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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册教材综述

一、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1）掌握Python语言开发集成环境搭建。

（2）掌握赋值语句、input输入、print输出等人机交互方法，会引用模块库，能使用

海龟绘图功能。

（3）掌握Python常见的算术运算符、数学函数的使用及其意义，能绘制sin函数图

像，了解顺序结构程序的编写。

（4）掌握程序分支结构的书写方法、规则，理解程序分支结构的逻辑思想，了解

datetime模块的功能与用法。

（5）掌握for、while两种循环结构的书写方法、规则，理解程序循环结构的逻辑

思维。

（6）掌握Python第三方模块的安装与使用方法。

（7）灵活使用Matplotlib模块作图，初步学习数据分析方法。

（8）知道人工智能的概念，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

（9）知道文字识别的概念，了解文字识别系统、原理及其应用领域。

（10）知道图像识别的概念，了解图像识别系统、原理及其应用领域。

（11）知道语音识别的概念，了解语音识别系统、原理及其应用领域。

（12）了解生物特征的概念，了解生物特征分析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

（13）知道图像风格迁移技术的概念及其应用领域。

（14）知道机器学习的概念，了解机器学习的步骤。

（15）知道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及其特征，知道云计算的概念及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

2.  过程与方法

（1）通过Python语言开发集成环境搭建，引导学生初步了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的工程技术思想，在小组共同完成Python语言开发集成环境搭建的过程中，培养学

生合作交流的精神。

（2）学习人机交互方法，引入海龟绘图模块，设置绘制“笑脸”学习任务，让学生

在自主探究和实践练习的过程中，掌握Python语言及海龟绘制的常用语句及操作方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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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3）设置绘制sin函数图像学习任务，强化海龟绘图功能的学习与应用，体会顺序结

构程序的编写。培养学生的探究、合作交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学习程序分支结构的书写方法、规则，理解程序分支结构的逻辑思想，简单介

绍datetime模块。设置“今天是星期几”学习任务，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提升动手操作

的实践能力。

（5）学习for、while两种循环结构的书写方法、规则，理解程序循环结构的逻辑思

维。使用循环方式重新绘制sin函数，体会顺序结构、循环结构的差异。本课涉及较多的

内容和步骤，循环结构是一个难点，建议学生多练习、多思考。

（6）较为详细、全面地介绍了Python中各种内置模块的功能与作用，并以Matplotlib

模块安装为例，介绍第三方模块的安装与使用。这一部分内容涉及大量课外知识，建议学

生多阅读、多搜集资料，提高知识检索能力。

（7）使用Matplotlib模块绘制函数直线图、柱状图等。设置csv文件生成曲线图像学习

任务，涉及文件读取、循环、判断分支、曲线设置等内容，较为复杂。这一部分内容量较

大，学生有很大的操作量，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究、合作交

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8）我的学习数据分析是对前面七节课的综合应用。学生可以选择完成其中一个活

动。通过作品的评价和交流，锻炼学生的评价技能，培养他们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反思学

习效果的意识，增强创作成就感。

（9）通过教师讲解和分析，采用与学生共同交流的方式，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今

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应用，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及勇于展现自我的精神。

（10）通过设置“手写数字识别”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和实践练习的过程

中，体验文字识别的过程。

（11）通过设置“网络图像识别体验平台”的学习任务，让学生体验图像识别的过

程，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提升学生动手操作的实践能力。

（12）通过设置“语音识别与翻译”体验活动，让学生利用语音识别软件输入内容，

并在体验中学习语音识别相关概念。

（13）通过“互联网搜图”“使用智能音箱”“手机指纹开锁”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让学生了解多样化的生物特征识别案例，建议学生多阅读、多搜索，提高知识检索能力，

帮助他们了解生物特征分析的相关概念。

（14）通过自主探究完成“凡·高风格迁移”活动，了解人工智能在图像美化、风格

变迁、视频处理等方面的应用，帮助学生了解相关概念。

（15）通过自主探究、讨论，使学生认识到文字识别、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生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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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分析和图像风格迁移等技术都是机器学习的延伸及应用，进而了解机器学习的步骤及相

关概念。

（16）通过学习，让学生掌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概念，并能对其中的案例

进行陈述。

（17）通过完成章节和单元学习评价测定，让学生了解自己对内容的掌握程度，发现

自己的学习问题，明确学习目标。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利用信息技术解决日常学习生活中的问题，体验信息技术为日常生活应用

服务的乐趣和成就感，培养学生信息技术创造意识。

（2）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敢于不断实践探究、不断进取的精神，逐步提高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审美力和创作力。

（3）通过教师示范讲解，学生自主探究，以及同学之间合作探究，培养学生积极探

究和交流合作的能力。

（4）通过评价交流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及综合运用能力，提升学生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的意识，让学生体验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5）通过章节或单元的学习评价，培养学生的总结反思能力，让学生明确学习目

标，提升自我反思、自我评价的意识。

二、教材内容结构

本册书共包含两个单元，其中，第一单元有7课教学内容和1课综合活动，以学习

Python软件的基础知识、常用软件库为主； 第二单元有8课教学内容，通过感受人工智能

的应用案例，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的内涵与应用领域，了解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知识和方

法，感受人工智能为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

第一单元：Python程序设计

第1课“Python入门”，通过教师讲解和观摩Python语言开发集成环境搭建步骤，引导

学生初步了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工程技术思想，在小组共同完成Python语言

开发集成环境搭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精神。

第2课“用程序求解问题”是学生使用Python编程的第一课。主要学习的内容包括赋

值语句、input输入、print输出等人机交互方法，引入海龟绘图模块，设置绘制“笑脸”学

习任务，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和实践练习的过程中掌握Python语言及海龟绘制的常用语句及

操作方法，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第3课“用函数进行计算”，主要学习的内容包括Python常见的算术运算符、数学函

数的使用及其意义，简单介绍math模块。设置绘制sin函数图像学习任务，强化海龟绘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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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学习与应用，体会顺序结构程序的编写。培养学生的探究、合作交流、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4课“用分支结构控制计算”，主要学习的内容包括程序分支结构的书写方法、规

则，理解程序分支结构的逻辑思想，简单介绍datetime模块。设置“今天是星期几”学习

任务，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提升动手操作的实践能力。

第5课“用循环结构执行重复计算”，主要学习for、while两种循环结构的书写方法、

规则，理解程序循环结构的逻辑思维。在学习任务中，使用循环方式重新绘制sin函数，

体会顺序结构、循环结构的差异。本课涉及较多的内容和步骤，循环结构是一个难点，建

议学生多练习、多思考。

第6课“用模块处理数据”。模块是Python语言的一大特色，在本课之前已经介绍了

math模块、datetime模块的使用，本课较为详细、全面地介绍了Python中各种内置模块的功

能与作用，并以Matplotlib模块安装为例，介绍第三方模块的安装与使用。这一部分内容涉

及大量课外知识，建议学生多阅读、多搜集资料，提高知识检索能力。

第7课“用模块作图”，本课的主要内容是使用Matplotlib模块绘制函数直线图、柱状

图等。设置csv文件生成曲线图像学习任务，涉及文件读取、循环、判断分支、曲线设置

等内容，较为复杂。这一部分内容量较大，学生有很大的操作量，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动手

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究、合作交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8课“综合活动：我的学习数据分析”，这部分是对前面七节课的综合应用，学生

可以选择完成其中一个活动。通过作品的评价和交流，锻炼学生评价技能，培养他们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和反思学习效果的意识，增强创作成就感。

第二单元：人工智能ABC

第9课“感受人工智能”，通过教师讲解和分析，采用与学生共同交流的方式，探讨

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今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应用，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及勇于展现自我的

精神。

第10课“文字识别”是人工智能第一课，主要学习的内容包括文字信息的采集、信息

的分析与处理、信息的分类判别等。设置“手写数字识别”学习任务，让学生在自主探究

和实践练习的过程中，体验文字识别的过程。

第11课“图像识别”，设置“网络图像识别体验平台”学习任务，让学生体验图像识

别的过程，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提升动手操作的实践能力。

第12课“语音识别与翻译”，语音识别技术就是让机器通过识别和翻译，把语音信

号转变为相应的文本或指令的技术，并逐渐成为信息技术中人机交互的关键技术。设置活

动，利用语音识别软件，用语音输入的方法输入古诗词，让学生体验语音输入的过程，并

学习语音识别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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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生物特征分析”，通过“互联网搜图”“使用智能音箱”“手机指纹开锁”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学生了解多样化的生物特征识别案例，建议学生多阅读、多搜索，

提高知识检索能力，帮助他们了解生物特征分析的相关概念。

第14课“图像风格迁移”，通过自主探究完成“凡·高风格迁移”活动，了解人工智

能在图像美化、风格变迁、视频处理等方面的应用，帮助学生了解相关概念。

第15课“认识机器学习”，机器学习使用特定的算法和编程方法来实现人工智能。前

面提到的文字识别、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生物特征分析和图像风格迁移等技术都是机器

学习的延伸及应用。通过自主探究、讨论，使学生了解机器学习的步骤及相关概念。

第16课“人工智能揭秘”，让学生掌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概念，并能对其

中的案例进行陈述。

三、编写思想

本册教材在选材和编排时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编写思想：

1.  贯彻广东省课程纲要精神，培养学生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教材全面贯彻省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纲要的精神，从日常生活和学习出发，结合信

息时代学生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要求，选择便于实施教学、易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符合初

中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需求的学习内容。通过让学生亲身体验信息技术学习和探究活动，

激发学生对信息技术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信息技术素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学会利用信息技术解决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

2.  面向全体学生，立足于学生的发展

教材的编制关注不同地区、学校及学生之间的差异，所选择的内容面向全体学生，具

有基础性、实践性、应用性和发展性，体现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教科书适用于不同

地区、不同设备条件的硬件环境，水平一般的学生可以通过努力达到学习目标，而水平较

高的学生则留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同时，鼓励学生在达到学习目

标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学习和发展。

3.  渗透学生主体思想，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教材课程重视不断激发学生的主体思想，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体验过程、感悟方法。

教材以“学习任务”“自主探究”“合作探究”“小组讨论”“巩固练习”“学习评价”

为主要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过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交流分享和评价反思。教

材通过各类学习活动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探究空间，引导学生参与到动手实践、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手脑并用的实践活动，体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乐趣，学习科

学的探究方法，发展科学的探究能力，形成尊重事实、善于质疑科学的态度，逐步使学生

的信息素养在主动学习信息技术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发展。此外，教材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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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配有大量文字说明，通俗易懂，能让学生通过自学准确进行上机实践。

4.  注重任务驱动，强调“做中学”

信息技术课程是一门以操作为主的学科，为了方便学生掌握学习内容、熟练操作流

程，教材提供了许多具有应用性和操作性的范例，以“典型范例”“学习任务”“自我探

究”“合作探究”为指导，以学习任务为驱动，促使学生在做中学，引导学生在完成学习

任务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每节课学习内容对应的学习任务都是为了

最终单元学习作品的完成而设置。

5.  注重评价与反馈，促进师生持续发展

教材尤其注重对学生学习的评价，教材中设计的“巩固练习”可以真实反映学生对学

习内容的掌握程度。此外，在每课的最后都设置了“反思评价”评价量表，方便学生即时

自我检查本节课内容的学习效果。每单元综合活动部分设置的“作品交流与评价”提供单

元评价参考指标，方便学生进行单元作品的交流和评价，整体感知作品。每单元包含单元

学习评价，提供单元学习评价表，方便学生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等方面综合评价自己是否达到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并可以填写“学习体会”，明确梳理

自己对本单元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和存在的疑问，以及希望学到的其他内容。评价活动的

设计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反思习惯，促进其持续发展。

四、教学建议

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之前需要

在分析学习者特征和学习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教学设计。教学设计也就是教师上课前

写的教案，一般包括教学对象分析、教材分析、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策

略）、教学环境、教学重难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以及练习题等。

为了使教学有效地进行，提供以下几点建议，供教师们参考。

1.  分析把握学习者特征与学习环境 

分析学习者特征和学习环境是进行教学设计的基础，不同地区和学校的办学条件、师

资水平不同，不同的地区、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同样具有不同的知识水平、入门技能和学习

风格。为达到教学目标，教学设计需要在了解学习者特征，分析教学环境、设备条件的基

础上，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状况，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设计较适合学生的学习活

动和学习任务。

在设计教学任务和教学活动时，教师应尽可能设计不同层次的学习任务，可以将任务

定为基础性任务和提高性任务。教师针对不同层次的学习者给予适当的指导，对于学习上

比较困难的学生给予鼓励和引导，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任务，以达到基础性任务的学习

目标；对于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引导其在完成基础性任务的基础上完成提高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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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位学生体验到成就感。

2.  熟悉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是教师需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熟练程度决定学生

掌握学习内容的质量。教师要熟练办公软件的各项操作，针对不同的目的运用不同的操作

技巧。教学目标是学生通过课堂教学要达到的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教师评

价教学是否成功的参考依据。因此，教师在教学前和教学过程中需要非常熟悉教学内容，

明确教学目标，避免教学偏离方向。

3.  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设计、调节教学活动

教学方法是指为了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在一定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指导

下的学习方法，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根据不同的教学环境、教学对象、教

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师应该合理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教学活动是教学实

施过程中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活动总称，活动的设计和活动实施流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

的参与性和学习效果。因此，教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设计、调节教学活动。

为了使学生在获得知识技能的过程中掌握方法、提升能力和感受学习的乐趣，教师要

组织好教材中的“学习任务”“自主探究”“合作探究”“交流讨论”等活动，让学生在

有效的过程体验和方法学习的过程中掌握知识技能，培养他们良好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促进其全面发展。

4.  精讲多练，以任务为驱动引导学生“做中学”

信息技术课程是技术性很强的课程，因而选择任务驱动的主要方式引导学生“做中

学”成为必然。教学应该体现学科特点，体现信息技术在学习、生活中的应用，保证学生

有不低于80%的上机操作和练习的时间。对于教材中提供的精炼的理论内容和典型的应用

性、示范性案例，教师应该精讲多练，有必要通过引导学生在做中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

快速掌握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标，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以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注重教学评价与反思

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评价既包括阶段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

价，也包括学生自我反思评价、学生相互评价，还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价。通过评价，学

生可以明确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明确自己的学习需求，找准自己的学习目标；教师可

以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教学目标的达成程度、教学活动的实施效果、教学方

法的应用情况、教学中的亮点和不足等，有利于教师合理调整教学活动、改进教学方法，

制订下一步教学计划。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给予及时肯定、表扬和指导，鼓励学生根据评价

量表进行自我评价。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增强学生自信心，激发学生创造力，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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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我反思与评价的意识。

6.  充分利用教学资源，鼓励拓展性知识学习

教师的教学资源不应局限于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范例及参考资料，在教学网站、教

学光盘中也存在很多可以用于支持教与学的资源，包括文本、视频、音频等。教师应充分

利用各类教学资源，为教学提供支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另外，教师应对学有余力的学

生给予鼓励，以达到更好的教学目标。

教材中的教学资源依据学生特征、课程教学内容难易程度编制，合理运用可以达到

很好的教学效果。很多教师想要编制较为个性化的、更贴近学生实际需要的教学资源和材

料，这时，教师需要较早着手准备并考虑周全，要充分预估教学效果，才能保证课堂教学

的顺利实施。

五、配备要求

电脑室的电脑需要安装Python软件，可以访问互联网，并安装本书人工智能学习

平台。

六、课时安排

建议按下表安排课时：

单元 课名 课时数

第一单元

Python程序设计

第1课 Python入门 1课时

第2课 用程序求解问题 1课时

第3课 用函数进行计算 1课时

第4课 用分支结构控制计算 1课时

第5课 用循环结构执行重复计算 1课时

第6课 用模块处理数据 1课时

第7课 用模块作图 1课时

第8课 综合活动：我的学习数据分析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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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课名 课时数

第二单元

制作多媒体作品

第9课 感受工人智能 1课时

第10课 文字识别 1课时

第11课 图像识别 1课时

第12课 语音识别与翻译 1课时

第13课 生物特征分析 1课时

第14课 图像风格迁移 1课时

第15课 认识机器学习 1课时

第16课 人工智能揭秘 1课时

合计 17课时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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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各单元教学分述

第一单元  Python程序设计

本部分是九年级全一册第一单元，主要以学习Python软件的基础知识、常用软件为

主，包括7课时的基本教学内容和2课时的综合实践，共9课时，学习内容有“Python入

门”“用程序求解问题”“用函数进行计算”“用分支结构控制计算”“用循环结构执

行重复计算”“用模块处理数据”和“用模块作图”等。Python程序设计语言学生没有接

触过，本单元将围绕绘制佩奇与数据分析这2个主题，利用实用、操作简单的案例开展教

学，旨在让学生学会Python的常用程序结构，能够引用模块库解决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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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学习任务
利用Python绘制佩奇小猪图案与进行数据分析。

 课时建议

教学课时：共9课时。

 主要内容
第一课 Python入门。

第二课 用程序求解问题。

第三课 用函数进行计算。

第四课 用分支结构控制计算。

第五课 用循环结构执行重复计算。

第六课 用模块处理数据。

第七课 用模块作图。

第八课 综合活动：我的学习数据分析。

 教学实施
整个单元教学建议教师以每课为一个学习阶段，每个学习阶段按照不同的学习任务

进行。

第一阶段：Python入门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了解Python的先进功能及应用范围，进行开发环境搭建实践。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学习）阅读教材，了解Python开发环境的搭建过程。

任务2：（小组讨论）结合日常知识，小组讨论Python语言的先进功能及多样化用途。

任务3：（实践练习）依据讨论结果，上网搜索并下载相应安装文件，探讨开发环境

的搭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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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4：（自主学习）依据安装方案安装Python集成开发环境。

任务5：（小组讨论）分析Python集成开发环境中不同版本的差异及用法。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在进行学习评价时，可以使用下面的评价表（见表1-1），将本节课中各学习目标的

收获情况记录下来，通过学生自评、学生评价或老师评价的方式，对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

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结合教学任务，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及时给学生表扬和鼓励。

表 1-1  学习评价表

序号 学习内容 掌握程度

1 说出Python的应用范围 ☆☆☆☆☆

2 说出Python有哪些开发环境 ☆☆☆☆☆

3 成功搭建Python开发环境 ☆☆☆☆☆

4 说出Python调试步骤 ☆☆☆☆☆

其他收获：

（2）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整体掌握情况，评估学生的学

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和方法。如表1-2所示。

表 1-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80%以上 60%~80% 40%~60% 40%以下

学生总体评

估记录（包

括 知 识 技

能、过程方

法 和 情 感

态度）

能说出Python的应用范围

说出Python有哪些开发环境

学生对Python的兴趣

成功搭建Python开发环境

说出Python调试步骤

学生合作交流能力

教学资源利用情况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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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充资料

（1）Python2、Python3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较大，学生上网搜索软件时，应注意下载

正确的版本，注意软件编辑、环境调试。

（2）使用Python时，要注意正确配置应用环境。在谈及Python的广范用途时，可以适

当引入当前热点的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内容引起学生兴趣。

第二阶段：用程序求解问题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学习Python语言的人机交互方式，初步了解Python模块库概念。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探究）阅读教材，了解输入、输出语句的用途及Python的书写格式

规范。

任务2：（实践练习）打开Python软件，尝试运行各种语句并观察分析不同结果差异。

任务3：（小组合作）分析海龟绘图的用法，分解“笑脸”的完成步骤。

任务4：（实践练习）完成“笑脸”的绘制。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学生学会Python人机交互的基本方法，了解Python模块库概

念及引用方法，这是Python应用的基础。因此，在进行学习评价时，可以使用以下评价

表，将本节课中各学习目标的收获情况记录下来，通过学生自评、学生评价或老师评价的

方式，对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如表2-1所示。

表 2-1  学习评价表

序号 学习目标 自评 他人评

1 掌握Python语句的书写格式 ☆☆☆☆☆ ☆☆☆☆☆

2 掌握input、print语句的用法 ☆☆☆☆☆ ☆☆☆☆☆

3 掌握引入模块库 ☆☆☆☆☆ ☆☆☆☆☆

4 完成“笑脸”的绘制 ☆☆☆☆☆ ☆☆☆☆☆

我学到了： 自评留言

我还想学： 同学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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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了解学生对Python人机交互的基本方法、Python模块

库概念及引用方法的整体掌握情况，这是Python应用的基础。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

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如表2-2所示。

表 2-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80%以上 60%~80% 40%~60% 40%以下

学生总体

评估记录

（包括知

识技能、

过程方法

和情感

态度）

掌握input语句的正确书写方法

掌握赋值语句的正确书写方法

  掌握print语句的正确书写

方法及格式化输出

掌握引入模块库

  理解penup()、pendown()、

goto()、circle()等语句的用法与

意义

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能力

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积极思考、大胆质疑

的学习习惯

能够灵活使用海龟绘图模块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待解决的问题及困惑

5.  补充资料

对于Python基础内容，当部分学生认为自己不需要进行学习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完成

具体的学习任务，并鼓励学生进行学习，以任务为驱动，就会减少学生懈怠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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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用函数进行计算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学习Python的算术运算符、数学函数，引入math模块库，绘制sin函数图像，正确理解

程序三大结构中的顺序结构。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小组讨论）阅读教材，初步了解各种符号、函数的写法及作用。

任务2：（实践练习）打开Python Shell，对abs()、divmod()、pow()、round()、sum()、

min()等各种数学函数进行练习，并认真体会其意义。

任务3：（自主探究）上网搜索、讨论math模块库的强大功能及用法。

任务4：（实践练习）使用海龟绘图，分析sin()函数的绘制步骤并完成作图，保存绘

图程序。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在进行学习评价时，可以使用以下评价表（如表3-1所示），将本节课中各学习目标

的收获情况记录下来。结合教学任务，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要及时给学生表扬和

鼓励。

表 3-1  学习评价表

序号 学习目标 掌握程度

1 说出常用的数学运算符、函数的书写格式、书写方法 ☆☆☆☆☆

2 探索math模块库的强大功能 ☆☆☆☆☆

3 了解图像放大的目的与方法 ☆☆☆☆☆

4 绘制sin()函数图像 ☆☆☆☆☆

5 理解顺序结构 ☆☆☆☆☆

其他收获：

（2）教学反思

教师要了解学生对Python常用的数学运算符、函数，图像放大原理，顺序结构等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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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掌握情况，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

式和方法。如表3-2所示。

表 3-2  教师教学反思表

教学目标 教学组织 教学策略 师生互动 不足之处 原因分析

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5.  补充资料

Python中math模块常用的方法：

ceil：取大于等于x的最小的整数值，如果x是一个整数，则返回x。

copysign：把y的正负号加到x前面，可以使用0。

cos：求x的余弦，x必须是弧度。

degrees：把x从弧度转换成角度。

e：表示一个常量。

exp：返回math.e，也就是2.71828的x次方。

expm1：返回math.e的x（其值为2.71828）次方的值减1。

fabs：返回x的绝对值。

factorial：取x的阶乘的值。

floor：取小于等于x的最大的整数值，如果x是一个整数，则返回自身。

fmod：得到x/y的余数，其值是一个浮点数。

frexp：返回一个元组(m,e),其计算方式为x分别除0.5和1，得到一个值的范围。

fsum：对迭代器里的每个元素进行求和操作。

gcd：返回x和y的最大公约数。

hypot：返回坐标到原点的距离。

isfinite：如果x不是正无穷大或负无穷大，则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isinf：如果x是正无穷大或负无穷大，则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isnan：如果x不是数字，则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ldexp：返回x*(2**i)的值。

log：返回x的自然对数，默认以e为基数，base参数给定时，将x的对数返回给定的

base，计算式为log(x)/log(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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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10：返回x的以10为底的对数。

log1p：返回x+1的自然对数（基数为e）的值。

log2：返回x的以2为底的对数。

modf：返回由x的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组成的元组。

pi：数字常量，圆周率。

pow：返回x的y次方，即x**y。

radians：把角度x转换成弧度。

sin：求x（x为弧度）的正弦值。

sqrt：求x的平方根。

tan：返回x（x为弧度）的正切值。

trunc：返回x的整数部分。

第四阶段：用分支结构控制计算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学习程序分支结构的书写方法、规则，理解程序分支结构的逻辑思想，使用datetime

模块，完成“今天是星期几”学习任务，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提升动手操作的实践能力。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学习）阅读教材，初步了解单分支语句、双分支语句的写法及作用，

特别要注意语句缩进格式的要求。

任务2：（合作探究）上网搜索、讨论datetime模块库的强大功能及用法。

任务3：（实践练习）完成笔记本购买程序，体会单分支程序、双分支程序的写法。

任务4：（小组讨论）讨论现实生活中的分支判断的例子，正确理解程序三大结构中

的分支结构。

任务5：（实践练习）使用datetime模块完成“今天是星期几”学习任务，保存程序。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在进行学习评价时，通过学生自评的方式将本节课中各学习目标的收获情况记录下

来，对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如表4-1所示。

6Z1492.indd			17 2019/12/25			10:54:08



信息技术教师教学用书（九年级全一册）

18

表 4-1  学习评价表

序号 学习内容 掌握程度

1 了解单分支语句、双分支语句的写法及作用 ☆☆☆☆☆

2 正确理解程序三大结构中的分支结构 ☆☆☆☆☆

3 完成“今天是星期几”学习任务 ☆☆☆☆☆

4 和小组同学合作交流很愉快 ☆☆☆☆☆

5 完成了自主探究，并很有成就感 ☆☆☆☆☆

我需要加强的方面：

我还想学的知识：

（2）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的分支判断的例子引入课程，帮助学

生快速掌握分支结构，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以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

整教学模式和方法。如表4-2所示。

表 4-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80%以上 60%~80% 40%~60% 40%以下

学生总体

评估记录

（包括知

识技能、

过程方法

和情感态

度）

  了解单分支语句、双分支

语句的写法及作用

  正确理解程序三大结构中

的分支结构

  完成“今天是星期几”学

习任务

  学生的自主探究与合作交

流能力

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

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

  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积极

思考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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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80%以上 60%~80% 40%~60% 40%以下

教学资源利用情况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教学中待解决的问题

5.  补充资料

datetime模块定义了五个类：

datetime.date：表示日期的类。

datetime.time：表示时间的类。

datetime.datetime：表示日期时间的类。

datetime.timedelta：表示时间间隔，即两个时间点的间隔。

datetime.tzinfo：时区的相关信息。

下面对前三类的方法作简单介绍。

（1）datetime.date类

①datetime.date.ctime()：返回格式如 Sun Apr 16 00:00:00 2017。

②datetime.date.fromtimestamp(timestamp)：根据给定的时间戮返回一个date对象；

datetime.date.today()作用相同。

③datetime.date.isocalendar()：返回格式如(year，month，day)的元组。

④datetime.date.isoformat()：返回格式如YYYY-MM-DD。

⑤datetime.date.isoweekday()：返回给定日期的星期（0-6），星期一=0，星期日=6。

⑥datetime.date.replace(year,month,day)：替换给定日期，但不改变原日期。

⑦datetime.date.strftime(format)：把日期时间按照给定的format进行格式化。

⑧datetime.date.timetuple()：返回日期对应的time.struct_time对象。

⑨datetime.date.weekday()：返回日期的星期。

（2）datetime.time类

①datetime.time.replace()。

②datetime.time.strftime(format)：按照format格式返回时间。

③datetime.time.tzname()：返回时区名字。

④datetime.time.utcoffset()：返回时区的时间偏移量。

（3）datetime.datetime类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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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tetime.datetime.ctime()。

②datetime.datetime.now().date()：返回当前日期时间的日期部分。

③datetime.datetime.now().time()：返回当前日期时间的时间部分。

④datetime.datetime.fromtimestamp()。

⑤datetime.datetime.now()：返回当前系统时间。

⑥datetime.datetime.replace()。

⑦datetime.datetime.strftime()：由日期格式转化为字符串格式。

第五阶段：用循环结构执行重复计算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学习for、while两种循环结构的书写方法、规则，理解程序循环结构的逻辑思维。在

学习任务中，使用循环方式重新绘制sin函数图像，体会顺序结构、循环结构的差异。本

课内容涉及较多的内容和步骤，循环结构是一个难点，建议学生多练习、多思考。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学习）阅读教材，初步了解for、while语句的写法及作用，特别要注意

语句缩进格式的要求。

任务2：（实践练习）完成“什么时候把糖果派完”项目，理解循环控制的方法。

任务3：（自主探究）讨论循环嵌套的应用场景，理解多重循环中变量的变化。掌握

break、continue语句在循环中的作用。

任务4：（实践练习）完成“最优采购方案设计”项目，理解多重循环控制的方法及

退出条件。

任务5：（小组讨论）讨论本课中绘制sin函数图像与第三课中的差别。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教学中教师不要单纯对学生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而进行评价，要注意对学生

进行综合评价，特别是对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变化进行评价。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该对操作过程中有困难的学生给予指导和激励，要让每个学生都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活

动中来，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时，可以先给出评价标准，让每位学生都参与评价。如表

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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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学习评价量表

学习目标
掌握程度

自评 同学评价 老师评价

完成“什么时候把糖果派完”

掌握break、continue语句在循环中的作用

完成“最优采购方案设计”项目

理解多重循环中变量的变化

绘制sin函数图像

  评价等级：☆☆☆☆☆（4颗及以上为“非常好”，3颗为“基本掌握”，2颗以下为“还要加

把劲”）

（2）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探索、练习，突破教学的重点

和难点，使得每个学生都能掌握循环结构的书写与应用。如表5-2和表5-3所示。

表 5-2  学生总体评估记录表

项目
学生操作技

能掌握情况

学生学习

参与情况

学生情感

培养情况
原因分析 改进策略

评价内容

表 5-3  学生个案表现记录表

班级 姓名

项目 操作能力 交流能力 探究能力 审美能力 创作能力

具体表现

以上记录表反映出学生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可以作为教师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依据，

也为教师反思教学、改进教学提供参考。

6Z1492.indd			21 2019/12/25			10:54:08



信息技术教师教学用书（九年级全一册）

22

第六阶段：用模块处理数据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模块是Python语言的一大特色，本课较为详细、全面地介绍了Python中各种内置模块

的功能与作用，并以Matplotlib模块安装为例，介绍第三方模块的安装与使用。这一部分内

容涉及大量课外知识，建议学生多阅读、多搜集资料，提高知识检索能力。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合作探究）阅读教材，上网搜索，小组分享Python功能模块的作用及其先

进功能。

任务2：（小组讨论）上网搜索并下载相应安装文件，探讨Matplotlib模块安装方案。

任务3：（实践练习）完成安装第三方Matplotlib模块。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根据教学目标，设置阶段性的学习任务，对每个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情况进行评估。教

师可以为学生设计不同层次的学习任务，让每个学生都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还要

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

评价包括自我评价、同学评价和老师评价。如表6-1所示。

表 6-1  学习评价量表

学习任务
掌握程度

自评 同学评价 老师评价

知道NumPy模块的作用

知道SciPy模块的作用

知道Pandas模块的作用

知道Matplotlib模块的作用

会安装第三方Matplotlib模块

  评价等级：☆☆☆☆☆（4颗及以上为“非常好”，3颗为“基本掌握”，2颗以下为“还要加

把劲”）

6Z1492.indd			22 2019/12/25			10:54:08



第二部分 各单元教学分述

23

（2）教学反思

教师要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和

方法。如表6-2所示。

表 6-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反思

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教学资源利用情况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教学中待解决的问题

5.  补充资料

（1）NumPy模块

NumPy是Python进行科学计算的基础模块。它包含强大的多维数组对象、复杂的（广

播）函数、整合 C/C++ 和 Fortran 代码的工具，以及实用的线性代数、傅里叶变换、随机

数。除了广为人知的科学计算应用，NumPy 还可以作为泛型数据的多维容器。它可以定义

任意的数据类型，这使得NumPy能够无缝、高效地整合各种数据库。

（2）SciPy模块

SciPy是基于NumPy开发的高级模块，它提供了许多数学算法和函数，用于解决科学计

算中的一些标准问题。例如数值积分和微分方程求解、扩展的矩阵计算、最优化、概率分

布和统计函数，甚至包括信号处理等。

作为标准科学计算程序库，SciPy类似于Matlab的工具箱，它是Python科学计算程序的

核心包，它用于有效地计算NumPy矩阵，与NumPy矩阵协同工作。

SciPy库由一些特定功能的子模块构成，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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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SciPy 库的子模块

模块 功能 模块 功能

cluster 矢量量化 / K-均值 io 数据输入、输出

constants 物理和数学常数 linalg 线性代数程序

fftpack 傅里叶变换 ndimage n维图像包

integrate 积分程序 odr 正交距离回归

interpolate 插值 optimize 优化

signal 信号处理 special 任何特殊数学函数

sparse 稀疏矩阵 stats 统计

spatial 空间数据结构和算法

（3）Pandas模块

①Python Data Analysis Library或Pandas是基于NumPy的一种工具，该工具是为了完成

数据分析任务而创建的。Pandas 纳入了大量库和一些标准的数据模型，提供了高效操作大

型数据集所需的工具。Pandas提供了大量能使我们快速便捷地处理数据的函数和方法，它

是使Python成为强大而高效的数据分析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②Pandas 是Python的一个数据分析包，最初由AQR Capital Management于2008年4月开

发，并于2009年底开源出来，目前由专注于Python数据包开发的PyData开发团队继续开发

和维护，属于PyData项目的一部分。Pandas最初被作为金融数据分析工具而开发出来，因

此，Pandas为时间序列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支持。Pandas的名称来自面板数据（Panel Data）

和Python数据分析（Data Analysis）。Panel Data是经济学中关于多维数据集的一个术语，

在Pandas中也提供了Panel的数据类型。

③数据结构。

Series：一维数组，与Numpy中的一维Array类似。二者与Python基本的数据结构List也

很相近，其区别在于，List中的元素可以是不同的数据类型，而Array和Series中则只允许存

储相同类型的数据，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使用内存，提高运算效率。

Time- Series：以时间为索引的Series。

DataFrame：二维的表格型数据结构，可以理解为Series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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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三维的数组，可以理解为DataFrame的容器。

Pandas有两种自己独有的基本数据结构。应该注意的是，它虽然有着两种数据结

构，但它依然是 Python 的一个库，所以，Python 中有的数据类型在这里依然适用，也同

样还可以自己定义数据类型。只不过，Pandas里面又定义了两种数据类型——Series 和 

DataFrame，它们让数据操作更简单了。

（4）Matplotlib模块

Matplotlib是基于Python语言的开源项目，旨在为Python提供一个数据绘图包。实际

上，Matplotlib的对象体系严谨而有趣，为使用者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用户在熟悉了核

心对象之后，可以轻易地定制图像。Matplotlib是基于NumPy的，所以需要先安装NumPy。

Matplotlib使用NumPy进行数组运算，并调用一系列其他的Python库来实现硬件交互。

Matplotlib的核心是一套由对象构成的绘图API。

第七阶段：用模块作图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绘制函数直线图、柱状图，读取csv文件生成曲线图像。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探究）阅读教材，上网搜索，小组分享Matplotlib模块的作用及其先进

功能。

任务2：（实践练习）利用Matplotlib模块绘制函数直线图、柱状图。

任务3：（合作探究）读取csv文件生成曲线图像。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根据教学目标，设置阶段性的学习任务，对每个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情况进行评估。教

师可以为学生设计不同层次的学习任务，让每个学生都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还要

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

评价包括自我评价、同学评价和老师评价。如表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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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学习评价量表

学习收获
掌握程度

自评 同学评价 老师评价

知道figure()、plot()、show()的作用

知道bar()、xlim()、xticks()的作用

知道如何打开读取csv文件

知道scatter()、legend()的作用

知道figure如何显示中文

理解多重循环读取行列数据

理解ij变量读取首行首列数据的方法

  评价等级：☆☆☆☆☆（4颗及以上为“非常好”，3颗为“基本掌握”，2颗以下为“还要加

把劲”）

（2）教学反思

教师要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和

方法。如表7-2所示。

表 7-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反思

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教学资源利用情况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教学中待解决的问题

5.  补充资料

什么是 Matplotlib?

数据的处理、分析和可视化已经成为 Python 近年来最重要的应用之一。这种现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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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引出大数据分析等类似的话题，而大数据分析在诸多领域内都有广泛应用。

Python 在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及数据可视化方面拥有很多功能强大的工具，这也是 

Python 在科学领域中能够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简单来说，Matplotlib 是 Python 的一个绘图库，它包含了大量的工具，人们可以使用

这些工具创建各种图形，包括简单的散点图、正弦曲线，甚至是三维图形。Python科学计

算社区经常使用它完成数据可视化的工作。

1.  画一个简单的图形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x = np.linspace(0, 2 * np.pi, 50)

plt.plot(x, np.sin(x)) # 如果没有第一个参数 x，图形的 x 坐标默认为数组的索引

plt.show() # 显示图形

上面的代码将画出一个简单的正弦曲线。np.linspace(0, 2 * np.pi, 50) 这段代码将会生

成一个包含 50 个元素的数组，这 50 个元素均匀地分布在 [0, 2pi] 的区间上。plot 命令以一

种简洁优雅的方式创建了图形。提醒一下，如果没有第一个参数 x，图形的 x 轴坐标将不

再是 0 到 2pi，而应该是数组的索引范围。最后一行代码 plt.show() 将图形显示出来，如果

没有这行代码，图像就不会显示。

2.  在一张图上绘制两个数据集

大多数时候可能需要在一张图上绘制多个数据集，用 Matplotlib 也可以轻松实现这

一点。

x = np.linspace(0, 2 * np.pi, 50)

plt.plot(x, np.sin(x),x, np.sin(2 * x))

plt.show()

上面的代码同时绘制了表示函数 sin(x) 和 sin(2x) 的图形。这段代码和前面绘制一个数

据集的代码几乎完全相同，只有一点例外，这段代码在调用 plt.plot() 的时候多传入了一个

数据集，并用逗号与第一个数据集分隔开。

3.  自定义图形的外观

当在同一个图形上展示多个数据集时，通过改变线条的外观来区分不同的数据集变得

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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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曲线的外观

x = np.linspace(0, 2 * np.pi, 50)

plt.plot(x, np.sin(x), 'r-o',x, np.cos(x), 'g--')

plt.show()

上述代码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曲线样式：'r-o' 和 'g--'。字母 'r' 和 'g' 代表线条的颜

色，后面的符号代表线和点标记的类型。例如 '-o' 代表包含实心点标记的实线，'--' 代

表虚线。

颜色： 蓝色—— 'b' ，绿色—— 'g'，红色—— 'r'，青色—— 'c'，品红—— 'm'，黄

色—— 'y'，黑色—— 'k'（'b'代表蓝色，所以这里用黑色的最后一个字母），白色 —— 'w'。

线： 直线—— '-'，虚线—— '--'，点线—— ':'，点划线—— '-.'。

常用点标记：点—— '.'，像素—— ','，圆—— 'o'，方形—— 's'，三角形—— '^'。

4.  使用子图

使用子图可以在一个窗口绘制多张图。

# 使用子图

x = np.linspace(0, 2 * np.pi, 50)

plt.subplot(2, 1, 1) # （行，列，活跃区）

plt.plot(x, np.sin(x), 'r')

plt.subplot(2, 1, 2)

plt.plot(x, np.cos(x), 'g')

plt.show()

使用子图只需要一个额外的步骤，就可以像前面的例子一样绘制数据集。即在调用 

plot() 函数之前需要先调用 subplot() 函数。该函数的第一个参数代表子图的总行数，第二

个参数代表子图的总列数，第三个参数代表活跃区域。活跃区域代表当前子图所在绘图区

域，绘图区域是按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顺序编号。例如在 4×4 的方格上，活跃区域 6 

在方格上的坐标为 (2, 2)。  

5.  简单的散点图

散点图是一堆离散点的集合，用 Matplotlib 画散点图也同样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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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散点图

x = np.linspace(0, 2 * np.pi, 50)

y = np.sin(x)

plt.scatter(x,y)

plt.show()

正如上面代码所示，只需要调用 scatter() 函数并传入两个分别代表 x 坐标和 y 坐标的

数组。注意，通过 plot 命令并将线的样式设置为 'bo' 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6.  彩色映射散点图

另一种可能用到的图形是彩色映射散点图。根据数据的大小给每个点赋予不同的颜色

和大小，并在图中添加一个颜色栏。

# 彩色映射散点图

x = np.random.rand(1000)

y = np.random.rand(1000)

size = np.random.rand(1000) * 50

colour = np.random.rand(1000)

plt.scatter(x, y, size, colour)

plt.colorbar()

plt.show()

上面的代码大量用到了 np.random.rand(1000)，因为绘图的数据都是随机产生的。同

前面一样用到了 scatter() 函数，但是这次传入了另外两个参数，分别为所绘点的大小和颜

色。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图上点的大小和颜色根据数据的大小产生变化。然后用 colorbar() 

函数添加了一个颜色栏。

7.  直方图

直方图是另一种常见的图形，也可以通过几行代码创建出来。

# 直方图

x = np.random.rand(1000)

plt.hist(x, 50)

plt.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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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是 Matplotlib 中最简单的图形之一，只需要给 hist() 函数传入一个包含数据的数

组。第二个参数代表数据容器的个数。数据容器代表不同的值的间隔，并用来包含数据。

数据容器越多，图形上的数据条就越多。

8.  标题、标签和图例

当需要快速创建图形时，可能不需要为图形添加标签。但是当构建需要展示的图形

时，就需要添加标题、标签和图例。

# 添加标题、坐标轴标记和图例

x = np.linspace(0, 2 * np.pi, 50)

plt.plot(x, np.sin(x), 'r-x', label='sin(x)')

plt.plot(x, np.cos(x), 'g-^', label='cos(x)')

plt.legend() # 展示图例

plt.xlabel('rads') # 给 x 轴添加标签

plt.ylabel('amplitude') # 给 y 轴添加标签

plt.title('sin and cos waves') # 添加图形标题

plt.show()

为了给图形添加图例，需要在 plot() 函数中添加命名参数 'label' 并赋予该参数相应

的标签。然后调用 legend() 函数就会在我们的图形中添加图例。接下来只需要调用函数 

title()，xlabel() 和 ylabel() 就可以为图形添加标题和标签。

第八阶段：综合活动：我的学习数据分析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我的学习数据分析，这部分是对前面七节课的综合应用。学生可以选择完成其中一个

活动。通过对作品的评价和交流，锻炼学生的评价技能，培养他们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反

思学习效果的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作成就感。

2.  教学时长

2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1）作品创作活动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学生二选一或者两个都完成，还可增加其他要求，如为小猪

加上身体、手、脚等。活动2可以增加一些数据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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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1：使用海龟绘制完成小猪佩奇。

活动2：在第七课基础上，增加平均分数据分析，并绘图显示结果。

图 8-1  参考效果图

（2）总结图文排版的基本流程和要点

任务1：绘制图文排版的基本流程。

任务2：概括总结图文排版要点。

（3）作品交流与评价活动

分组浏览样板作品和其他同学的作品，对作品进行评价。根据他人的评价意见对自己

的作品进行修改。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本章节主要考查学生对图文排版基本技能和编辑软件操作的掌握情况，以及宣传作品

的完成情况。在评价学生时，教师可根据学生作品完成情况对其进行评价，可参考以下评价

量表，通过学生自评、同学评价和教师评价的方式，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如表8-1所示。

表 8-1  单元作品评价量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自我评价 同学评价 教师评价

1 能正确分析问题

2 能清晰表述出算法思想

3 能用代码表达算法

4 能调用模块解决问题

5 掌握分支、循环结构

6 按要求完成作品

7 有创新点

  评价等级：☆☆☆（3颗星表示全部完成、很好，2颗星表示基本完成、一般、部分恰当，1颗

星表示只完成小部分、很粗糙、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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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部分建议教师根据学生作品的完成情况和过程的参与情况进行相应的反思，

包括学生的三维目标完成情况、预期教学效果的达成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改进

方法等。可参考以下反思量表。

表 8-2  单元反思量表

内容 反思

活动完成情况

学生学习参与情况

学生情感培养情况

教学策略使用情况

预期目标达成情况

原因分析：                                                         

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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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人工智能ABC

本部分是九年级全一册第二单元，共有8课时教学内容，包括 “感受人工智能” “文

字识别”“图像识别”“语音识别与翻译”“生物特征分析”“图像风格迁移”“认识机

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揭秘”等。在本单元中，学生通过感受人工智能的应用案例，了解

人工智能的内涵与应用领域，了解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知识和方法，感受人工智能为社会

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课堂以自主探究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人工

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进而了解相关的概念及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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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学习任务
学习人工智能的应用案例，了解人工智能的内涵与应用领域，了解人工智能技术运用

的知识和方法，感受人工智能为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

 课时建议

教学课时：共8课时。

 主要内容
第九课 感受人工智能。

第十课 文字识别。

第十一课 图像识别。

第十二课 语音识别与翻译。

第十三课 生物特征分析。

第十四课 图像风格迁移。

第十五课 认识机器学习。

第十六课 人工智能揭秘。

 教学实施
整个单元教学建议教师以每课为一个学习阶段，每个学习阶段按照不同的学习任务

进行。

第一阶段：感受人工智能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知道人工智能的概念，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了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

影响。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学习）阅读教材，初步认识人工智能，知道人工智能研究的基本内容。

任务2：（自主探究）上网搜索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及在当今社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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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3：（小组讨论）以小组为单位分享人工智能的相关故事或应用场景。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在进行学习评价时，可以使用下面的评价表（见表9-1），将本节课中各学习目标的

收获情况记录下来，通过学生自评、学生评价或老师评价的方式，对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

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结合教学任务，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及时给学生表扬和鼓励。

表 9-1  学习评价表

序号 学习内容 掌握程度

1 知道人工智能的概念 ☆☆☆☆☆

2 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

3 了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 ☆☆☆☆☆

其他收获：

（2）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整体掌握情况，评估学生的学

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和方法。如表9-2所示。

表 9-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80%以上 60%~80% 40%~60% 40%以下

学生总体评

估记录（包

括 知 识 技

能、过程方

法 和 情 感

态度）

能说出人工智能的概念

说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兴趣

  说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

会产生的影响

教学资源利用情况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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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文字识别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知道文字识别的概念，了解文字识别系统及其原理，了解文字识别的应用领域。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探究）阅读教材，在电脑、手机等数字设备中安装手写输入法，使用

手写输入法录入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体验手写输入法。

任务2：（自主学习）阅读教材，了解文字识别系统及其原理。

任务3：（小组合作、实践练习）分组书写数字，并转换成图片，通过本书的学习平

台进入手写数字识别系统的界面，进行数字识别练习，并记录结果。

任务4：（自主探究）上网搜索，探究文字识别在当今社会各行业中的应用。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本节课要求学生知道文字识别的概念，了解文字识别系统及其原理，了解文字识别的

应用领域。因此在进行学习评价时，可以使用下面的评价表，将本节课中各学习目标的收

获情况记录下来，通过学生自评、学生评价或老师评价的方式，对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情

况进行分析总结。如表10-1所示。

表 10-1  学习评价表

序号 学习目标 自评 他人评

1 知道文字识别的概念 ☆☆☆☆☆ ☆☆☆☆☆

2 了解文字识别系统及其原理 ☆☆☆☆☆ ☆☆☆☆☆

3 了解文字识别的应用领域 ☆☆☆☆☆ ☆☆☆☆☆

我学到了： 自评留言

我还想学： 同学留言

（2）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了解学生对文字识别教学内容的整体掌握情况，评估

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如表10-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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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80%以上 60%~80% 40%~60% 40%以下

学生总体评

估记录（包

括 知 识 技

能、过程方

法 和 情 感

态度）

知道文字识别的概念

了解文字识别系统及其原理

了解文字识别的应用领域

有进行手写输入法练习

有进行手写数字识别练习

有手写数字识别练习结果记录表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待解决的问题及困惑

第三阶段：图像识别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知道图像识别的概念，了解图像识别系统及其原理，了解图像识别的应用领域。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小组讨论）阅读教材，初步了解图像识别的概念及基础原理。

任务2：（自主探究）登录网络图像识别体验平台，上传图片，观察计算机的识别结

果，体会计算机图像识别的智能化与局限性。

任务3：（实践练习）利用某系统网站的登录界面，体验网络图像识别体验平台中的

验证码识别功能，完成验证码自动录入。

任务4：（自主探究）体验智能手机软件的人脸识别与动态贴纸五官跟踪功能。

任务5：（小组讨论）上网搜索资料，探究图像识别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在进行学习评价时，可以使用下面的评价表（如表11-1所示），将本节课中各学习目

标的收获情况记录下来，结合教学任务，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要及时给学生表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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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

表 11-1  学习评价表

序号 学习内容 掌握程度

1 知道图像识别的概念 ☆☆☆☆☆

2 了解图像识别系统及其原理 ☆☆☆☆☆

3 了解图像识别的应用领域 ☆☆☆☆☆

4 有登入网络图像识别体验平台，完成体验 ☆☆☆☆☆

5 有利用图像识别平台，完成验证码录入体验 ☆☆☆☆☆

其他收获：

（2）教学反思

教师要了解学生对本节教学内容的理解及掌握情况，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及

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和方法。如表11-2所示。

表 11-2  教师教学反思表

教学目标 教学组织 教学策略 师生互动 不足之处 原因分析

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5.  补充资料

图像识别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文字识别、数字图像处理与识别、物体识别。文

字识别的研究是从1950年开始的，一般是识别字母、数字和符号，从印刷文字识别到手写

文字识别，应用非常广泛。数字图像处理与识别的研究开始于1965年。数字图像与模拟图

像相比，具有存储、传输、处理方便，可压缩，传输过程中不易失真等巨大优势，这些都

为图像识别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物体识别主要指的是对三维世界的客体及环境

的感知和认识，属于高级的计算机视觉范畴。它是以数字图像处理与识别为基础的结合人

工智能、系统学等学科的一项研究技术，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工业及探测机器人

上。现代图像识别技术的一个不足就是自适应性能差，一旦目标图像被较强的噪声污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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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标图像有较大残缺，识别结果往往就不太理想。

图像识别的数学本质即模式空间到类别空间的映射。目前，图像识别主要有三种识别

方法：统计模式识别、结构模式识别、模糊模式识别。

图像分割是图像处理中的一项关键技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研究已经有几十年

的历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如今，人们借助各种理论提出了数以千计的图像分割

算法，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在积极地进行着。现有的图像分割的方法有许多种，如阈值

分割法、边缘检测法、区域提取法，以及结合特定理论工具的分割方法等。早在1965年就

有人提出了检测边缘算子，这使得边缘检测产生了不少经典算法。在近二十年，随着基于

直方图和小波变换的图像分割方法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关图像处理方面的研究更是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

第四阶段：语音识别与翻译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知道语音识别的概念，了解语音识别系统及其原理，了解语音识别的应用领域。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学习）阅读教材，上网搜索，了解语音识别的概念及其基本原理，了

解语音识别的应用领域。

任务2：（实践练习）利用语音识别软件，用语音输入的方法，输入诗人王之涣的

《登鹳雀楼》。

任务3：（实践练习）利用语音翻译软件，检查中英文翻译的准确性，体验语音翻译

的便捷。

任务4：（小组讨论）讨论现实生活中的语音识别、语音翻译的事例。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在进行学习评价时，通过学生自评的方式将本节课中各学习目标的收获情况记录下

来，对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如表1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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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学习评价表

序号 学习内容 掌握程度

1 知道语音识别的概念 ☆☆☆☆☆

2 了解语音识别系统及其原理 ☆☆☆☆☆

3 了解语音识别的应用领域 ☆☆☆☆☆

4 和小组同学合作交流很愉快 ☆☆☆☆☆

5 完成了自主探究，并很有成就感 ☆☆☆☆☆

我需要加强的方面：

我还想学的知识：

（2）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引入课程，帮助学生快速掌握

教学内容，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和

方法。如表12-2所示。

表 12-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80%以上 60%~80% 40%~60% 40%以下

学生总体评

估记录（包

括 知 识 技

能、过程方

法 和 情 感

态度）

知道语音识别的概念

了解语音识别系统及其原理

了解语音识别的应用领域

和小组同学合作交流很愉快

完成了自主探究，并很有成就感

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

  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积极思考

的学习习惯

教学资源利用情况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教学中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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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充资料

（1）语音识别技术发展史

1952年贝尔研究所Davis等人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能识别10个英文数字发音的实

验系统。

1960年英国的Denes等人研制成功了第一个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

大规模的语音识别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小词汇量、孤立词的识别方面取得了

实质性的进展。

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大词汇量、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在研究思

路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传统的基于标准模板匹配的技术思路开始转向基于统计模型 

(HMM）的技术思路。此外，将神经网络技术引入语音识别的技术思路被再次提出。

90年代以后，语音识别系统框架方面的研究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语音识别技

术的应用及产品化方面却有了很大的进展。

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是70年代由美国国防部远景研究

计划局资助的一项10年计划，其旨在从事支持语言理解系统的研究开发工作。

到了80年代，美国国防部远景研究计划局又资助了一项为期10年的DARPA战略计

划，其中包括噪声下的语音识别和会话（口语）识别系统，识别任务设定为“（1000单

词）连续语音数据库管理”。

到了90年代，这一DARPA计划仍在持续进行中。其研究重点已转向识别装置中的自

然语言处理部分，识别任务设定为“航空旅行信息检索”。

日本也在1981年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中提出了有关语音识别输入—输出自然语言的宏伟

目标，虽然没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是有关语音识别技术的研究有了大幅度的加强和进展。

1987年起，日本又拟出新的国家项目——高级人机口语接口和自动电话翻译系统。

（2）中国语音识别技术发展史

中国的语音识别研究起始于1958年，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利用电子管电路识别出了10

个元音。直至1973年，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才开始研究计算机语音识别。由于当时条件的限

制，中国的语音识别研究工作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

8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中国逐渐普及，以及数字信号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国内许多科研单位具备了研究语音识别技术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国际上语音识别

技术在经过了多年的沉寂之后又成为研究的热点，发展迅速。在这种形势下，国内许多科

研单位纷纷投入语音识别的研究工作中去。

1986年3月，中国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启动，语音识别作为智能计算机系统研

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专门列为研究课题。在863计划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有组织

的语音识别技术的研究，并决定每隔两年召开一次语音识别专题会议。从此，中国的语音

6Z1492.indd			41 2019/12/25			10:54:26



信息技术教师教学用书（九年级全一册）

42

识别技术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第五阶段：生物特征分析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了解生物特征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学习）阅读教材，上网搜索，了解生物特征分析的概念及其基本原

理，了解生物特征分析的应用领域及分类。

任务2：（实践练习）体验智能手机的指纹开锁与人脸识别功能。

任务3：（自主学习）阅读教材，了解人脸识别的概念及其基本原理。

任务4：（实践练习）利用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寻找脸部特征与照片相似的人像，

上传人脸照片，观察并记录搜索结果。

任务5：（小组讨论）讨论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生物特征分析的事例。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教学中教师不应只对学生在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方面进行评价，要注意对学

生进行综合评价，特别是对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变化进行评价。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该对在操作过程中有困难的学生给予指导和激励，要让每个学生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来。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时，教师可以先给出评价标准，让每位学生都参与

评价。如表13-1所示。

表 13-1  学习评价量表

学习目标
掌握程度

自评 同学评价 教师评价

了解生物特征分析的基本概念

了解生物特征分析的基本原理

了解生物特征分析的基本方法

  有利用搜索引擎，上传人脸照片，观察并

记录搜索结果

  评价等级：☆☆☆☆☆（4颗以上为“非常好”，3颗为“基本掌握”，2颗以下为“还要加把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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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整体掌握情况，评估学生的学

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和方法。如表13-2所示。

表 13-2  教师教学反思表

教学目标 教学组织 教学策略 师生互动 不足之处 原因分析

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5.  补充资料

生物特征分析分类

（1）指纹识别

指纹识别已被全球大部分国家接受与认可，广泛应用于政府、军队、银行、社会福利

保障、电子商务和安全防卫等领域。在我国，指纹识别技术的研究开发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一对多指纹识别算法也取得重大进展，达到的性能指标中拒识率小于0.1%，误识率小

于0.0001%，居国际先进水平。指纹识别技术在我国已经得到较广泛的应用，随着网络的

普及，指纹识别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2）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的实现包括面部识别（多采用“多重对照人脸识别法”，即先从拍摄到的人

像中找到人脸，从人脸中找出对比最明显的眼睛，最终判断包括两眼在内的区域是否是想

要识别的面孔）和面部认证（ “摄动空间法”，即利用三维技术对人脸侧面及灯光发生

变化时的人脸进行准确预测； “适应领域混合对照法”，这种方法使得对部分伪装的人

脸也能进行识别）两方面，基本实现了快速、高精度的身份认证。由于人脸识别属于非接

触型认证，仅仅通过侦测脸部就可以实现很多应用，因而被应用于证件的身份认证、重要

场所中的安全监测和监控、智能卡的身份认证、计算机登录等多种场景中。网络技术的普

及和电子商务等网络资源的广泛利用，对身份验证提出了新的要求，依托于图像理解、模

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和神经网络等技术的人脸识别技术在一定应用范围内已获得了成功。

目前国内人脸识别技术在警用等安全领域用得比较多。这项技术亦被应用在一些中高档相

机的辅助拍摄方面（如人脸识别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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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皮肤芯片

这种方法通过把红外光照进一小块皮肤并通过测定的反射光波长来确认人的身份。其

理论基础是每个人具有不同厚度的皮肤和皮下层。由于人的皮肤具有个性和专一特性，会

影响光反射出不同波长。目前国外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包含两种银币大小的电子芯片的系

统，第一个芯片负责用发光二极管照射皮肤的一片区块，然后收集反射回来的射线；第二

个芯片处理由照射产生的光印（light print）标识信号。相对于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所采用

的采集原始形象并仔细处理大量数据来从中抽提出需要特征的生物统计学方法，光印不依

赖于形象处理，对设备的计算能力要求较小。

（4）步态识别

步态识别技术现还处在初期阶段，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其理论基础是每个人都有自己

特定的走路步伐，通过收集人体的这些信息并把它转化为计算机能识别的数字，从而实现

对步态的识别。一种方法是建立每个人的“运动信号”，从拍摄人走路或跑步的姿态开始

研究每个人的运动特征，再利用计算机上的模拟照相机捕捉和储存这一运动行为（用软件

工具除去冗余，最终只以数字形象储存物体的一系列轮廓）。也就是说，之后只要把一个

人的整个走路过程拍摄下来，指令计算机就能根据储存的形象确定这个人的身份。通过系

统很好地归纳所有不同的步伐后，据称现已经获得90%~95%的正确匹配率。另一种方法

则是使用结构分析法去测定一个人的跨步和腿的伸展特性。这两种技术的数据库迄今都是

两维的，识别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拍照的角度。当系统企图采用不同的角度去比较

同一个人时，就会出现问题，这一点直接限制了它的发展。

（5）虹膜识别

个体的虹膜结构独一无二，不具遗传性（即使是同卵双胞胎，虹膜也各不相同），并

且自童年以后，便基本不再变化，使得其非常适合应用于生物识别。有统计表明，到目前

为止，虹膜识别的错误率是各种生物特征识别中最低的。目前，国际上掌握虹膜识别核心

技术的仅有我国和美国公司。而中国公司已经获得了“虹膜图像采集装置”和“基于虹膜

识别的身份鉴定方法与装置”等多项专利。

（6）静脉识别

静脉识别系统就是首先通过静脉识别仪取得个人静脉分布图，依据专用比对算法从静

脉分布图提取特征值，最后将特征值存储的系统。静脉比对时，系统通过采集静脉图，运

用先进的滤波、图像二值化、细化手段对数字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同存储在主机中的静脉特

征值比对，采用复杂的匹配算法对静脉特征进行匹配，从而对个人进行身份鉴定，确认身份。

（7）视网膜识别

视网膜是眼睛底部的血液细胞层。视网膜扫描采用低密度的红外线捕捉视网膜的独

特特征。视网膜识别的优点就在于视网膜是一种极其固定的生物特征，因为它是“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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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而不可能受到磨损，也不会老化，使用者也无需和设备进行直接接触。同时，它是

一个最难欺骗的系统，因为视网膜是不可见的，故而不会被伪造。另一方面，视网膜识别

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首先，视网膜技术可能会给使用者带来健康的损坏，但这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其次，设备投入较大，识别过程的要求也高，因此，视网膜识别在推广应用

上具有一定的难度。

（8）手掌几何学识别

手掌几何学识别就是通过测量使用者的手掌和手指的物理特征来进行识别，高级的产

品还可以识别三维图像。作为一种已经被应用的方法，手掌几何学识别不仅性能好，而且

使用比较方便。它适用于用户人数比较多的场合，一些用户虽然不经常使用，但使用时很

容易接受。这种技术的准确性可以非常高，同时，它可以灵活地调整性能，以适应更广泛

的使用场景。

（9）DNA识别

人体内的DNA具有唯一性（除了同卵双胞胎可能具有同样结构的DNA外）和永久性，

因此，DNA识别除了对同卵双胞胎个体的鉴别可能失去它应有的功能外，具有绝对的权

威性和准确性。DNA识别主要根据人体细胞中DNA分子的结构因人而异的特点进行身份鉴

别。这种方法的准确性优于其他任何身份鉴别方法，同时有较好的防伪性。然而，DNA识

别必须在一定的化学环境下进行，这限制了DNA鉴别技术的实效性；另外，某些特殊疾病

可能改变人体DNA的结构组成，这使得DNA识别系统无法正确地对这类人群进行鉴别。

（10）声音和签字识别

声音和签字识别属于行为识别的范畴。声音识别主要是利用人的声音特点进行身份识

别。声音识别的优点在于它是一种非接触识别技术，容易为公众所接受，但它会随音量、

音速和音质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比如，一个人感冒时说话和平时说话就会有明显差异。再

者，一个人也可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声音进行伪装和控制，从而给鉴别带来一定困难。签字

识别是一种传统身份认证手段。现代签字识别技术主要是透过测量签字者的字形及写字时

不同笔画的速度、顺序和压力特征，对签字者的身份进行鉴别。签字识别与声音识别一

样，也是一种行为测定，因此，同样会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11）亲子鉴定

由于人体约由30亿个核苷酸构成整个染色体系统，而且在生殖细胞形成前，核苷酸的

互换和组合是随机的，所以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核苷酸组成序列，这就

是人的遗传多样性。尽管如此，每一个人的染色体必然只能来自其父母，这就是DNA亲子

鉴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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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阶段：图像风格迁移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知道图像风格迁移技术的概念，了解图像风格迁移技术的应用领域。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小组讨论、合作探究）阅读教材，了解图像风格迁移的概念、目前图片处

理的常用方法。

任务2：（实践练习）登录本书学习平台，进行凡·高图像风格迁移练习，体验图像

风格迁移过程。

任务3：（实践练习）登录本书学习平台，进行其他图像风格迁移练习。

任务4：（小组讨论）上网搜索，小组分享关于图像风格迁移的概念、应用等知识。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按标准参照评价法，以具体的教学目标为标准，主要评价学生对目标的掌握程度。根

据教学目标，设置阶段性的学习任务，对每个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情况进行评估。教师可以

为学生设计不同层次的学习任务，让每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教师还

要及时给予学生表扬和鼓励，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如表14-1所示。

表 14-1  学习评价量表

学习收获
掌握程度

自评 同学评价 老师评价

知道图像风格迁移技术的概念

了解图像风格迁移技术的应用领域

能够实现简单的图像风格迁移

善于小组合作交流

  评价等级：☆☆☆☆☆（4颗以上为“非常好”，3颗为“基本掌握”，2颗以下为“还要加把

劲”）

（2）教学反思

教师旨在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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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如表14-2所示。

表 14-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反思

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教学资源利用情况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教学中待解决的问题

第七阶段：认识机器学习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知道机器学习的概念，了解机器学习的步骤。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探究）阅读教材，上网搜索，小组分享，了解机器学习是前面提到的

文字识别、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生物特征分析和图像风格迁移等技术的基础。

任务2：（自主探究）阅读教材，上网搜索，了解机器学习的步骤。

任务3：（活动展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教师适当展示机器学习过程。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按标准参照评价法，以具体的教学目标为标准，主要评价学生对目标的掌握程度。根

据教学目标，设置阶段性的学习任务，对每个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情况进行评估。教师可以

为学生设计不同层次的学习任务，让每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教师还

要及时给予学生表扬和鼓励，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如表1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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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学习评价量表

学习收获
掌握程度

自评 同学评价 老师评价

知道机器学习的概念

了解机器学习的步骤

能写出机器学习的步骤

在学习活动中表现积极

  评价等级：☆☆☆☆☆（4颗以上为“非常好”，3颗为“基本掌握”，2颗以下为“还要加把

劲”）

（2）教学反思

教师旨在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

和方法。如表15-2所示。

表 15-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反思

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教学资源利用情况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教学中待解决的问题

5.  补充资料

机器学习发展历程

机器学习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追溯到17世纪，贝叶斯、拉普拉斯

关于最小二乘法的推导和马尔可夫链，这些构成了机器学习广泛使用的工具和基础。1950

年（艾伦·图灵提议建立一个学习机器）到2000年初，机器学习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对于机器学习的研究途径和目标并不相同，可以划分

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中叶，这个时期主要研究“有无知识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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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这类方法主要是研究系统的执行能力。这个时期，主要通过对机器的环境及其相应

性能参数的改变来检测系统所反馈的数据，就好比给系统一个程序，通过改变它们的自由

空间作用，系统将会受到程序的影响而改变自身的组织，最后这个系统将会选择一个最优

的环境生存。在这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就是Samuet的下棋程序。但这种机器学习

的方法还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  

第二阶段是60年代中叶到70年代中叶，这个时期主要研究将各个领域的知识植入到

系统里，通过机器模拟人类学习的过程。在这一研究阶段，主要是用各种符号来表示机器

语言。研究人员在进行实验时意识到，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这种系统环境中无法学

到更加深入的知识，因此，研究人员将许多专家、学者的知识加入到系统里，经过实践证

明，这种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Hayes-Roth和Winson

的对结构学习系统方法。  

第三阶段是70年代中叶到80年代中叶，称为复兴时期。在此期间，机器从学习单个概

念扩展到学习多个概念，人们不断探索不同的机器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在本阶段，人们

已开始把学习系统与各种应用结合起来，并取得很大的成功。同时，专家系统在知识获取

方面的需求也极大地刺激了机器学习的研究和发展。在出现第一个专家学习系统之后，示

例归纳学习系统成为研究的主流，自动知识获取成为机器学习应用的研究目标。1980年，

第一届机器学习国际研讨会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MU）召开，标志着机器学习研究已

在全世界兴起。此后，机器学习开始得到了大量应用。1984 年，Simon等20多位人工智能

专家共同撰文编写的Machine Learning文集第二卷出版，国际性杂志Machine Learning创刊，

更加显示出机器学习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这一阶段代表性的工作有Mostow的指导式学

习、Lenat的数学概念发现程序、Langley的BACON程序及其改进程序。  

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叶到现在，是机器学习的最新阶段。这个时期的机器学习具有如

下特点：

①机器学习已成为新的学科，它综合应用了心理学、生物学、神经生理学、数学、自

动化和计算机科学等，形成了机器学习理论基础。

②融合了各种学习方法，且形式多样的集成学习系统研究正在兴起。

③关于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的各种基础问题的统一性观点正在形成。

④各种学习方法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部分应用研究成果已转化为产品。

⑤与机器学习有关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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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阶段：人工智能揭秘

1.  阶段性学习任务

知道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及其特征，知道云计算的概念，知道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

2.  教学时长

1课时。

3.  学习任务设计

任务1：（自主探究）阅读教材，上网搜索，小组分享，了解大数据的概念及其特

征，分析传统数据与大数据的区别。

任务2：（自主探究）阅读教材，上网搜索，小组分享，了解云计算、分布式计算、

SaaS、PaaS、IaaS的概念。

任务3：（自主探究）阅读教材，上网搜索，小组分享，了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有

哪些。

4.  教学评价

（1）学习评价

按标准参照评价法，以具体的教学目标为标准，主要评价学生对目标的掌握程度。根

据教学目标，设置阶段性的学习任务，对每个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情况进行评估。教师可以

为学生设计不同层次的学习任务，让每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教师还

要及时给予学生表扬和鼓励，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如表16-1所示。

表 16-1  学习评价量表

学习收获
掌握程度

自评 同学评价 老师评价

知道大数据及其特征是什么

了解云计算是什么

了解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是什么

在学习活动中表现积极

  评价等级：☆☆☆☆☆（4颗以上为“非常好”，3颗为“基本掌握”，2颗以下为“还要加把

劲”）

（2）教学反思

教师旨在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及教学方式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模式

和方法。如表1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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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  教师教学反思表

项目 反思

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教学资源利用情况

教学活动实施情况

简要分析

教学中待解决的问题

5.  补充资料

（1）云计算进化史

 19 世纪末期，如果你告诉那些自备发电设备的厂家以后可以不用自己发电，大型集

中供电的公用电厂通过无所不在的电网就可以充分满足各种厂家的用电需求，人们一定会

以为你在痴人说梦。然而到 20 世纪初，绝大多数公司就已改用由公共电网发出的电来驱

动自家的机器设备，与此同时，电力也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这为家用电器的勃兴提供了

舞台。

那些没有预计到公用电网出现的公司纷纷陷入了困境，这既包括那些靠生产小型发电

设备发了大财的设备生产厂家，也包括一度靠小型中央电厂、区域电网和照明设备垄断市

场的电力巨头爱迪生。

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在电力领域发生过的故事又开始在IT领域上演。由单个公司生产

和运营的私人计算机系统，被中央数据处理工厂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云计算服务所代替，计

算机应用正在变成一项公共事业。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公司不再花大钱购买电脑和软

件，而选择通过网络来进行信息处理和数据存储，就像当年厂家们放弃购买和维护自由发

电设备一样。那些像Google和亚马逊等能够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公司就像当年的公用电力公

司一样，必然能占得先机，在一段时间内打败微软和甲骨文等那些沉迷于向个人计算机系

统提供软硬件设备的供应商和服务商，直至迎头赶上云计算革命。

不仅仅是公司对于自身的观念发生了改变。近年来，人们长期以来持有的对电脑的观

念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虽然大部分人在家里或上班时仍然依赖个人电脑，但人们利

用个人电脑的方式已与以往非常不同，人们不再依赖电脑硬盘中的数据和软件，而是更多

利用互联网中的数据和软件。人们的电脑正在变成这样一种终端，其力量和作用不是主要

来自电脑里的内容，而是来自互联网——尤其是连入互联网的其他电脑。更极端地说，整

个互联网和所有联网的电脑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电脑。

其实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就已意识到，从理论上讲，电脑运算的能力和电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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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以在大规模公用“电厂”中生产，并通过网络传输到各地。就运营而言，这种中央

“发电机”会比分散的私人数据中心更有效率。1961年，当计算机科学家刚刚开始思考如

何与电脑对话时，网络互联领域专家约翰·麦卡锡就预言：“未来电脑运算有可能成为一

项公共事业，就像电话系统已成为一项公共事业一样。”

每当网络互联领域有了新的发展，就会有一批人试图把电脑公用运算当作一笔大生

意。在大型机时代，就有公司在分时运算的基础上将中央电脑租给其他企业使用，使后者

能通过电话线与中央电脑直接连接。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像自动数据处理公司那样的企

业，已开始有偿向社会提供某些例行的运算服务，比如工资数据处理。

当蒂姆·伯纳斯·李在1990年创立万维网时，他用一个巨大的公共在线数据存储器来

取代一切私人的线上线下数据存储器的愿望似乎已近在咫尺，而一大批应用服务提供商，

也冀望通过互联网向企业传输软件。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迅速发生，最大的障碍出现在网线

上：能够取代电脑硬盘中软件的复杂软件，要求拥有迅速转移大量数据的能力，这在传统

低速的拨号上网时代是做不到的。运行复杂软件会使电话线的运载能力迅速超负荷，或对

调制解调器造成损坏，个人电脑会因此停机。

但即便如此，早期的互联网依然提供了云计算的雏形。万维网有着一系列强大的技术

作为支撑，尤其是那些用于描述和传送数据的软件。这些技术使所有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

都变成信息处理机，人们很容易就能与他人分享信息和软件编码，并从很多网站和数据库

同时接收信息。人们不仅能在互联网上“阅读”，还能在互联网上“书写”，就像人们阅

读自己个人硬盘上的内容并写入内容一样，万维网即将变成万维电脑。

光纤电缆和光纤互联网的出现，解决了数据传输的瓶颈问题，网络空间的重要性终于

压倒了电脑内存的重要性。光纤互联网对电脑应用所起的作用，恰如交流电系统对电所起

的作用，它使设备所处的位置对用户不再重要。既然数据可以以光速在互联网上传输，就

能够为远方的用户提供电脑的全部运算能力。运行人们所用软件的服务器电脑可能位于身

边的数据中心，也可能位于国家某处的数据中心。

此外，光纤互联网还扮演了当年使不同发电设备并网发电的旋转变流器的作用，令互

不兼容的电脑像一个系统般一起工作。通过为数据传输和“翻译”提供通用媒介，光纤互

联网刺激中央电脑运算工厂的形成，这种中央工厂可同时为几万或几百万客户服务。许多

小公司已经使用在Google公司数据中心上运行的软件来满足自己大部分的日常运算需求。

不少新兴公司开始抢这块蛋糕：几乎每一个传统的、需要安装在电脑上的商业软件，

都有与之类似的服务在互联网上提供。其他公司则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做法，它们不经销软

件，反而把硬件本身当做一种服务出售，它们建立了大型数据中心，让客户通过联网直接

加以利用，每位客户都可自由选择想要运行的软件及想要存储的数据。更激进的公用运算

服务则试图完全取代个人电脑：人们利用个人电脑所做的一切，从文件存储到运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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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通过电脑运算网络实现。

除了光纤互联网强大的传输功能外，虚拟化技术能力的增强对公用运算的发展也提供

了助力。所谓虚拟化，是指用软件来模拟硬件，而虚拟化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电脑芯片效

能的增强，以前运行一台或两台虚拟电脑就会使主计算机的速度大大减慢，但如今普通的

微处理器已变得非常强大，可以同时运行许多台虚拟电脑。

由于计算机系统的所有部件，从微处理器、存储驱动器，到联网设备（如路由器、防

火墙和符合均衡器）都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运行的，所以它们既可以被软件代替，也可以实

现虚拟化。对于曾费力地将各种软硬件组装成商业应用系统的人来说，这一切听起来像是

天方夜谭，但它正在迅速地变成现实。互联网确实成了人们的电脑，过去装在电脑机箱里

的各个单独部件——存储信息的硬盘、处理信息的微型芯片、操控信息的软件，现在已经

可以分散在世界各地，通过互联网集成，分享给每一个人。

随着云计算服务趋向成熟，每个人都能便捷地享受互联网上丰富的软件服务，利用无

限制的在线存储，通过手机、电视等多种不同装置上网和分享数据，个人电脑或许会在不

久的将来成为古董，提醒人们曾有过一个奇特的时代：所有人都被迫担任业余的电脑技术

人员。

而从长期来看，公司信息技术部门也不能幸免，一旦企业运算的大部分任务都移出了

自由数据中心并进入“云”中，它就没有可以运算的任务了。企业甚至是雇员个人将能直

接进行信息的处理，而不必依靠一大批技术专家，专家必须另谋生路，就像当年那些负责

运行和维系公司自备发电设施的工程师们一样。

（2）IaaS、PaaS、SaaS是什么

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

几年前如果人们想在办公室或者公司的网站上运行一些企业应用，他需要去买服务

器，让业务运行起来。但是现在有IaaS，人们可以将硬件外包到别的地方去。IaaS公司会

提供场外服务器，你可以租用存储和网络硬件。这节省了维护成本和办公场地，公司可以

在任何时候利用这些硬件来运行其应用。

一些大的IaaS公司有Amazon、Microsoft、VMWare、Rackspace和RedHat等。不过这些

公司又都有自己的专长，比如Amazon和Microsoft，提供的不只是IaaS，他们还将其计算能

力出租。

PaaS：Platform-as-a-Service（平台即服务）

PaaS公司在网上提供各种开发和分发应用的解决方案，比如虚拟服务器和操作系统。

这节省了人们在硬件上的费用，也让分散的工作室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容易。

一些大的PaaS提供者有Google App Engine、Microsoft Azure、Force.com、Heroku、

Engine Yard等。最近兴起的公司有AppFog、Mendix和Standing Clou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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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 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

任何一个远程服务器上的应用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运行，这就是SaaS了。人们享受的服

务完全是通过网页获取的，如Netflix、MOG、Google Apps、Box.net、Dropbox等。尽管这些

网页服务用作商务或娱乐用途，但这也是云技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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