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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概述

Pad 班信息化教学项目是由联想集团支持，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与阳光书屋乡村信息化

教育行动共同执行，通过每个学生人手一台平板电脑，搭载数字化数学学习软件和教学内容，

通过自适应的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结合“翻转课堂”的理念，提升教师教学效率与学生学习

效果的教育信息化项目。

该项目于 2013 年 9 月启动 , 主要在甘肃两所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验 , 收到了良好成

效，促进学生数学学业成绩及信息素养获得了较大提升。在此基础上，项目组于 2014-2015 

年度开展了新一轮 Pad 班项目实验，以使更多乡村学生受益并获得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心理与学习评价中心受委托，继续对本年度项目实验效

果进行评估。仍旧是采用两组对照、前后对比方式，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底、2015 年 6 月份

对甘肃省两个新实验班进行了前测和后测。通过对学生数学学业、学习相关因素，以及教师和

校长分别进行测查，以综合分析项目实验效果。

前测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的数学学业成绩好于对照组，在学习态度、动机方面表现较好，

好于对照组，不过在学习自信方面不如对照组，在信息素养方面表现一般，不如对照组，等等。

那么，经过近一年的 Pad 项目实验之后，相比对照组，实验组在数学学业、学习相关因素以及

信息素养等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本报告将会针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分析。

表1 后测人员统计表

组别 学校班级 学生 教师 校长

实验组/ 
对照组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四坝镇四坝九年

制学校初一(3)班/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中坝镇中学初一(1)班

33/25 1/1 1/1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和寨九年

制学校初一(3)班/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中坝镇中学初一(4)班

39/26 0/1 1/0

分类统计 72/51 1/2 2/1

总计 123 3 3

二、测评结果分析

（一）学业成绩变化

1. 从学业现状来看，实验组数学学业表现好于对照组

分析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在后测数学学业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学生总成绩

比对照组学生高出 36.1%（14.85 分）。

表2 两组学生在数学总分上的差异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T分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总分 55.96 14.60 41.11 12.47 5.89***

注 ：*p<0.05;**p<0.01;***P<0.001，表示差异显著，下同 .

从内容维度来看，实验组学生在“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上的得分均较高，

分别比对照组高出 42.4%（18.27 分）、35.9%（12.79 分）、1.2%（0.71 分）。

表3 两组学生在内容维度上的得分比较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T分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数与代数 61.32 18.71 43.05 16.66 5.577***

空间与图形 48.46 12.07 35.67 11.53 5.899***

统计与概率 60.19 29.41 59.48 27.74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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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力维度上来看，实验组学生在“知道事实”、“运用规则”、“数学推理”、“非常规问题解决”

上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分别高出 23.8%（14.22 分）、34.8%（17.11 分）、44.6%（9.65 分）、

94.6%（17.56 分），尤其在“非常规问题解决”方面表现突出。

表4 两组学生在能力维度上的得分比较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T分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知道事实 74.07 15.33 59.85 18.84 4.607***

运用规则 66.24 17.93 49.13 17.43 5.276***

数学推理 31.32 19.08 21.67 10.94 3.548***

非常规问题解决 36.11 22.94 18.55 17.07 4.866***

总体来看，后测实验组学生数学学业各个方面均好于对照组，且好的程度均高于前测两组

得分对比。可见实验组学生经过一轮项目实验，在数学学业各方面均取得进步。

2. 从学业变化来看，实验组数学学业成绩提升幅度和进步比例均大于对
照组

将前后测成绩进行 IRT 等值，转换为同一尺度，从而进行前后测比较。

分析发现，实验组学生后测数学成绩比前测高 6.54 分，即 9.5%，对照组学生后测数学成

绩比前测高 1.21 分，即 2.0%。从两组学生前后测成绩增量比较来看，实验组学生成绩增量比

对照组多出 5.33 分，提升幅度高出 7.5%。

图1 两组学生数学成绩增量对比

从数学成绩产生变化的学生人数比例来看，实验组有 76.1% 的学生后测成绩较前测进步，

23.9% 的学生较前测退步 ；对照组有 58.0% 的学生后测成绩较前测进步，42.0% 的学生较前

测退步。可见，从学生进步人数比例来看，实验组比对照组多 18.1%。

图2 两组学生数学成绩进步人数比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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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结果可知，经过近一年的项目实验，实验组学生总体数学成绩进步较大，无论是总

分增量还是学生进步人数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可见 PAD 项目实验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不过就各个实验校效果来看，不同实验校进步程度有差异。从下表来看，实验 2 班学生学

业提升幅度较大，学生进步比例较多，达九成以上，不过实验班 1 学生提升幅度较小，进步人

数比例五成以上，其学业增量及进步人数比例均不如对照组。这也可能是因为该班学生前测成

绩较好，在这个基础上进步的空间比较小，而对照班前测成绩相对较低，在此基础上进步的空

间较大所致。

表5 各实验校学业进步状况对比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前测 后测 增量 进步人数比 前测 后测 增量 进步人数比

实验1/ 

对照1
72.33 73.12 0.79 56.3% 60.96 65.64 4.67 79.2%

实验2/ 

对照2
65.96 77.22 11.26 92.3% 62.04 60.06 -1.98 38.5%

（二）学习相关因素变化

1. 相比对照组，实验组学生在学习自信、学习内部动机方面下降较少，
不过在学习态度、外部动机方面下降较多

将前后测数据进行链接配对分析，发现前测时实验组学生在学习外部动机方面好于对照组，

不过学习自信、学习内部动机不如对照组。而后测数据表明，实验组的数学学习自信依然不如

对照组，不过差距在缩小，但是得分仍然较低（1-4 计分）。实验组的内部学习动机反转，好于

对照组，不过学习态度有下降，不如对照组。而学习兴趣方面，实验组和对照组得分都不高（1-4

计分），实验组稍好于对照组。

图3 两组学生在数学学习自信、态度、动机方面的前后测得分情况

分析前后测数据变化，发现相比对照组，实验组学生在学习自信、学习内部动机方面下降

较少，不过在学习态度、外部动机方面下降较多。

图4 两组学生在数学学习自信、态度、动机方面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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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比前测，实验组学生在预习、复习、记笔记及对待错误方式上有一
定变化

在预习方式上，后测显示两组学生差异较大。两组学生“匆匆预习”的比例均最高，不过

实验组比对照组少 20.4% ；在其他预习方式上，比如“全面阅读直至看懂”、“发现不懂的地方

作标记”、“着重理解重难点”，两组倾向的方式比例差异也在 13% 以上。

图5 后测两组学生预习方式比较

与前测结果相比，两组学生的预习方式均有较大变化。实验组主要表现在“发现不懂的地

方并作标记”上，人数比例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不过在“全面阅读直至看懂”、“着重理解重难点”

上，人数比例提升了 10 个百分点左右；而对照组则主要是在“匆匆预习”上上升了 20 个百分点，

而在“着重理解重难点”上，下降了近 26 个百分点。

图6 两组学生在预习方式方面的变化情况

在课后复习方式上，后测两组学生差异并不大，除了在“不复习”上，实验组学生比例比

对照组多 8.5%，而在其他复习方式上，两组学生人数比例相差在 6.5% 以内。

图7 后测两组学生课后复习方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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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测结果相比，实验组学生在各种复习方式上的人数比例变化并不大，不过“不复习”

的比例稍有提升，“自己重新归纳总结”的比例下降了 5 个百分点 ；而对照组在“重新看书和笔

记”、“对重难点进行理解和记忆”上的人数比例下降较大，均超过了 9 个百分点。

图8 两组学生在复习方式方面的变化情况

在课上记笔记方式上，后测两组学生差异不大，在各种方式上的人数比例相差在 3 个百分

点左右。

图9 后测两组学生记笔记方式比较

与前测结果相比，两组学生在“只记老师要求的”上的人数比例增加较多，实验组和对照

组分别增加了 8 个、25 个百分点以上，另外在“详记老师讲解”上，实验组下降了 5 个百分点，

而对照组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

图10 两组学生记笔记方式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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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出错时处理方式上，后测两组学生差异也不大。不过在“不理会”上，实验组比对

照组多 4.5%，而在“自己找原因并及时订正”上，实验组比对照组少 6.1%。

图11 后测两组学生作业出错处理方式比较

与前测结果相比，两组学生均在“自己找原因并及时订正”上人数比例提升较多，分别提

升了 10 个百分点以上，而在“请教老师和同学并订正”上均下降较多，也分别在 10 个百分点

以上。

图12 两组学生在对待数学错误方式方面的变化情况

3. 相比对照组，实验组学生平时和周末数学课业负担比之前增加

在周一至周五完成数学作业时间上，后测实验组学生在“1.5 小时内”完成作业的人数比

例为 55.6%，而对照组的人数比例则是 76.6% ；而使用“2 小时以上”时间完成作业的实验组

和对照组人数比例分别为 27.8%、6.4%。可见实验组学生平时课业负担相比对照组较重。

图13 后测两组学生周一至周五完成作业时间比较

与前测结果相比，实验组在“1.5 小时内”的人数比例下降了 12.1%，而对照组提升了

24.5%，而在“1.5 小时以上”的人数比例实验组增加了 12%，而对照组则是下降了 24.6%。

可见相比对照组，实验组学生的平时课业负担比之前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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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两组学生在周一至周五完成作业时间方面的变化情况

在周末完成作业时间上，后测实验组在“2 小时以内”完成作业的人数比例为 45.8%，而

对照组学生则达 82.9%，而使用“2 小时以上”时间完成作业的人数比例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

为 54.2%、17.0%。可见，实验组学生周末课业负担相比对照组较重。

图15 后测两组学生周末完成作业时间比较

与前测结果相比，实验组在“2 小时内”的人数比例下降了 18.6%，而对照组提升了

25.5%，而在“2 小时以上”的人数比例实验组增加了 18.5%，而对照组则是下降了 25.6%。

可见相比对照组，实验组学生的周末课业负担比之前也加重了。

图16 两组学生在周末完成作业时间方面的变化情况

4. 在使用平板电脑学习以后，实验组学生信息素养得到提升，在数学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师生关系等方面有些改善

调查表明，实验组学生信息素养后测得分比前测增加了 0.11 分，且比对照组学生高出 0.06

分，而在前测实验组信息素养是不如对照组的。可见，通过使用平板电脑辅助学习，无形中提

升了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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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两组学生前后测信息素养得分比较（满分4分）

使用平板电脑对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产生了一定影响。调查发现，实验组学生反映

参与项目后“听课更认真”、“更喜欢数学”的人数比例达 7 成以上 ；“主动预习、复习、求助”

的人数比例超过了五成。同时，师生关系有一定改善，“与老师相处更融洽”、“受到老师更多关

注和鼓励”的人数比例在六七成左右。

表6 实验组学生参与项目后的变化情况

不符合 符合

1）课堂上听老师讲课比以前更认真了。 16.7% 83.4%

2）我更加喜欢学习数学。 29.1% 70.9%

3）我会在课前，利用平板电脑进行预习。 48.6% 51.4%

4）我在课后会更主动做平板电脑上的练习题巩固所学知识。 42.3% 57.7%

5）当遇到数学学习上的困难时，我会更习惯于在平板电脑上

找解决办法。
50.7% 49.3%

6）当遇到数学学习上的困难时，我会更加主动向老师或同学

求助。
33.8% 66.2%

7）我和数学老师相处的更加融洽。 40.9% 59.1%

8）当遇到数学学习上的困难时，数学老师会更多的关注我、

鼓励我。
26.7% 73.3%

使用平板电脑可能会对某些学生视力产生影响。调查发现，后测实验组学生近视人数为

16 人，比前测增加了 1 人 ；每天使用平板电脑学习的时间超过“2 小时以上”的有 44 人，占

66.7% ；此外，有 17.1%（12 人）的实验组学生反映自使用平板电脑学习以来“视力稍微有点

下降”，有 1 人“视力下降很厉害”。

（三）项目效果调查

1. 实验组学生对平板电脑课程的满意度较高，认为对自身学习帮助较大

大部分学生认为 Pad 资源满足自身的学习需求。调查显示，有 77.8%(56 人 ) 的学生认为

pad 学习资源“能满足”当前的数学学习需求，但仍有 22.2%（16 人）的学生认为“不能满足”，

这些学生中，有 8 人“会自己买数学教辅书进行复习巩固”，有 4 人“做一些老师布置的习题作业”，

有 3 人“会自己在网上搜索数学学习相关的资料”，还有 1 人“自己做题”。

实验组学生对平板电脑课程的满意度较高。调查显示，有超过九成的学生对其课程内容满意，

其中“非常满意”36.1%（26 人），“比较满意”54.2%（39 人），而“比较不满意”只有 9.7%（7 人）；

此外，所有的学生都对课程讲解方式满意，其中“比较满意”55.6%（40 人），“非常满意”44.4%

（32 人） 。

大部分实验组学生认为使用平板电脑对自身的数学学习帮助较大。其中“帮助非常大”19.4%

（14 人），“帮助比较大”61.1%（44 人），“帮助比较小”13.9%（10 人），而“几乎没帮助”仅 5.6%

（4 人） 。

图18 Pad使用对学生学习的帮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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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学生认为使用平板电脑进行课程学习自身很受益，其中受益最大的点是“讲解内容

较为全面”，其次是“讲解方式较为新颖、活泼”，分别有四成、三成左右的学生比例 ；不过也

有实验学生认为 Pad 课程还需要改进，其中近三成学生认为课程“讲解内容过于基础，提高较少”，

两成学生认为“题目过多，易重复”。

图19 学生使用平板电脑进行课程学习的感受情况

2. 实验教师认为Pad使用有利于自身教学和备课调整，不过对学生学习
提升效果一般

对于 Pad 教学促进作用，实验 1 教师认为在备课时，“有时”会借鉴和参考 Pad 上的一些

教学资源。同时该教师认为通过Pad后台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学习进度情况，对自身的备课调整“帮

助比较大”。

对于项目模式和效果，实验 1 教师认为本项目“模式很好”，但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太高”，

学生数学学习效果提升“不太明显”。前面学业分析表明，该教师所教班级学生成绩的提升幅度

确实较小，不如对照组。

对于项目评价，实验 1 教师认为 Pad 使用对自身和学生都有帮助，表现在 ：1）对自身最

大的帮助是减少了教学过程中重复繁锁的教学流程的准备，可以很快很直接地进行练习与作业；

2）对学生最大的帮助是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重复学习的机会。不过也存在不足 ：Pad 的使

用在作为一个学习工具的同时也成为了学生娱乐的工具。  

3. 实验校长对项目效果比较满意，认为有利于提升学生信息素养，不过还需加强培训和管理

对于项目模式，两个实验校均是“教师辅导和指导学生课后通过 Pad 学习的时间和内容”，

两个实验校长均“安排专人负责项目进展”，“全力支持，特别关注”，期望实验学生能迅速提高

学习主动性和成绩。

对于项目效果，两位实验校长均表示“比较满意”，因为学生能通过 Pad 能自主学习，提

高了学习兴趣和成绩，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常规学习和考试习惯（如对解答题的计算

过程等） 。

对于项目评价，实验校 2 校长认为 Pad 使用对学生很有帮助，表现在 ：1. 使学生更加清晰

信息技术对学习的重要性 ；2. 使学生感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 ；3. 可以开发学生的潜智。不

过认为也有不足 ：1. 对设备应用方面教师培训不足，使设备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2. 学校应需进

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和促进。

（四）学习相关因素对学生学业成绩增值有正向影响

按后测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得分将其分为低、中、高三组，分析发现，随着学习兴趣由低到高，

学生的学业增值幅度也由小到大，高分组学生比低分组高出 1.19 分，即 31.1%，不过三组差

异并不显著。

图20 学习兴趣对学生成绩提升的影响

联想平板电脑互动课堂解决方案后测报告0113.indd   17-18 2016/1/21   10:32:09



联想平板电脑互动课堂解决方案 后测结果分析

19 20

按照参测学生数学学习自信变化状况将其分为进步和未进步两组，分析发现学习自信进步

的学生其数学学业增值比未进步学生高出 7.16 分，两组差异显著。

图21 学习自信对学生成绩提升的影响

按照参测学生学习态度变化状况将其分为进步和未进步两组，分析发现学习态度进步的学

生其数学学业增值比未进步学生高出 3.11 分，不过两组差异并不显著。

图22 学习态度对学生成绩提升的影响

按照参测学生学习内部及外部动机变化状况将其分为进步和未进步两组，分析发现学习内

部及外部动机进步的学生其数学学业增值比未进步学生分别高出 2.86 分、3.23 分，不过差异

均不显著。

图23 学习动机对学生成绩提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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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结论

（一）实验组数学成绩提升了9.5%，进步比例为
76.1%，其提升幅度和进步比例均大于对照组，项目
实验效果较好

从两组学生前后测成绩增量比较来看，实验组学生成绩增量为 6.54 分，提升幅度为 9.5%，

对照组的成绩增量为 1.21 分，提升幅度为 2.0%，实验组成绩增量比对照组组多 5.33 分，提升

幅度比对照组多 7.5 个百分点。从数学成绩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来看，实验组有 76.1% 的学生

后测成绩较前测进步，对照组有 58.0% 的学生产生进步，实验组比对照组多出 18.1%。可见，

相比对照组，实验组学生的成绩进步更大，进步人数比例更多，项目实验效果较好。

（二）Pad实验对学生信息素养、数学学习兴趣与主
动性及师生关系等方面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不过学生
课业负担比之前加重，学习自信、态度及动机下降

统计显示，实验组学生信息素养后测得分比前测增加了 0.11 分，且比对照组学生高出 0.06

分，而在前测实验组信息素养是不如对照组的。可见，通过使用平板电脑辅助学习，学生的信

息素养水平得到提升。

后测调查显示，7 成以上实验组学生认为自己参与 Pad 实验后“听课更认真”、“更喜欢数学”，

五成以上学生会主动“使用平板电脑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六七成左右的学生感觉自己“与老

师相处更融洽”、“受到老师更多关注和鼓励”。可见使用平板电脑之后，实验组学生数学学习兴

趣和主动性以及与数学老师之间的关系有一定改善。

此外，后测实验组学生平时以及周末作业完成时间加长，平时和周末课业负担相比对照组

比之前加重。另外，后测实验组的数学学习自信、态度及动机均下降，不过学习自信虽依然不

如对照组，相比前测两组差距在缩小，内部学习动机反转，超过对照组。

（三）实验组学生和校长对项目效果的满意度较高，
实验组教师肯定项目对自身教学的积极影响

实验组学生对平板电脑课程的满意度较高，认为对自身学习帮助较大。调查显示，有超过

九成的学生对其课程内容满意，所有的学生都对课程讲解方式满意，此外超过八成的实验组学

生认为使用平板电脑对自身的数学学习帮助较大。

实验教师认为 Pad 使用有利于自身备课和教学，在备课时会借鉴和参考 Pad 上的一些教学

资源，在教学中借助 Pad 资源，可以迅速进入教学，提高作业练习效率，不过也有的认为 Pad

使用对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的作用一般。

实验校长对项目效果比较满意，认为 Pad 实验有利于提升学生信息素养，不过也认为需要

加强教师培训以及项目管理，以促进 Pad 学习资源更充分的应用。

（四）学生数学学习自信、态度及动机对数学成绩增
值有正向影响

学生学习相关因素变化影响到学生学业成绩的增幅程度。关联分析表明，数学学习自信、

学习态度及学习动机产生进步的学生相比没有进步的学生，其数学成绩进步更大，尤其是学习

自信，对成绩增值的影响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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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与建议

（一）关注学生学习自信，提升学生数学学习成功 
体验

“自信”是学生学好数学最基本的心理条件。关联分析表明，学生学习自信的变化对数学

成绩提升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不过数据显示，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学生的学习自信心较低，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因此，教师应合理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学生数学学

习自信。首先要对“学困生”给予特别关注。有些学生学习基础较差，教师要耐心对待，鼓励

这些学生从掌握基础、简单知识出发，通过纵向比较，帮助学困生在自己基础上获得进步 ；其

次巧用作业评价，肯定学生进步。教师要充分利用作业批改，采用多种评价用语，与学生进行

心灵沟通，及时鼓励肯定学生点滴进步，让学生经常获得成功体验，增强自信 ；还有就是在教

学中，要善于营造积极和谐的师生关系，想方设法将数学教学内容生动化、生活化、趣味性、

简单化，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让学生在互助、鼓励的氛围中激发起学习数学的兴趣，

从而不断获得数学学习的成功体验，提升学习自信心。

（二）改进课程资源和应用模式，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调查显示，有 22% 的学生认为 Pad 资源“不能满足”自身的学习需求，对自身的数学学习“帮

助不大”，10% 的学生对 Pad 课程内容“比较不满意”；有三成学生反映课程“讲解内容过于基础，

提高较少”，两成学生认为“题目过多，易重复”。虽然以上学生比例并不多，可是如果想要在

未来进一步提升项目效果，就需要对课程资源和应用模式进一步改善优化。从内容设计、题目

选择、资源丰富性和针对性等方面分层优化建设，满足不同层次学生需求。此外，中学生活泼

好动，对新鲜事物和未知领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们的学习动机多依赖于外部情境。如果整

个学习环境对他们有吸引力，他们便有强大的内驱力，自主进行探究和学习。但如果信息化学

习环境过于单调、单向，缺乏互动，就很容易产生厌倦，从而降低学习兴趣。因此，项目在今

后资源改善优化的同时，需要考虑应用模式的多样性，丰富学习环境创设，以此来提高项目的

实验效果。

（三）加强教师培训，助推项目资源有效利用

有校长反映项目实施在设备应用方面教师培训不足，使项目资源不能充分发挥效益。也有

教师反映，Pad 使用对学生学习促进不足，反到成了学生娱乐的工具。技术能否发挥作用，关

键作用还在于人。因此，在项目实施中还需要跟进加强教师培训，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和促进

作用。一方面，加强教师设备使用培训，以及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式等方面的培训，使教师能

够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思考并改进教学 ；另一方面，引导教师依据学生学情以及实际状况，选

择适当的有价值的学习资源，满足不同程度学生学习需要，真正发挥技术资源对平时课堂的补

充促进作用，从而使学生真正受益，提升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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