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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指标评价的思想方法，提升学科作业品质的学校实践研究》

项目中期报告 

---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教育集团 

本课题中所指的作业品质，是指作业能否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巩固和运用 

课堂 所学知识,能否培养和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动手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能否

帮助学生养成某些优良品质,如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和专心致志等。我们认为作

业品质问题直接关系到《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中学业成绩的标准

达成度、学生高层次思维能力指数，关系到学生身心健康指数、学习动力指数、

学业负担指数，还间接关系到师生关系指数、教师教学方式指数等。因此，本课

题旨在基于绿色指标评价的思想方法，借助提升学科作业品质来减轻学生课业负

担，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能自主、快乐、健康地成长。在我们这次的课题研究

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业设计、分层实施、以及校本管理等三方面的品质。 

 

 项目的进展情况 

1. 仔细分析了《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分析报告》，明确基 

于绿色指标评价的思想方法提升学科作业品质的研究方向。即在历年来的中小学

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中，我校学生学业成绩的标准达成度指数、高层次思维能力指

数、学业成绩个体间均衡指数、自信心指数、学习动机指数、学习压力指数、学

校的认同指数、师生关系指数、教师教学方式指数均高于区平均水平。仅睡眠指

数、作业指数等于或低于区平均水平，而后两者又存在着一定的正向关系。我们

分析数据认为，作业指数是学校发展的短板，如何进一步基于绿色指标评价的思

想方法提升学科作业品质，成为我们推动教育综合改革、减轻学生负担首要研究

的问题。 

2. 以绿色指标的思想方法为指导，编制校本的作业及学习负担问卷。在学期的 

期中考试阶段开展本学期的第一轮网上调查，调整及反思等工作，期末考试阶段

开展本学期的第二轮网上调查，进行跟踪监测。 

3. 以教研组、备课组为单位，全面梳理学科作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问卷调研中，我们主要针对学生各学科完成回家作业的时间，花在订正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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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情况，每天课后作业的难易程度的情况开展了 6—8年级的学生的问卷调

查。调查时间主要在学期的期中考试阶段，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从学科角度，

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1）同一学科不同年级出现区间相似，如数学学科调查反映： 

 

完成数学作业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含 1小时）的学生最为稳定，在 49.02%—54.67%

区间，非常接近。而在.半小时以内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与之对应的一小时到

二小时（含 2小时）开始逐年上升，但幅度都不大，每年大约在 6%左右的波动。

我们认为，应该主要是因为随着年级上升，学业压力逐渐增大带来的结果，这应

该属于合理范围内（这也在随后和不同年级学生交流过程中得到了确认）。 

    对于相同学科不同年级出现区间相似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各年级备

课组实际上是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因此，主要依托教研组开展专项研讨，集体诊

断，发现作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同一学科不同年级出现区间波动，如英语学科调查反映： 

 

 

可以从上图中发现，在外语学科，七年级在半小时之类完成的学生要明显多于其

他年级，而且要高出 15%—19%。我们认为，这远远超出了因为考试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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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在七年级外语作业设计中出现了比较好的策略或做法。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是通过组织七年级外语学科的备课组反思、总结和提

炼其中的经验，辐射到其它年级。 

（3）对于起始年级的学科，我们采取横向比较的方法。如八年级的物理： 

对于这类学科，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业完成的情况较好，能够半小时

之类完成回家作业的人数比较多，可以鼓励学科反思、总结和提炼其中的经验，

供下一年的教师借鉴（如图示中的八年级物理学科，可以看出明显优于同时其他

学科）。另一种是作业完成的情况不太好，能够半小时之类完成回家作业的人数

比较少，于是我们通过组织专项视导的形式予以及时的调整、矫正和提升。 

 

4. 根据反馈出的问题，各年级教研组层面开展研讨、集体解决问题；备课组层

面进行经验的总结，策略的提炼和工具的开发，以辐射其它年级。 

 

 项目研究取得的成效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经过将近二轮的校本绿色指标关于作业部分的检测，我 

们可以直观的从数据中发现本课题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此外，我们还明确了学校基于评价反馈工作改进的路径，提炼了一些学科的改进

策略，开发了关于作业设计的校本工具。 

1. 学校基于评价反馈工作改进的路径 

 仔细分析《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分析报告》，明确基于绿

色指标评价的思想方法提升学科作业品质的研究方向，以“绿色指标”的达

成情况为评价导向，引导学校及教师形成科学的教育质量观； 

 以绿色指标的思想方法为指导，编制校本的作业及学习负担问卷，进行跟踪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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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研组、备课组为单位，全面梳理学科作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反馈出的问题，各年级教研组层面开展研讨、集体解决问题；备课组层

面进行经验的总结，策略的提炼和工具的开发，以辐射其它年级； 

 学校管理层面根据各学科的反思和经验，形成作业属性表等管理工具，在全

校范围内进行推广，并且组织相关培训，并定期检查，建立配套机制等予以

保障； 

 根据反馈的问题进行问卷的调整。 

 

2.跟踪结果的检测反馈 

  对第一次问卷后采取的调整情况，我们会在期末进行第二轮的网上跟踪调查。

以上文提到的数学、英语学科为例，我们在期末考试阶段，又开展了第二轮的网

上跟踪调查，我们将两次的调查进行比较，如数学学科： 

 

其中内环是第一轮检测的结果，外环是第二轮检测的结果（下同）。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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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教研组的反思研讨，学校的管理跟进，完成作业的时间，各年级完成作业需

要一个小时以上的学生人数都已有所减少，而半个小时以内完成的学生人数都有

所上升，六年级从 35%上升为 43%，七年级由 29%上升为 39%，八年级由 22%上升

为 34%。虽然八年级从绝对数值来说，上升结果并不大；而从相对比例来说，其

实提升幅度是最大的。 

     

而外语，经过七年级的经验辐射之后，其它两个年级的学生作业完成时间也

有所下降，并呈现了区间近似的局面。我们认为：通过学校的基于绿色指标评价

反馈，提升学科作业品质的路径管理，教师作业设计的能力也得到提升，学生完

成作业的时间得到有效的控制，起到了减负增效的作用。 

 

3.形成了作业设计的校本工具 

学校管理层面根据各学科的反思和经验，形成作业属性表校本工具，在全校范

围内进行推广。 

作业属性表 

作业目标  

内容维度  学习水平 
□ A  □  B   

□ C  □  D 

能力维度  作业类型 

□预习 □巩固 

□复习； 

□口头 □书面  

□实践； 

□必做 □选做 

□拓展 □探究 

作业难度 □容易  □中等  □难 作业时间  

作业 目标（填写编号） 作业类型 作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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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作业 2    

作业 3    

作业 4    

作业 5    

作业 6     

该工具旨在引导我们老师，以学生为本，尝试从设计单元目标到编制课时目标。

表格中的作业目标就是单元目标，内容维度和能力维度是课时目标。它将单元目

标细化，明确了每个知识点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提高了作业的信度。编写的试题

分为必做和选做，选做又分成一星和二星。通过老师科学合理的习题编制，提高

了作业的区分度，使编制的作业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让学生能体验到成功的喜

悦。作业难度用于指导编制作业的难易程度，使其符合学生的学情。合理的预估

好作业的时间，可以减轻学生负担。利用作业目标属性表除了可以编制课后作业，

也可以编制随堂练习，使作业的信度和效度得到及时反馈。老师们通过试用作业

（试题）属性表来优化作业设计，提高了作业的信度和效度，提升作业编制的针

对性和解释性。 

 

4.提炼了部分学科作业改进的实施策略 

 数学教研组改进策略：作业设计要根据单元教学目标体现系统性、传递性、 

一致性。作业设计要符合本单元教学目标，每课时的作业设计要符合本课时教学

目标，根据单元教学目的设定相应的课时作业，这样既能达到训练效果，又能让

学生用最科学的时间来完成，从而实现“减负增效”的目的。 

如图，九年级第一学期《相似三角形》的单元《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一共有五

个课时，要求理解相似三角形的有关概念，相似三角形的预备定理和判定定理，

并进行初步运用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那么,就要求教师在设计作业时需要整

体把握这个单元的教学要求，作业设计体现系统性。避免类似的题目反复操练或

者题目设计没有由易到难等现象，这样根据单元教学指南进行科学、系统的设计

作业，自然就减少了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也提高了作业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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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七年级备课组作业设计策略：个性化作业和长短作业相结合 

英语作业设计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可以提高学生完成作业的兴趣，给予学生更

多的选择，最终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综合素养，并助其减轻学习压力。 

1．个性化作业 

充分尊重学生差异，学生可以选择个性化作业。例如：学生可以选择与牛津

课本主题相契合的作业。图中是教师根据 6A 中 Unit 3 Spending a day out 

together 这一课的学习内容，设计了一个有关外国友人在上海如何度周末的调

查问卷。这是结合课本内容设计的一个调查问卷，旨在鼓励学生大胆地与外国人

进行交流，并能通过调查问卷发现中西方人士在休闲娱乐形式方面的差别（见表

一）；学生也可以选择在假期中（十一期间）外出短途旅行观光，拍点照片，配

些文字，用英语记录生活，写一些他们的感悟或者描述一些开心的事情。无论学

生选择哪一种个性化的作业，相信都会在不同方面提升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同

时也会给学生带来不同的人生经历与生活体验。 

 

表一： 

Spend weekends in Shanghai 

--Do a survey 

I a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like to spend a day out in/at 

______________ 

What’s your name?  Where’re you from? 

  

How do you usually spend weekends in Why do you like spending weekends that 

作业目标 K1、K2 

内容维度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 学习水平 认知理解运用 

能力维度 

理解相似三角形的概念，总结相似三角形

的对应角相等、对应边成比例等性质，掌

握它们的基本运用. 

掌握判定两个三角形相似的基本方法. 

作业类型 

□预习巩固□复习； 

□口头书面□实践； 

必做□选做； 

    □拓展□探究 

作业难度 □简单□基础普通□较难□极难 作业时间 15 分钟 

作业答案 1、25/12；  2、2；  3、9 和 12 或 4 和 8 或 3 和 4.5；  4、D；  5、略. 

作业 目标（填写编号） 作业类型 作业时间 

作业 1 K1、K2 巩固、书面、必做 2 分钟 

作业 2 K1、K2 巩固、书面、必做 4 分钟 

作业 3 K1、K2 巩固、书面、必做 3 分钟 

作业 4 K1、K2 巩固、书面、必做 2 分钟 

作业 5 K1、K2 巩固、书面、必做 4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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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way? 

 

2. 长短作业 

作业的长短在这里指的并非是作业完成的时间长短，而是依据课标与单元教

学指南的要求，划分到每个课时的“短”作业与每周都需要完成的“长”作业。 

长作业包括阅读原版小说并进行生词积累。在《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标准》中

明确指出，初中四级学生所需要达到的课外阅读量不少于 20万词（累计）。为了

达成课标的要求，也同时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要求学生每周末至少阅读一

个章节的原版英语小说，对每个章节设计了相关的细节题与开放性试题，旨在了

解学生对作品读懂的程度，此外要求学生读完一个章节后自主选择两个生词或词

组进行读音，含义，例句等的积累。 

 

 物理八年级作业设计策略：利用练习题属性表，提升作业设计能力 

从物理学科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作业负担重、完成作业时间长，有困难，在习题

不超量的前提下，老师发现还是因为习题的难度过大。如何有效降低习题难度？

物理教师在编制课后习题的时候，采用了练习题属性表的小工具，从五个维度上

衡量并改进每一道习题，有效地降低了作业难度。 

   （1）题干表述的严谨性，科学性 

   （2）习题表达清晰，问题指向明确 

   （3）习题选项简单有效 

   （4）练习目标与课时目标的匹配度高 

   （5）习题情景丰富有趣 

 

如图：利用了练习题属性表的工具修改的关于“能根据光的反射定律解释或解决

相关的实际问题”的结果： 

编制信息 
编制单位 初稿编者（限填 1人） 修改者（可填多人） 

   

练习题 

正午 某司机驾车时，发现前方车辆的后挡风玻璃反射的阳光十分刺眼。

前方的车辆最有可能是下列车型中的哪一辆？（    ） 

 

 

 

 

 

答案及解

题过程 

    B：正午时分，阳光垂直射向地面，经前车的后挡风玻璃反射后水平射向后

车，入射光线（垂直方向）与反射光线（水平方向）垂直，所以作为反射面的

后挡风玻璃与水平面成 45°角。 

学习 

指导 

 A：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题目中“正午”这一条件，想一想正午时分，阳光是

如何射向地面的，以 C 图中后挡风玻璃为反射面，你再试着画出反射光线的位

置，是否可以重新作出判断。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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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分析 

题型 难度 
完成时间（分） 

选择 判断 填空 较低 中等 较大 

√    √  3 

练习目标描述 能根据光的反射定律解释或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 评价检测层面：校本“绿色指标”作业部分的调查问卷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们认为校本“绿色指标”作业部分的调查问卷本身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

们认识到学生订正作业的时间对完成作业的时间影响很大，可以进一步思考对作

业的效度、信度和难度设计一些调查题目。 

另外，结合学校课程建设实际，还可以考虑关于拓展课、探究课（校本的“SET 

SATL”综合主题课程）的长作业的调查问题。 

2. 在管理调整层面，学校管理层面除了组织检测、反馈、组织培训之外，还需 

要在单元教学指南的指导下，完善各学科校本个性化作业；并继续完善研发各学

科作业属性表，指导教师实践运用，检核调整校本个性化作业。 

3. 困难：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校本作业分层的标准、研究各学科分层策略、实

施路径需要得到专家进一步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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