参与，保证了评价的多元化，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最终学习成果中将总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

合，在最终的总结性评价中应该体现过程性评价。当前大

多还以总结性评价为主，总结性评价以其概括性高、测验

范围覆盖广的特点一直作为判定最终学习结果的方式，但

这一方式正在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逐渐弱化，过程性评价

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因此，学校应该从规范上明确过程

性评价的作用，从意识上引导教师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

评价学生，从而保证更有效的评价学生。此外，学校还应

该从制度上明确形成性评价结果的应用，学校应该将平时

的评价结果进行量化管理，并按照比例算入学生的最终学

习结果中，将总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结果相结合，使成

绩更能反映学生的全面性，从而更有效地评价学生。 

5．．．．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当今现代化课堂教学已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应

用，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

列问题，本文针对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定位不明确、教师

的意识与能力有欠缺、课堂应用不恰当、互动反馈贫乏等

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并给出了4点对策建议，即信息技

术的课堂教学应用应从宏观上树立良好的教育信息化生

态观，实现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通过组织有

效的技术培训，提高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实现技术应用

能力有效发挥；通过全面落实师生间的多维互动，打破时

间与空间限制，拓展交流渠道；通过充分应用多元化评价

准则，实现评价的多元化，从而达到优化课堂教学、提高

教学质量、更利于信息时代人才的培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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