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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future classroom is accompanied by many obstacles, including limited funds, technical and
theoretical immaturity. In order to better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his paper uses big data
analysis methods to rank the importance of each link and equipment in teaching activities, namely the perspective advantages.
Then we propose a new model, which focuses on the advantage perspective input and construction, trying to construct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future classrooms and traditional classroom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classrooms and maximizes the
role of the perspective of superiority,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discusses this new model in this paper.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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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未来教室的兴起伴随着诸多的阻碍，包括资金有限、技术以及理论不成熟等等。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信息化建
设，本文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对教学活动中各个环节和设备进行重要性打分排名，找出优势视角。并在此基础之上提
出了着重关注优势视角的投入和建设、力图在现有的课堂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优势视角的作用，构建未来教室与传
统课堂的协同发展的这一新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并且在本文论述了该构想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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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技术和各种移动应用设备的快速
发展，各种智能终端也越来越普及。人们逐渐习惯了从移
动设备获取知识，而不再是展现形式更加单纯和枯燥的书
本。
教育领域一直是社会大众和专家学者关注的重点，新
型的教学设备和教学理念将“未来教室”、“智慧课堂”等关
键字也逐渐送入大众的视野。

统计调查显示，国内有关未来教室、智慧课堂的研究
最早从1994年开始，但受经济、科技等因素限制，最开始
并未受到广泛关注；直到2008年，中国开始豁免全国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生[1-2]，教育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2010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这是中
国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为全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指明了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地基。直到2014开始，“未
来教室”和“智慧课堂”的相关研究进入爆发式增加阶段，
相关论文发表数量的增长速度达到巅峰。

图1 中国知网相关关键字调查报告。

但是调查发现，国内有关未来教室和传统教室的相关
文献比较少，以这两者为检索关键字，在中国知网上检索，
年限范围不限，结果显示只有四篇文章[3-6]曾探讨过该问
题，在相关研究中实在是不起眼。
无可否认的是，传统课堂确实存在着诸多弊端，智慧
课堂的兴起已成为必然。但是，智慧教室的推广并不意味
着传统课堂被完全取代。我国关于未来教室的研究起步较
晚，目前仍旧存在诸多问题：理论体系的研究还不成熟，
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相关硬件设备设备造价高、难以普及；
相关知识普及程度不高、众多师生们难以适应新技术、新
环境，导致资源浪费程度高等问题[7]。依据我国教育领域
的发展现状，传统课堂的依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法
断言二十年甚至更远的未来中国课堂会发生怎么样的变
化，但是当下，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在智慧课堂如火如荼的
时候，传统课堂和智慧课堂如何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本文结合大数据分析手段，从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模
式创新、硬件投入及建设等方面来探讨，传统课堂和智慧
课堂未来如何协同发展。

2．
．大数据手段寻找优化视角
大数据手段寻找优化视角
大数据在教育行业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为了优化教
学资源投入，本文对教学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和所用到的各
种设备进行了统计，使用神经网络对所有设备进行排名打

分来判断该设备的重要程度（因为没有相关方面的资料，
笔者假定在众多文献中出现次数、与其他设备相关程度高
即视为更加重要），统计结果如下：
表1 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前五名调查。
重要性排名
1
2
3
4
5

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教学环节
课上老师讲解
学生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
教学效果自测
课上交流

教学设备
学习资源
视觉效果呈现设备
听觉效果呈现设备
照明、桌椅等基础设施
其他

调查发现，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教学环节集中在课上
老师讲解、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教学效果自测、课
上交流。
而教学设备重要性调查结果显示，室温监测、空调等
设施对教学质量影响较小；而跟教学活动息息相关的设备，
比如：教学资源、课上内容效果呈现、灯光照明等对教学
活动影响较大。

3．
．传统课堂的优劣势分析
着名学者袁振国在他的着作“课堂的革命”中对当前
的课堂作了深刻的阐述[8]： 传统课堂造就了传统的师生
关系。在教学中，教师是主动，主导者，学生是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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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的。教师，学生和家长在社会中一直有潜意识： 学
4．
．现有的未来教室
生应该跟随老师，听话的学生是好学生； 不能管住学生
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化教学的需要，智慧
的老师不是好教师。知道不能在同等水平上探索科学知识，
教室应运而生，
它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和现代化教学
教师和学生不能在同等水平上交换意见。
手段，给教育行业带来了新的变革和机遇。
这段话从本质上概括总结了目前传统课堂的最大特
有别于传统教室，未来教室主要由以下特征：
点是：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模式。
3.1．
．传统课堂的弊端

4.1．
．智能化的学习空间

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
1.课堂主体错误。这种教学模式往往形成一种教师单
向灌输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学生，作为认知主体，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从始至终处于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地位，
学习的主动性被忽视甚至压抑。
2.知识来源不足。由于观念的局限性，传统课堂所讲
述的知识大致只局限于课本，教材甚至已经是十年前甚至
更早的版本，完全无法跟上信息更新的速度。学生们通常
会发现，等自己毕业了，很多的知识都已经“过期”了。传
统课堂学习资源来源途径单一，目前国内学生在传统课堂
所学到的知识往往来源于书本教材。要知道，信息时代，
书本的更新速度早已无法跟上信息的更新速度，如果没有
其他学习资源的汇入，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其实已经慢了社
会一步甚至许多步。
3.教学过程相对枯燥而且形式单一，无法带动学生
去发挥本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传统课堂是教师施展的
舞台，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教师讲解，学生
在课堂上参与度极低，这就很容易造成精力流失，俗称
开小差。
4.忽略了学生的个体性。传统模式很大程度上可以将
老师所掌握的只是系统地、全面的讲解给在座的所有学生。
但是这种教育模式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每个学生都是独
立的个体，他们对不同知识的兴趣、接受度、以及所能接
受的课程进度都是不同的。传统课堂“一刀切”的培养方案
和教学方法，使得人才培养在着重关注创新和个性化的21
世纪仍然陷于“批量式”培养的尴尬。
5.教学程式上，传统课堂重学轻用。传统课堂强调学
习系统的书本知识，按照教案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反而
不重视知识的运用，往往会培养出来所谓的“高分低能”。

未来教室是学习的智能化空间，它是集教学环境、教
学内容与活动、教学流程与策略等方面的智慧化于一体智
能化空间。是现代教育从工业社会的1.0迈向信息社会的
2.0[9]的必然产物，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的组合。
这些新兴的技术为教育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集电
子白板功能和触控投影、音响、拾音器等功能为一体的教
学系统，可以实现无尘教学、保护师生健康，而且能带来
更好的互动体验，营造身临其境课堂氛围，极大程度的激
起学生们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视频监控系统由WiFi无线
摄像头和配套监控软件构成，不仅可以帮助监测资产出入、
人员出入，搭载人脸识别和微表情识别等技术还可以帮助
老师监测在座学生上课情况——注意力是否集中、对知识
点接受与否等，将学生课上行为数据化，实现学习过程中
的多维度监测及评价，为教师根据教学生情况调整上课内
容提供依据；还有其他辅助系统，比如灯光控制系统、人
员考勤系统、空调控制系统、通风换气系统、门窗管理系
统等，为师生们提供更便利、智能、安全的学习空间。
4.2．
．未来教室中的教与学
依托于现有的未来教室模型，国内外对探索新的教学
模式、创新课堂教学方法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尝试。在这一
教学模式下，教与学不仅仅局限于课上环节，而是从课上
到课下、从老师到学生、多方位、多模态的新教学模式。

未来教室教学模式

教师发布学习任务
学生课前预习

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3.2．
．传统课堂优势分析
尽管存在着诸多弊端，传统课堂依然有许多值得学习
和借鉴的地方。
传统课堂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学习资源，尤其是对于
信息比较落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一个传统的课堂对设
备的要求很低，在我国比较贫苦的山区，往往一间可以遮
风挡雨的房子、一块可以写字的板子、几根粉笔就可以帮
助大量的孩子们进行启蒙。
而且，尊师重道一直以来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师生之
间的交流是任何高科技都替代不了的。所以在大胆的进行
课堂的改革和创新时，笔者并不主张完全摒弃传统，而是
要在传统课堂和智慧教室之间做一个有机结合，更大程度
的发挥课堂教书育人的作用。

教师引导式教学
小组交流学习、情景演绎
教师点拨归纳

师生交流互动
增加学生课堂参与感

平台在线自测
学习情况即时反馈
在线延伸拓展
小组情景演绎：学以致用

教学反馈及时
多方位、多途径查漏补缺
知识学以致用
学生交流，提高学习兴趣

图2 未来教室课堂教学模式。

智慧课堂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先学后教”，
其核心是冲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把学习的权力交给学生，
凸显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主导地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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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鼓励学生积极预习、参与备课；课中发挥教师积
5．
．探索未来教室与传统课堂协同发展新模式
极引导作用，鼓励学生以学习小组的形式互相交流学习，
课堂的本质是课堂教学的本质是一种奠基生命的师
增加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活跃上课气氛，调动
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课后组织学生参与平台在线监测、 生特殊交往，活动过程中，师生之间不仅存在教与学的交
往活动，更多的是生命的涌动与成长[14]。
实现学习情况的即时反馈和查漏补缺，并且发挥教育云平
探索新的课堂模式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活动，所
台的强大功能，实现在线延伸扩展，将所学知识学以致用。
以，结合当今现状，本文提出了未来教室与传统课堂协同
4.3．
．软硬件投入及教学环境构建
发展新模式：在有限的资源和技术水平下，着重关注优势
视角的投入和建设，将未来教室研究和实践的目标定位在
未来的课堂由两部分组成： 硬件设备和软件资源。
应对传统教室变革、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及其质量和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包括校园局域网建设，电子白板、VR
效率的提升上来。
展示等交互式展示设备，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手持终端，
以及环境监测及自动控制和摄像、人脸识别系统等。
5.1．
．教学资源整合
表2 现有未来教室资金及设备投入情况1。
未来教室项目
苏州市“未来教室”教育信息化
深圳南山区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
华师一附中

平均每间教室投
入（万元）
万元）
37.5
100
40

项目进程
建设中
建设中
建设中
建设中

传统课堂学习资源比较单一，这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
题。传统课堂的教学资源主要是课本及某些课外刊物，可
是对很多偏远农村和小县城来说，一座中小学甚至都不存
在图书馆，即使有，也有很多问题，如单一书籍和过时的
内容。
为了解决学习资源的问题，图书馆建设是一方面，另
外一方面，笔者建议可以把目光投向网络资源。
根据《2018年中国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
发展趋势预测》[15]，数字阅读稳步发展，普及率提高，
而且相比于纸质图书，有着更新速度快、价格低廉、重复
利用率高等优势，而且相关获取渠道投入也更加低廉，主
要资金投入集中在互联网、阅读终端设备、以及图书购买
版权等。
此外，“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16]显示，截至2018
年6月30日，中国互联网用户数达到80200万，互联网普及
率为57.7％。而且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资源共享创造了
极大地便利[17]。
新的教学资源来源如图3所示：

其中，以苏州市“未来教室”教育信息化建设为例[7]，
相关硬件设备的投入包含了49万张 E卡通、2811台设备、
未来教室共计192间，此外，还有骨干教师培训和教师应
用培训等软投入，总计花费两千万，平均费用无法计算；
2016年，华师一附中未来教室未来的教室设备投资包括3D
打印机，VR眼镜，编程机器人，空气质量测试仪，电子
辐射测试仪等[11]；2014年起，深圳南山区总计投入1500
万元启动40所学校启动未来教室[12]；苏州市金阊实验小
学花费100万左右建造了“未来教室”，其中投入包括电子
设备、课桌、装修等[13]……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
设备配置、购入来源不同，所以笔者只能根据网上已有资
料来估算建设一间未来教室的平均投入。
（四）优劣势分析
尽管未来教室在教学活动中相较于传统课堂有了极
大的改进，对教学质量也有着极大的改进。但是未来教室
的普及仍旧存在着困难。
1.高昂的资金设备等投入是未来普及课堂难度的最
大障碍之一。经过笔者调查，一间“基础”的未来教室的造
价（配备可移动组合式课桌椅、触摸交互式电子白板、智
能监控设备、手持终端），平均造价在四十万左右，是一
间传统教室的几十倍。国内目前教育水平区域间差别较大，
而且绝大多数中小学学校都难以承受如此高昂的造价，这
是造成未来教室难以普及的最大障碍之一。
2.师生难以适应新型的技术。即使有大量的设备和资
金投入，也是因为教师和学生不熟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
作用和优势，造成极大的浪费[7]。
图3 教学资源整合。
3.除此之外，目前实践的未来教室项目中，还有软件
将传统图书馆模式转换成互联网阅读模式，成为未来
资源——包括无线广播系统、教学资源库平台、实时跟踪
课堂和传统课堂协同发展的第一步。
系统、人工智能控制系统等投资不足，课外学习资源不多，
不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5.2．
．教学模式设计
对课堂教学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但目前传统课堂已
经无法满足需求，未来教室却还不成熟，如何走出一条全
未来的课堂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也是对传统教学模
新的协同发展的道路成为教育领域最迫切的需求。
式的变革和探索。关注学生主体、关注学生综合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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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动手探究、团队合作等学习能力等培养，而不
再是单纯的填鸭式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先学后教”，其核心是冲分调
动学习的积极性，把学习的权力交给学生，凸显学生在学
习过程当中的主导地位[10]。

以此为基础，针对教学活动中的各个环节，本文提出
如图4所示教学流程与基本模式。

使用者：
教师、学生、
家长等

使用者：
教师、学生、家长、
管理者等

支持
多元化、智能化、数
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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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教师、学生

支持
多终端、多用户接入
教学资源管理

电子白板
远程教学平台

教学过程与质量反馈
教学评价反馈
图4 基于优势视角下探索未来教室与传统课堂协同发展新模式。

课前鼓励学生积极预习、参与备课，激发学习兴趣和
使命感，让学生不再觉得备课只是老师一个人的任务。
课中发挥教师积极引导作用，贯彻落实课堂教学改革，
组织小组讨论式课堂，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开放思维、畅所
欲言，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习知识。并且鼓励学
生以学习小组的形式设计参与情景剧，增加学生在课堂活
动中的参与程度，活跃上课气氛。
课后组织学生参与平台在线监测、实现学习情况的即
时反馈和查漏补缺，并且发挥教育云平台的强大功能，实
现在线延伸扩展，将所学知识学以致用。
除此之外，本文还建议将课堂转移到“教室之外”，知
识不仅仅存在于书本，它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昼
夜交替、气温升降、花草树木、衣食住行。2018年暑假期
间，笔者曾去澳大利亚进行短期访学。在访学途中发现澳
洲的植物园、动物园等地方经常设有许多的志愿科学讲解
点，有许多的学校或者家长们带着孩子来游玩，去面对面
的见识各种植物动物，听志愿者们讲解环保和小动物们的
关系。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生们来说显然更加生动有趣，
也更加记忆深刻。
这种教学活动，也让笔者耳目一新，活泼好奇是学生
们的天性，与其将学生们整天压抑在四四方方的教室内，
倒不如出去走走，释放学生们的天性，同时寓教于乐。
5.3．
．必要的硬件设备
无论是电子白板、VR眼镜、还是投影仪、摄像等，
所有的硬件设备都是为了创造更加智能、交互体验更加流

畅的教学环境而设计的，设计重点是为教师和学生创建灵
活多样的场地。
而且这些设备的配备往往伴随着高昂的资金和技术
投入，所以，在现有的技术和有限的资金条件下，我们应
当着重关注与教学活动密切相关的设备，即根据课堂教学
中各个阶段的重要性对所需设备投入，主要包括电子图书
馆、网络等学习资源、VR交互和电子白板等教学系统、
自由组合桌椅等基础设施。至于其他环境和设备的建设，
比如针对某些与教相关性不是很重要的设备：空调控制系
统、门窗监视系统、人员考勤系统等，可以暂时不做过多
投入，静待条件成熟。
有选择投入建设可以最大程度的克服目前未来教室
造价高昂、难以普及的弊端，而且还能克服目前传统课堂
学习资源落后、教学模式僵化陈旧、学习主体认知错误等
弊端，实现从传统教室到未来课堂的平稳过渡。

6．
．结语
传统教室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这一需
求，未来教室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但目
前未来教室的发展受理论研究不成熟、资金设备等投入过
高、相关人才不足等因素影响而无法大范围推广。如何实
现从传统课堂到未来教室的平稳过度已经成为当今重要
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入手，利用大
数据手段寻找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和设备。并在此基
础之上提出了着重关注优势视角的投入和建设、力图在现
有的课堂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优势视角的作用，构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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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教室与传统课堂的协同发展的这一新模式，提高教学质
量，培养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人才。
课堂的本质是进行教学活动的场所，未来教室作为技
术与教育融合的产物，更应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教
学活动。学校和教师应立足传统课堂，选择性的、逐步将
新型的教育理念和技术进行引入和渗透，从而实现传统课
堂导未来教室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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