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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谱 COP 项 目 （ 教 师 在 线 实 践 社 区 的 简 称 ，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通过构建由中小学教师、大学专家
及助学者所组成的一种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混合的学习型组织，借助
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等方法与技术，持续监测与提升学校课堂教学质量，
有效帮助教师丰富、改善和重构有关如何教与如何支持学生学的实践性知
识，从而实现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与快速发展。靠谱COP项目提供教
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课堂诊断与改进服务、专项教学法提升项目和科研
绩效提升服务。

一、什么是靠谱COP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25省
跨越全国

500
多所

中小学校

1000
0余名

中小学教师

靠谱COP项目紧紧抓住课堂这一主阵地，

利用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开展循证实践研究，

通过集中研修、网络研修和校本研修三位一体

的支持服务为教师专业发展赋能，改善教师专

业学习与培训研修的供给结构，为实践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提供示范引领，为撬动

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创新性思路与可行的途径。

靠谱COP项目自2009年启动以来，服务遍

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500多所中

小学校、累计使10,000余名中小学教师直接受

益，在国内多个地区取得了突出的教师专业发

展成绩，掀起了一场教师专业学习的大风暴。

教师如何学习会反映在他如何教学上（Davi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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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靠谱COP项目的作用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对于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 对于中小学校长/领导 对于中小学教师

显著促进教育的优质化与均衡化发展 有效发挥信息化领导力带动学校快速发展 显著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与实践性知识水平

靠谱COP项目在长达二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创

新应用结果表明，项目学校通过三年的靠谱COP

项目（三年为一个周期）实施，可以使研修教师

的实践性知识年增长率不低于10%，课堂教学行

为年改进率不低于5%。

基于大数据的教师专业发展绩效分析报告，

可以支持和帮助教育行政部门做出基于数据证据

链的精准的、科学的、全面的、创新性的决策。

靠谱COP项目能够基于课堂教学行为大

数据，帮助校长提升信息化领导力，即显著

提升校长在信息化环境下的洞察力、决策力

和影响力，从而可以提升学科组、年级组，

甚至整个学校的问题解决水平与能力，整体

提升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实现学校整体办

学水平的快速提升与发展。

靠谱COP项目聚焦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改进和实

践性知识发展，在掌握课堂观察、教学反思、知识管

理等方法与技术的基础上，显著改进课堂教学，发展

实践性知识；此外，还可快速提升教师专题教学能力、

科研能力等。

靠谱COP项目通过体验式学习、建构性学习、众

筹式学习和弹性学习等方式，为项目研修教师的学习

打开了一种基于工作的真实学习的方式，从而显著提

升项目研修教师的岗位胜任力和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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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堂为教师的学习情境，开展不脱产的基于工作的学习。在靠谱COP项目中，教师可以

通过学校的自动录播教室，将教学录像上传到靠谱COP网络平台中，从而获得包括有63个

维度的基于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的详细课例分析报告，教师可以通过课例分析报告了解自

己教学的优点与特点，明晰自己教学的不足和短板，为改进课堂教学行为提供真实的依据

和证据，实现了工作空间与学习空间的无缝连接。

靠谱COP中开展
的多种研修活动

靠谱COP中基于
工作的学习流程

靠谱COP中提供
的专业支持服务

靠谱COP 中的课
堂观察数据图

项目聚焦教师最核心的隐性知识，以发展培育教师关于如何教和怎样支持学的实践性知识

为主要学习内容。靠谱COP项目中的远程学习圈、高质高效的合作学习社、故事坊、工作

坊、互助组等都是隐性知识的优质学习场所。

靠谱COP将“要教师学”，转变为了“教师要学”，通过建立为教师提供的密集的、专业

的、社会的学习支持服务改变教师的专业学习。靠谱COP项目为教育局领导及教研部门、

中小学校长和一线教师分别提供四大类特色服务，即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课堂诊断与

改进服务、专项教学法提升服务和科研绩效提升服务。

以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将隐性知识显性化，为创造知识转移提供先天的优势条件。靠谱

COP项目改变了以往单纯凭借个人价值观和个人经验的听评课方式，实现了基于数据证据

链的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的诊断与分析，并透过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揭示学校课堂教学

的优势与短板，为学校的发展提供精准的支持服务。靠谱COP团队经过长达20年之久的课堂

教学行为数据的积累，创建了不同地区、不同学段的课堂教学行为数据常模，实现了基于

大数据的知识管理与创新。

内容变革

方式变革

机制变革

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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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靠谱COP项目的特色——对教师专业学习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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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靠谱COP项目的特色——对教师专业学习的变革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

课堂诊断与改进服务

专项教学法提升服务

科研绩效提升服务

周期为三年
6-8所学校一个批次
每所学校15位种子教师
新手、胜任和成熟教师

现场课堂观察与诊断
教学行为改进工作坊
线上实践性知识治理网络研修
混合式校本研修

掌握大数据的课堂观察方法与技术
掌握大数据的教学反思方法与技术
课堂教学行为年改进率 ≧ 5%
实践性知识年增长率 ≧ 10%

区域教科院、教师进修学校或教委
一批6-8所项目学校
靠谱COP助学服务团队
研修教师团队

周期为1-3年
可按学校或区域组织
语/数/英等不同学科/学段

现场课堂观察与诊断
视频课例分析
课堂教学改进工作坊
远程指导

分析诊断课堂特色与短板
掌握有效的教学设计方法与技术
开展科学范式的校本研修
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学校主管领导
学校教科研主任
靠谱COP助学服务团队
研修教师团队10-20人

周期为10天左右
教师个人、学校、集团均可
聚焦专题、针对性强

录播课程
录播课程+训练营

掌握某一专题的教学法
学习与教学法相关的理论
赏析优秀教学法案例
提升教学水平

指导教师团队
群指导教师小分队
组群/个人

周期为11-28天
教师个人、学校、集团均可
针对国家/省市/区/校级科
研课题申报、组织及产出给
予一对一支持服务
促进成果产出

录播课
录播课+训练营

28天论文写作与发表
12天掌握基本的质化研究方
法/高水平量化研究方法
11天掌握科研课题的管理与
规划方法

指导教师团队
群指导教师小分队
组群/个人

基于循证的教师专业发展是指以科研证据为决策与行动依据的教师专业实
践改进。在经验学习圈中，将通过数据采集形成证据、确定专业发展目标、提
供循证支持服务和改进实践效果评估等提供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

课堂诊断与改进是指利用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技术为教师的现场课或视
频课例提供课堂诊断咨询，并以工作坊形式提供基于证据的专项教学行为改
进指导。

专项教学法提升服务是指针对某一专题的教学法（例如问题化教学方
法策略、合作学习教学方法策略等）进行短期的培训指导，以更加灵活的
方式快速提升教师的专项教学能力。

科研绩效提升服务是指以提升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培训指
导服务，包括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写作与发表、科研课题管理与规划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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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线实践社区

靠谱COP项目组建了一支50余人的、专业的专家助学团队，团队以信息化
环境下的教师专业发展为主要研究方向，同时每个专家都各有特长，团队结构
稳定合理。

近年来，靠谱COP项目专家团队紧紧围绕教师在线实践社区进行了深入系
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在《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中国远程
教育》、《课程.教材.教法》等教育类核心刊物上发表了100余篇高质量的学术
论文，在国内掀起了靠谱COP热潮。同时，专家团队成员先后在国家级出版社
出版了《交互式电子白板与教学创新》、《基于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的课堂观
察方法与技术》《基于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的教学反思方法与技术》、《网络
研修方法与技术》、《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教师专业成长新途径》、《基
于教育大数据的知识发现方法与技术》等多部学术著作。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四、靠谱COP项目的专家助学团队

9

教育大数据和智能学习支持环境。

共出版学术专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

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课题。

在国内教育学一级学科中学术影响力排名第35位，在

教育技术二级学科中学术影响力名列前十。

靠谱COP联盟首席专家

10

专家团队组成

学历结构 博士学历占 35%

硕士学历占 65%

高级职称占 45%

中级职称占 55%

人员结构

师范大学占 65%

基教研培部门占 25%

其他部门占 10%

职称结构

王陆教授 博士/博导 靠谱COP项目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



1.  项目发展分布图

4. 领导参与活动与评价

2010年9月26日，国务院参事室的部分领导在曲维枝副部长的带领下专
程前往靠谱COP项目学校宝安中学附属小学与北环中学进行调研。曲维枝同
志在深入调研后给予了高度地赞赏和评价。

国务院参事
曲维枝副部长
发表讲话

靠谱COP年会活动掠影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五、靠谱COP项目的发展与影响

11 12

3.  大型活动——靠谱COP学术年会

自2010年起，教育部中央电化教育馆为靠谱COP项目定期举办年度“靠谱
COP学术交流观摩活动”。靠谱COP项目先后在广东深圳、四川成都（举办2
次）、山东淄博、甘肃白银、湖北赤壁、浙江嘉兴、云南昆明、浙江杭州和北京
成功举办了十一届“靠谱COP学术交流观摩活动”。近三年，靠谱COP学术交流
观摩活动的参会代表人数均超过千余人。

2.   荣获第三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博览会最高奖SERVE奖
2017年9月，靠谱COP项目荣获第三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博览会最高奖SERVE奖，

并获得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2014-2020年靠谱COP项目发展分布



5.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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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处

靠谱COP项目颠覆了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模式，它目标

明确，聚焦常态课堂，针对老师的六大实践性知识，通过课堂观

察与诊断、针对性的工作坊培训、网上研修与互动等，项目组专

家和助学者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做出了很大的奉献，避免了空

洞的说教，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
——淄博市北门里小学校长吕红军 先进之处

在评课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旧套路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行

为改进并不是最有效的，但却由于种种因素形成了这种形

式化的评课风气。靠谱COP项目的评课就像一把手术刀，

它最能一针见血地剖析出教师的教学问题，这种数据化的

客观呈现，以及在此基础上改良后的中医式点评，本身就

足以引起广大教师的思考。
——深圳市海滨中学副校长许厚笕

有效之处

课堂观察分析与诊断代替了传统的评课，让我们可以

根据分析和诊断，进行教学设计的改进和再次教学。用数

据说话确实比传统的评课更科学，更有说服力！这种方式

能让教师快速地成长为一名内外兼修的优秀教师。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教师叶少云

特色之处

在靠谱COP特色名师工作坊——问题化教学

培训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可供参考和实用的教

学支架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它帮助我们到达

问题化教学的最近发展区，比如“四何-内容问

题/单元问题/基本问题”问题设计支架、“四何

-劣构问题/良构问题”问题设计支架等等。

——北京市第九十六中学地理教师黄从俊

卓越之处

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小结这段论文写作与发

表学习历程。

专业：无论是课程体系设计、课件呈现效果、

导师授课水平，还是个性化指导，处处彰显专业；

系统：从论文选题、文献检索与综述、论文

结构、格式规范、摘要、到论文的修改与完善等，

导师用理论范例加答疑的方式讲授，让我接受到

系统的论文写作方法；

值得：坚持连续28天的学习非常不易，但

是我想说，参加“靠谱COP知识”写作训练营，

你值得拥有。

——深圳市宝安区海城小学教师曾女英



6.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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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靠谱COP活动剪影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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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营指导

丰富的网络研修活动

靠谱COP录播教室

面授培训现场

精彩的现场课及认真的听课教师

召开课后反思会



实地调研
STEP

立项论证
STEP

签订协议
STEP

正式启动
STEP

通过立项后，双方可以就靠谱COP项目服务内容
进行定制和协商并达成协议，选择政府采购方式
或其他方式购买靠谱COP服务。

制定靠谱COP项目实施方案，按方案要求组建靠谱
COP项目研修教师团队，建立靠谱COP录播教室，
正式启动靠谱COP项目。

邀请靠谱COP项目专家亲临现场做项目介绍，并
组织相关人员到靠谱COP项目实验区/项目学校
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

准备加入靠谱COP项目的区域或学校结合
本地教育发展规划和特点，根据实地调研情
况进行立项论证，靠谱COP项目专家团队
提供支持服务。

教师在线实践社区
Teacher’s Online 

Communiies of Practice

如果您所在的区域或学校拟引入靠谱COP项目，您可以这样进行：

联系单位：北京优学社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靠谱COP联盟秘书处）

网 址：http://www.tocop.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9号中国外文大厦A座504室

邮政编码：100089

联系电话：(010)8851 2937 13011037990

联系邮箱：kp_cop@163.com

微信/微博：靠谱COP联盟

抖音/头条：靠谱联盟

七、如何加入靠谱COP项目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八、靠谱COP项目联系方式
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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