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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课标》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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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学⽣挖掘、观察现实世界中的典型信息事件，⿎励学⽣⾯对
信息困境，通过求证、讨论和交流，做出正确的选择和⾏为。

领会学科核⼼素养内涵，全⾯提升学⽣信息素养

信息意识 • 创设信息情境，提供发现问题、⾃主解决问题的机会，引导学⽣
主动将问题求解与信息技术进⾏关联。

计算思维 • 将计算思维的具体过程与表现作为项⽬学习的内在线索，引导学
⽣在完成项⽬的情境中体验计算思维的过程。

数字化学习 
与创新

• 创设数字化环境与活动，引导学⽣运⽤计算思维完成项⽬，通过
⾃主学习和协作学习，利⽤数字化资源与⼯具，创造性地解决问
题或创作出有个性的数字化作品。

信息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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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学习能促进学⽣对信息问题的敏感性、对知识学习的掌控⼒、对问题求解
的思考⼒的发展。 

• 开展项⽬学习时，要创设适合学⽣认知特征的活动情境，引导他们利⽤信息技
术开展项⽬实践，形成作品。 

• 项⽬学习应以信息技术学科核⼼素养的养成为⽬标，在项⽬实践中渗透核⼼素
养，整合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把握项⽬学习本质，以项⽬整合教学教学

基于项⽬的学习是指学⽣在教师引导下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
导向开展⽅案设计、新知学习、实践探索，具有创新特质的学习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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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是项⽬的设计者、实施者和项⽬成果的推介者，教师是学⽣项⽬设计和实施过
程中的引领者和咨询者。 

• 教师应淡化知识的单⼀讲解，⿎励学⽣通过⾃主探究解决项⽬中的问题，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整合知识学习，促进思维发展。 

• 课堂价值取向应转向“形成学科核⼼素养”的价值诉求。

重构课堂教学组织⽅式，加强学⽣探究性学习

•引导学⽣从实际⽣活中发现项⽬素材，培养学⽣的信息意识； 

•在“尝试→验证→修正”解决问题过程中，发展学⽣的计算思维； 

•学⽣⾃主寻求项⽬实施所需知识和资源，形成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 

•在项⽬成果的推介交流中提升信息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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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改善学⽣的学习⽅式，激发学⽣的探究
欲望；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段，拓宽师⽣互动交流的渠道。 

•让学⽣在亲历数字化学习的过程中，体验数字化环境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促进终⾝学习习惯的养成。 

•通过互联⽹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资源建设规划，将学⽣项⽬学习中的
⽣成性资源转化为后续学习资源，引导学⽣成为资源的使⽤者和建设者。

创设数字化学习环境，为学⽣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

通过信息技术帮助学⽣创设个⼈虚拟的⽹络活动空间，形成应⽤
便捷、资源丰富、内容可靠、环境安全的数字化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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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国际计算机教育的启⽰



培养数据意识，发展计算思维，  
提⾼解决问题的能⼒ ， 具有信息社会责任。

国际中⼩学信息技术教育

特征：强调程序⽅方法，
发展计算思维，关注信
息社会责任。
2014年年

有三个主要的协会标准，其中计算机科
学教师协会（CSTA） 的教育标准特
征：包括了了原理理概念.和实践应⽤用两部分
内容
2016年年

特征：项⽬目管理理、设计思维、系
统思维、计算思维、数字技术、
解决问题的能⼒力力。
2015年年

特征：信息获取，有效交
流、内容创新、数据安全，
解决问题的能⼒力力。
2013年年

特征：发展学⽣生逻辑和
计算思维，强调信息技
术应⽤用的认知能⼒力力与创
新能⼒力力，培养对信息的
责任感 。 
2008年年

美国澳⼤利亚欧盟英国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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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0年，初、⾼中数学及科学课程的数量要达到现在的四倍； 

• 每年招聘1万名新的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教师； 

• 提⾼25万名数学和科学在职教师的教学技能； 

• 增加STEM领域学⼠学位授予数量，并对研究⽣阶段和职业⽣涯早期
阶段的STEM领域研究给予⽀持。

《驾驭风暴：赋能和动员美国以迎接更加辉煌的未来经济》 

（2005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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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竞争法案(2007, 2011)

批准联邦层次的STEM研究和教育计划(2008～2010)投资433亿美元，包括⽤
于学⽣和教师的奖学⾦、津贴计划资⾦以及中⼩企业的研发资⾦。

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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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科学教育框架》（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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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STEM教育法案(2015)

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纳⼊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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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的计算思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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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cience (科学)

T Technology (技术)

E Engineering (⼯程)

A
Arts (艺术)

M Maths (数学)

C
Computing (计算)

？



概念是指学⽣应该理解或者知道
的学科基本概念。

• 计算系统 

• ⽹络和因特⽹ 

• 数据和分析 

• 算法和程序设计 

• 计算的影响

概念Concepts

实践是指做事的⽅法，就像计算
机科学家分解难题或做设计⼯作。

• 培育包容和多元的计算⽂化 
• 合作 
• 识别和定义计算问题 
• 开发和使⽤抽象 
• 创建计算制品 
• 测试和完善 
• 有关计算的交流

实践Practices

2016年美国计算机科学教师协会（CSTA) 研制“K-12计算机科学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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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K-12计算机科学框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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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是那种 

只受想象⼒限制的创新引擎。

计算机既是绘画艺术也是画笔， 

维计算机教育培养这类艺术家。

学⽣不应只是消费者， 

更是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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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不仅在于课程， 

也在于如何被教和被激发， 

以及 

如何⽀持多样化的学习者 

以提升习得成效

采⽤差异化教学 
吸引所有学⽣学习计算机科学



 18

新教学⽅式及环境诉求



设施 
基本满⾜

• “校校通”⼯程 
• “农远”⼯程 
• “薄改”、“薄改”等

课程 
基本普及

• 开课(50%，95%，100%) 
• 教师23.4万(10.8、8.8、3.8) 
• 50多套教材(⾼中5套)

理念 
深⼊⼈⼼

• ⾃主学习 
• 探究学习 
• 合作学习

应⽤ 
途径多样

• 综合实践活动 
• 校本课程 
• ⽹上“团、队”活动

能⼒ 
基本具备

• 教育技术能⼒建设 
• 国培计划 
• 培训了600多万教师

信息技术教育现状

(数据截⽌2012年)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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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调研报告》，2013



信息技术基础

算法与程序设计

多媒体技术应⽤

⽹络应⽤技术

数据管理技术

⼈⼯智能

0% 20% 40% 60% 80% 100%

1.8%

3.2%

65.7%

40.6%

17.3%

100%

• 软件使⽤ 
• 环境普及

• 历史长 
• ⼀⽀队伍

• 内容偏难 
• 教师缺

⾼中信息技术课程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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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调研报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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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模块设计

必修
模块1: 数据与计算 
模块2: 信息系统与社会

选择性必修
模块1: 数据与数据结构 
模块2: ⽹络基础 
模块3: 数据管理与分析

模块1: ⼈⼯智能初步 
模块2: 三维设计与创意 
模块3: 开源硬件项⽬设计

选修
模块1: 算法初步 
模块2: 移动应⽤设计

⾼中信息技术课程结构(2017版)



http://nwphs.org/prospective-students/project-based-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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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教学，动态课堂⽅法，主动深⼊探究，现实⽣活问题。

项⽬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http://nwphs.org/prospective-students/project-based-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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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活动，始于问题描述，⼩规模调查研究，专业⼈⼠指导。

探究学习 (Inquiry-based Learning, I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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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课程 
教学环境

实验室

研修社群⽹络空间

教材数字资源

⼯具(数据)集

⾯向项⽬(探究)学习的课程教学环境

• 更灵活的课堂 

• 更⾃主的学习 

• 更丰富的资源 

• 更可靠的环境 

• 更⼴泛的⽀持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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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算思维的在线学习资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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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思维的7个步骤

https://www.ignitemyfutureinschool.org/resources/k12-computational-thinking-resources

https://www.ignitemyfutureinschool.org/resources/k12-computational-thinkin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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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Science Unplugged: Sorting 
Algorithm Activités

Develop Algorithms/Decompose

data.gov Collect Data/Analyze Data/Find Patterns

Google for Education: Explor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Develop Algorithms/Abstract/Find 
Patterns

Poll Everywhere Collect Data/Analyze Data

Scratch Develop Algorithms/Build Models

Thingiverse Build Models/Decompose

TinkerCAD Build Models/Abstra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

Find Patterns/Analyze Data/Develop 
Algorithms

Wemogee Abstract/Find Patterns

Wolfram Computational Knowledge 
Engine

Collect Data/Analyze Data/Find Patterns

计算思维的资源⽹站

http://dat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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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yte of Python 

Free online book for beginners. Can choose to download it as a PDF for free or invest in 
the hard copy. 

LearnPython.org 

Interactive online tutorial to learn Python coding. Has a little window at the bottom where 
you can write your code as you go through the lessons. 

Learn Python The Hard Way (Website) 

The book costs money, but the website is free. Written by Zed Shaw. (I used the book 
when I first started learning.) 

Python Spot 

Beginner and intermediate Python tutorials. Most come in a written form. There’s also 
some tutorials on game development, databases, and more. All using Python, of course.

Python语⾔的资源⽹站

http://www.swaroopch.com/notes/python/
http://www.learnpython.org/
http://learnpythonthehardway.org/book/
https://python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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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 of Code

Free Code Camp

MIT OpenCourseWare

Code School

W3Schools

edX

Coursera

Khan Academy

Bento

Codecademy

“⼈⼈学编程”的资源库

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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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urofcode.com/cn

https://hourofcod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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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sunplugged.org/en/

“绘画本”学编程



 32

“图着⾊”算法实例



 33

谢谢！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