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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信息化教学的课堂



2015年12月开始，短短一年时间…

亚卓教育已接受全国22个省

186个城市的教育局、学校的邀请成功举办中职德育研讨会

“互联网+中职德育”示范课800余次

覆盖全国1000余所中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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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



什么是教育信息化？

一是把提高信息素养纳入教育目标，培养适应信息社会的人才；

二是把信息技术手段有效应用于教学与科研，注重教育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内容是教学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

在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首次把

IT在教育中的应用作为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

改革的重要途径。

20世纪90年代                     美国

2010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首次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

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2010年7月8日                     教育部



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

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

法现代化。加快终端设施普及，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实现多种

方式接入互联网。　　

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加强网络教学资源体系建。

引进国际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建立数字图

书馆和虚拟实验室。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

法，提高教学效果。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

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建立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推动各级政府充分整合现有经费渠道，优化

经费支出结构，制定教育信息化建设和运行维护保障经费标准等政策措

施，在教育投入中加大对教育信息化的倾斜，保障教育信息化发展需求，

特别要加强对农村、偏远地区教育信息化的经费支持。

鼓励多方投入。明确政府在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中的主体作用。鼓励

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服务，形成多渠道筹集教

育信息化经费的投入保障机制。

加强项目与资金管理。统筹安排教育信息化经费使用，根据各地教育

信息化发展阶段特征，及时调整经费支出重点，合理分配在硬件、软件、

资源、应用、运行维护、培训等各环节的经费使用比例。加强项目管理

和经费监管，规范项目建设。实施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绩效评估，提高

经费使用效率效益。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2012年9月5日刘延东副总理（时任国务委

员），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建设好

“三通两平台”为抓手，也就是“宽带网

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

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

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2015年教育部颁发《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

搭建数字教学平台，通过自建、引进、共建等方式建设课程资源成为

中等职业学校智慧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将发生革命性变革，职业院校教师需要借助数字校园持续提升

自身的信息化职业能力；学生能熟练操作学习系统，进行自主学习和协同学习，

分享学习成果。



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2016年1月19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第

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提出：要通过开放共享教育科技资源，为创客、

众创等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发挥市场作用，引导社会资

本广泛参与，催生适合国情的教育信息化新业态，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传统教育与信息化教育优势互补，

鼓励学校购买企业优质资源，引导教师应用网络空间

开展备课授课、学习指导等教学活动。



积极组织推进多种形式的信息化教学活动，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创新

教学模式，推动形成“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的信息化教学新常

态。

要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培育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市场，积极探索在

生均公用经费中列支购买资源服务费用的机制，将数字教育资源

的选择权真正交给广大师生。

要建立健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将信息化教学能力列入高校

和中小学办学水平评估、校长考评的指标体系，纳入学校办学

水平考评体系。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改变

一、解决传统教育的

以下问题：

优质师资的不足 优质课程的短缺 教育资源不均衡



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改变

二、带来了教育教学

“新常态”

多元化 碎片化 个性化



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改变

以教定学

以学定教

以知识为中心

以教师为中心

讲授为主

以能力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

主动获取、探究为主



慕课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微课
按照新课程标准及教学实践要求，
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
堂内外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
识点(重点难点疑点)或教学环节而开
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

智慧校园
通过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
物联网等新技术来改变教师、学生、管
理者和校园资源相互交互的方式，将学
校的教学、科研、管理与校园资源和应
用系统进行整合，以提高应用交互的明
确性、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从而实现智
慧化服务和管理的校园模式。

SPOC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改变

三、新的教育技术和方法应运而生



中职学校德育

数字教育资源



专家团队

教授、博士、博导

俞国良

亚卓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成员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所长 二级教授

中国职教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中职德育课程《心理健康》教学大纲独立起草人



专家团队

教授、博士、博导

苏彦捷

亚卓教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成员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专家团队

教授、博士、博导

毕诚

亚卓教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席专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校长发展学校常务副校长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兼）



专家团队
教授、博士、博导

檀传宝

亚卓教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成员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专家团队
教授、博导

石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

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专家团队

教授、博导

徐国庆

中国职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职教学会课程研究会副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家团队

 李力    孙伟  彭凯平     雷雳    

清华大学教授、博
士、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主任、清华大学社
科学院学术委员会
主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博士、博士
生导师、北航软件
学院创始院长、北
京软件行业协会执
行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博士生导师、
曾任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香港中文大
学博士后



专家团队

 伍忠杰  刘广宇    卢  健     刘洊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大体育与健
康学院实验教学中
心主任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博士、博士生导师、
省级电视台著名编
导、网络在线课程
拍摄制作专家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硕士生导师、
美国文学与文化研
究知名专家



专家团队

叶  英  袁智忠  张雪永     禹东川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博士、硕士生导师、
“中国近代史”课
程教学专家

西南大学教授、博
士、博士生导师、
中国高教影视学会
会员、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

东南大学教授、博
士、博士生导师、
MEMS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主任



专家团队

 贾秀兰      汪永智  石  坚 朱晋蜀

四川大学教授、博
士、博士生导师、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翻
译协会副会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职教学会德育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班主任与师德建设
中心主任

西华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现为教育
部新建本科院校评
估专家、全国高等
教育自学指导委员
会电工电子信息类、
专业委员会委员



专家团队

杜文忠   陈传升 文春帆 蔡少惠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学会德育工作委员
会常务理事   成都市
职业教育学会秘书
长、四川省学术与
技术带头人

教授、博士、博导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尔湾分校“校长”
教授 、“心理与社
会行为系”主任

中国职教学会人文
素质教育副会长

兼礼仪文化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



01
02

03
大纲体例设计及主审

中国职教学会德育工作委员
会和数个省级职教技术学会

的专家11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教育专家2人；

课程编写、教案设计及
资源包搜集

全国20多个省会城市中职一
线德育名师300余名

课程审核及包装制作
硕士及以上学历，教育背景
相关且经验丰富的技术与课

程研发团队20余人。

研发团队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数字教育资源库》(共426学时)

课程资源分类 课程资源名称 学时

课程教学
1.《中职学校德育部颁五门课程》
《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
《哲学与人生》、《经济政治与社会》

146

中职
德育
工作

班主任工作 2.《中职学校班主任每周一课》 90

校园文化

3.《中职学生青春健康教育》  32

4.《中职学生国学经典诵读》  52

5.《中职学生理想信念与中国精神教育》 28

6.《中职学生品格教育》 36

7.《中职学生法治教育》 32

8.《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 10

检测体系 9.《班主任每周一测：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 套

教学平台 10.亚卓数字教学中心V3.0 套



中职德育四维在线课程资源体系

课程教学 班主任工作 校园文化 评价体系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在线课程资源库及网络教学平台
建设研究》

国内首创，已经获得由国家版权局认证；

成功入选“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

规划项目2016-2017年度课题”，成为

唯一以企业为主体成功申报中职类国家

课题。



权威媒体报道

教育部直属媒体《中国教

育报》《德育报》，分别

在2015年7月15日、8月27

日、12月2日、2016年3月

1日、9月7日对本公司及其

产品进行了整版报道，并

予高度评价。



1 中职学校德育部颁五门课程



心理健康
30课时

30课时
哲学与人生

28课时
经济政治与社会

30课时
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生涯规划28课

时

课程教学：中职学校德育部颁五门课程



课程教学：中职学校德育部颁五门课程

线 上
20分钟

线 下
20分钟

40分钟的亚卓大课堂

导言
1-2分钟

影视材料
5-7分钟

知识点精讲
9-12分钟

动画
活动展示

2分钟

教师指导
组织活动



2 中职学校班主任每周一课



《弟子规与我》20学时 《健康心理·阳光心态》20学时 《快乐学习与幸福生活 》15学时

《安全意识与文明行为》15学时 《提升职业素养》10学时 《人在职场》10学时

中职学校班主任每周一课



一堂有趣的班会课

5分钟
线下
教师引入

3分钟
线上动画

7分钟
线上
教师讲解

10分钟
线下
教师指导

15分钟
课堂活动



3 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青春健康教育》
(32学时)

雷 雳  主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

程 静  研发 出镜

教授 青春健康教育国家级师资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青春健康教育》
(32学时)

主题一：青春健康与生理发育（5课时）
第一课　生殖系统与健康
第二课   新生命的孕育
第三课　身体发育与困惑
第四课　月经与遗精
第五课　性的觉醒

主题二：青春心理（5课时）
第一课　性心理现象　　
第二课　体像烦恼
第三课　性别认同
第四课　亲子关系
第五课　偶像崇拜

第四课    预防性侵害
第五课    拒绝约会暴力
第六课    酒精与毒品
第七课    远离性病

主题五：性与社会（7课时）
第一课   性与文化
第二课   性别平等
第三课　性权利
第四课　多元的性
第五课　性道德
第六课　性法律
第七课　婚姻与家庭

主题三：两性交往（7课时）
第一课　朋友
第二课　同伴压力
第三课　异性交往
第四课    情感的烦恼
第五课    真爱
第六课　分手与失恋
第七课　学会拒绝

主题四：性安全与自我保护（8课时）
第一课    性行为的选择
第二课    避孕知识
第三课    意外怀孕以后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国学经典诵读》
（52课时）

徐国庆 主审

中国职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职教学会课程研究会副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廖知昳  研发 出镜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硕士

拥有丰富的中职一线教学经验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国学经典诵读》
（52课时）

1、乡情篇:（3课时）

2、爱国篇:（3课时）

3、生命篇:（3课时）

4、感恩篇:（3课时）

5、修德篇:（3课时）

6、立志篇:（3课时）

7、礼仪篇:（3课时）

8、仁爱篇:（5课时）

9、技艺篇:（3课时）

10、诚信篇:（3课时）

11、规则篇:（3课时）

12、责任篇:（3课时）

13、敬业篇:（3课时）

14、意志篇:（3课时）

15、廉洁篇:（3课时）

16、环保篇:（3课时）

17、安全篇 :（2课时）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理想信念与中国精神教育》
（28课时）

严书翰   
博导    中共中央党校原社科部主任 
“马工程”首席专家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

周熙明 
教授   博导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

周天勇   
教授   博导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刘明福 
教授   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

邹广文      
博导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理想信念与中国精神教育》
（28课时）

第一部分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课时）
第一单元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课时）
第二单元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课时）
第三单元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                              （3课时）
第四单元  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这个文化核心问题   （4课时）
第五单元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1课时）
第六单元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回答的问题                              （1课时）

第二部分    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6课时）
第一单元         “中国梦”——百年追梦与民族自强                                （3课时）
第二单元         “中国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               （3课时）
第三单元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2课时）
第四单元         实干兴邦——“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3课时）
第五单元         凝心聚力——“中国精神”的民族特征                            （3课时）
第六单元         共筑中国梦——“中国精神”的时代要求                        （2课时）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品格教育》
（36课时）

文春帆  主审

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

国内“品格教育”知名专家

教育部教材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品格教育》
（36课时）

诚实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自信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乐观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感恩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尊重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尽责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宽容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沟通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勇敢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节俭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友善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服从品格培养与训练（3课时）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法治教育》
（32课时）

张晋藩   主审

中国著名法学家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终身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律史学会专业顾问、

中国法文化研究会会长

杜文忠   研发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后

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



校园文化建设

《中职学生法治教育》
（32课时）

第一单元    我与法律的邂逅（4课时）
第一课  说说法律那点儿事
第二课  宪法：法律的大哥大
第三课  法治的理念：揭开法律的面纱
第四课  公民：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

第二单元     我们一家与法律的约定（6课时）
第一课：亲子关系：我与我的监护人 
第二课：婚姻法：爸爸妈妈，你们离了，我怎么办？
第三课：继承权：我家的传家宝，有我的份吗？
第四课：性侵：别把黑手伸向我
第五课：家庭暴力：对爸妈的拳脚说：NO
第六课：侵权：你闯祸，谁买单？

第三单元     校园中的法律（6课时）
第一课：教育权：我上学，谁做主
第二课：校园欺凌：小霸王，你别嚣张
第三课：人格权：我也需要被尊重
第四课：生命健康权：校园意外的救赎
第五课：健康饮食权：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第六课：财产权：我的money,你别拿

第四单元  法律与社会中的我（8课时）
第一课：隐私权：我的日记，你能看吗？
第二课：劳动权：我和打工，不得不说的故事
第三课: 人身权：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第四课：保险法：保驾护航伴我行
第五课：知识产权：我的发明我做主
第六课：网络法律规则：法“网”恢恢，切勿网游人生
第七课：司法程序的特殊保护：程序正义，与我息息相关
第八课：依法维权：自助者，法助

第五单元    珍爱自己  远离犯罪（6课时）
第一课：人身权利犯罪：命丧黄泉路，事起小争端
第二课：财产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第三课：毒品犯罪：不要把灵魂出卖给毒魔
第四课：共同犯罪：“桃园结义”须讲法  
第五课：犯罪预防：冲动是魔鬼
第六课：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

第六单元  法治中国：我与法律约定一生（2课时）
第一课：契约精神：诚信守法从不作弊开始
第二课：中国梦:复兴之路，法律点灯



校园文化建设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
（10课时）

汪永智   主审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职教学会

德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班主任与师德建设中心主任

亲自领衔，带领广东省多个德育品牌中职学校师资共

同打造教育部课题

程  瑶   出境

全国德育特色品牌名校

广东东莞工程机电学校团委书记



校园文化建设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
（10课时）

第一课    《公约》开篇
第二课    爱祖国，有梦想。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志存高远，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第三课    爱学习，有专长。
                 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学苦练，精益求精；不会就学，不懂就问。
第四课    爱劳动，图自强。
                 尊重劳动，勇于创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从我做起，脚踏实地。
第五课    讲文明，重修养。
                 尊师孝亲，友善待人；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知错就改，见贤思齐。
第六课    遵法纪，守规章。
                 遵守法律，依法做事；遵守校纪，依纪行为；遵守行规，依规行事。
第七课    辨美丑，立形象。
                 情趣健康，向善向美；仪容整洁，衣着得体；举止文明，落落大方。
第八课    强体魄，保健康。
                 按时作息，坚持锻炼；讲究卫生，保持清洁；珍爱生命，注意安全。
第九课    树自信，勇担当。
                 自尊自信，乐观向上；珍惜青春，不怕挫折；敬业乐群，勇担责任。
第十课     实践《公约》



4 《班主任每周一测：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



班主任每周一测

《心理健康每周一测》

       该测试系统的主要对象是中职学校的班主任和中职学生，供班会课和活动课使用。也可作为中职德育课“心理健康”

课程的配套课程资源，涉及“心理健康”的各个方面，设计了以下5个方面、共有50个分项测验、1324个测试题目。

      

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 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

心理健康的
基本知识

（你的心理健康
吗，你的心理年
龄有多大等）

成长
（你有明显的青
春焦虑吗，性度
测验，自信心测

评等）

生活
（异性关系测验，
处世方式测量和

幸福快乐测验等）

学习
（你有厌学情绪
吗，学习能力应
试技能测验等）

职业
（职业兴趣，职
业价值观和创新

创业潜能测评等）

1 2 3 4 5



班主任每周一测

《职业生涯规划每周一测》

该测试系统的主要对象是中职学校的班主任和中职学生，供班会课和活动课使用。也可作为中职德育课“职业生涯规划”

课程的配套课程资源，涉及以下8个方面、共有48个测验分项、1012个测试题目。

1、了解生命
（你的生活充实吗，你的生活方式健康吗等）
2、了解自我
（你的身体素质如何，你是否有责任感，你的自我形象如何等）
3、人际关系
（你的人际关系如何，你对朋友的诚意如何等）
4、个人素养
（你的修养如何，你如何面对竞争等）

5、情绪与压力
（你是否容易失控，你的心理压力大吗等）
6、时间管理
（你的精力充沛吗，你属于何种时间类型等）
7、个人理财
（你富有冒险精神吗，你能否抵制诱惑等）
8、理想与规划
（你的抱负水平如何，你有美好的理想吗，你的神
经类型适合何种职业等）



亚卓智慧校园

技术平台产品



中等职业学校数字教学中心V3.0

亚卓数字教学中心是四川省科技厅资助/省院省校共建、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015SZ0222）“四川省数字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开发与推广”。
       具有在线学习、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教学管理
四大功能。

平台采用纯JAVA技术开发，系统具有极好的跨平台移植
性，各功能模块彼此有接口又相互独立，可拆分、可选、
可支持将来各模块功能的单独扩展和定制。
       系统支持多重级别、多个层次的权限定义，通过授
权实现分级管理。操作功能明确、提示清晰、流程清楚。



亚卓智慧校园技术平台产品

配套亚卓资源的系统

配套亚卓服务的系统

配套亚卓应用的系统

1.中等职业教育数字教学中心

2.亚卓问卷系统

3.亚卓班主任好管家系统

6.亚卓AR互动平台

5.亚卓家校联系移动平台

4.亚卓教务管理系统



高校在线通识课程 
30000分钟

中职德育在线课程 
10000分钟

中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  
15000分钟

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培养 
20000分钟

小学STEAM创意科学

3000分钟

教师资源包

6000个

截止目前，亚卓教育累计已开发



亮亮图文
旗舰店

单击此处添加

文本单击此处
添加文本

单击此处添加
文本

单击
此处
添加
文本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德育工作
委员会理事单位

教育部合
作在线教
育机构

国有参
股企业

专注于为中国职
业教育市场提供
先进教学资源和
教育技术的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
“上规入库”

企业



我们为学校提供以下资源及服务：

“亚卓大课堂”
数字教育资源库

全国职业教育数字校园
建设项目(含3个资源库)
全国基础教育数字校园
建设项目(含3个资源库)

亚卓智慧校园
技术平台产品

数字教学中心
问卷系统

教务管理中心等

课程拍摄制作服务

专业资源库建设
慕课、微课等在线课程定制服务

与学校共建在线课程资源库
学校宣传片、汇报片、

纪录片、MV等制作

培训及咨询顾问服务

学校发展顶层设计
打造特色文化项目

专业设置评估与调整
师资队伍建设与提升

创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品牌战略与品牌建设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