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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70年
——兼论人工智能对体育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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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可分为国家意志与社会需要的完全满足（1949—1977）、法律法

规的完善与新思想的萌发（1978—1998）、从理念到实践的全面重构与转型（1999—2016）、人工智能倒逼课程与教学

的改革（2017—未来）4 个阶段。2017 年以来，相关政策与规定开始了对人工智能和教育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与推动，

学校体育将在全面深化课程改革征程中站上新的起点，其中，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内生动力，技术发展水平是外部动

因，内外构成了萌芽期的核心关切。人工智能对体育课程与教学的影响与推动将集中于推进实现教育公平、贯彻课

程改革理念、转变教师教育模式以及研究范式全面转型4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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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走过

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不断调整方向，总结经验，取得成

就，顺势前行。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政策与社会发展

水平的合力驱动下，向着价值多元化、学习个性化、评价

过程化、教学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以政策为直接动因，一

场自上而下的转型正伴随人工智能的元年拉开序幕，在

信息技术倒逼教育转型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兴起必将成

为学校体育步入新阶段的推手。

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回顾

1.1 1949—1977：国家意志与社会需要的完全满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学理论体系受凯洛夫教育思

想的影响，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具体领域，其基本理论跟

随教育理论的导向，移植苏联经验。但限于体育技术水

平落后，学校体育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基于此，立

足于国家需要，“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为将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做好准备”是当时

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新中国成立初的 30 年体育课

程改革发展的根本逻辑。这一逻辑可折射到价值取向、

教学内容、评价体系 3 个维度。

在价值取向维度，社会价值远胜于个人价值，服务于

国家意志是这一时期的选择。1954 年，教育部组建了体

育教学大纲编写组，1956 年 3 月制订出我国第一部全国统

一通用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明确要求“为建设祖国、

保卫祖国做好准备”。1961 年颁布的第二部体育教学大

纲指出“通过体育教育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劳动、

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和集体主义等共产主义道德和品质”

（课程与教材研究所，2001），其背后是国家意志的彰显和

爱国主义的宣扬。

在教学内容维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高度重

视技能的传授，竞技体育项目成为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

和重要抓手。1956 年颁布的《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将基本

体操、游戏作为小学体育的必修内容；《中学体育教学大

纲》所规定的教材分为基本教材和补充教材两部分，基本

教材包括体操、田径、游泳，补充教材则包括体操、田径、

游戏、游泳、速度滑冰、滑雪。1961 年，教育部将中小学体

育教学大纲、体育教材合编为《小学体育教材》和《中学体

育教材》。在原有基础上，在小学体育必修内容中加入了

田径、武术和基本知识（3～6 年级）；中学阶段仍分为基本

教材和选用教材，基本教材包括体操、田径、武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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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类）、体育基本知识，选用教材包括体操、田径、武术、

球类（课程与教材研究所，2001）。全面、综合而繁杂的内

容具有明显的苏联教育经验的印记。

在评价体系维度，由于 1951—1963 年全面实施“劳卫

制”，因此教学评价仅限于对学生体育成绩的考核，主要

指向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技能达标情况两个方面。评价方

式强调客观性和统一性，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偏重知识技

能和评价的甄别选择功能，约束力过强，灵活性严重不

足。此后，军训课逐渐代替了体育课，相应地，军事技能

成为评价的中心。

纵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 30 年，国情是课程改革的

出发点，国家意志与社会需要决定着体育课程改革的方

向。由于体育与国民体质挂钩，相比其他学科，体育在基

础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是相对稳定的，如自 1950 年 8 月颁

布《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开始，体育课每周稳定在 2

个学时。但 1966—1976 年，随着整个基础教育陷入了停

滞的状态，“劳动课”代替了体育课，体育课程遭遇了重创。

1.2 1978－1998：法律法规的完善与新思想的萌发

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和我国中小学生堪忧的体质状况，

“体质论”的体育课程观与教学观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1978 年，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体育教学

大纲》《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以“增强学

生体质”为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以有利于增强学生体质

为准则”。这一准则在我国延续了 20 年。

1979 年 5 月，扬州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

交流会是新中国体育教育改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

次会议。此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重要

地位，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

础。以此为起点，理论层面，体育教学多元理论并存。观

念层面，追求体育课增强学生体质的实效性。政策层面，

这一阶段各类文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体育教育做了进

一步的规范和规定。1979 年 10 月，教育部与国家体委发

布了《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1982 年 9 月，教育部和

国家体委等部门颁发了新修订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国家教委于 1992 年 11 月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

学体育教学大纲（试用）》和《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

学体育教学大纲（试用）》，1996 年 1 月下发了《实验＜“体

育两类课程整体教学改革”的方案＞的通知》等，体育教

育相关法律法规及目标体系逐步建立。

在 20 世纪末的 20 年，我国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一面

在摆脱苏联的模式中建立自己的体系，一面“东窗”“西

窗”一起开，借鉴先进思想，摆脱单一价值取向。特别是

1986 年之后，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国外研究成果和先

进的思想源源不断进入我国，冲击着传统学校体育课程

与教学——“快乐体育”“技能体育”“全面体育”“终身体

育”“健康体育”等多种学校体育思想被先后提出（杨九

诠，2016）。周登嵩（1998）将这一阶段的变革总结为“突

出教学目标的整体性、教学内容的全面性、教学方法的综

合性、教学组织的多样性、教学氛围的愉悦性”。这与 21

世纪初的体育课程改革的思想有着较强的一致性，至此，

一次彻底的改革呼之欲出。

1.3 1999—2016：从理念到实践的全面重构与转型

1999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到，实施素质教育，

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

的各个环节中。文件针对学校体育提出了要求：要树立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

本的运动技能，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2001 年，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扎实推进素

质教育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再次将“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

好的心理素质”作为素质教育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

贯彻“健康第一”的思想，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和健康水平。

同年 6 月，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2003 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

验）》。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序幕的拉开，《全日

制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在新的体育课程改革精神

的指导下，将课程改革思想在学科层面做了详尽的落实。

2011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年

版）》立足于对体育课程改革 10 年的反思，在课程性质、目

标设置、课程内容、实施建议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调整和完

善，进一步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在观念层面，一度占主流的“体质教育”思想向“健康

第一”的思想转变，体现了新的体育教学理念和课程教学

取向。健康，不止于生物学改造，更是心理、社会适应的

全面改造与提升，身心和谐成为体育教育的核心价值。

从体育教育的长效性讲，体育锻炼的终身价值备受关注，

学校体育不仅肩负在校期间体质改造的职责，更肩负着

为终身体育奠基的使命，使学生最终走向对更好的生活

方式、习惯、生活态度的追求。

落实到实践中，新的体育课程改革由关注“教”向关

注“学”转变，内含了师生关系、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研究

基点的全面转型。师生关系摆脱了教师中心的束缚，致

力于建构相互促进的民主关系和主动学习的良好氛围；

教学过程不再以完成体育技能教学任务为导向，代之以

学生的需要和人的身心全面发展；评价由关注终结性评

价向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发挥对身

心健康的促进功能；研究基点由教法向学情转移过渡，对

“学”的研究日益成为体育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此外，体育教育现代化是 21 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和

走向。从 20 世纪末计算机协助体育教学管理，到 21 世纪

初多媒体辅助教学，再到互联网推动下的学习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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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体育学科的驱动力不容小觑。2015 年 7 月印发的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使

“互联网＋”首次被纳入了国家经济的顶层设计，成为各

领域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后，互联网

向学校体育全面渗透，支持并深刻影响着课程改革的走

向，倒逼教育全面回应时代需求。

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深入，目标多元化、学习个性

化、内容定制化以及评价多元化的体育教学趋势已经形

成。最为关键的是，信息技术作为学习环境的要素之一，

不仅在技术层面改变着教与学的环境和方式，更在理念

层面改变着教与学的思想和理论。

1.4 2017—未来：人工智能倒逼课程与教学改革

近年来，信息技术引发了学习方式的变革，慕课

（MOOC）、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移动学习（Mo‐

bile Learning）、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等反映了信息

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这既可以看作体育课程改

革深入推进的动力，又可以看作学科课程改革进入新阶

段的动因。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的基本理念中明确提

出“重视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在足球、跳远、蛙泳、健

美操等项目的教学中多次强调应用“网上学习”途径，并

将每学期通过现场或多种媒介观看高水平比赛的次数作

为阶段性学业质量评价的重要标准。由此可见，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极大地拓宽了学习的时空边

界。如果说新的体育课程改革颠覆的是传统教学要素间

的关系，那么，“互联网＋”时代改变的则是人与知识之间

的互动交流方式，这正是技术得以推动课程改革进入新

阶段的缘由。《标准》在实施建议中明确强调：“为了应对

技术对教育发展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促进体育与健康

课程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教师应秉持以学习

者为中心和技术支持学习的理念”，提到了在体育与健康

课程中为学生提供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现代化学习体

验。与此同时，《标准》还将多媒体、电子白板、智能手机、

运动手表、心率监测仪、计步器、加速器等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融合到课程教学中，各类智能终端的使用已显现出

人工智能的萌芽。近两年，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高

质量的大数据直指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它不可低估的

前景在教育领域掀起了热潮。互联网在学科教学中引发

的变革从未像今日这样彻底，人工智能的再度兴起为转

型添了最关键的一把火。

信息技术全面融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不仅顺应了我国

人工智能和教育现代化潮流，而且在实践中实现了线上

线下学习的深度融合。2017 年以来，相关政策与规定开

始了对人工智能和教育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与推动。在此

背景下，学校体育必将在全面深化课程改革征程中站上

新的起点。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对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和全

局规划。目前，我们正处于“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阶

段，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充分发展、产业竞争力不断加强

以及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是近年的核心要求。党的十九

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开启

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没有信息

化就没有现代化，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和显著特征。2018 年，教育部将“启动教育信息化 2.0 行

动计划”作为工作要点，同年 4 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

息化 2.0 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该《计划》具有前

瞻性地看到：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

将深刻改变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态。智能环境不仅改变了

教与学的方式，而且已经开始深入影响到教育的理念、文

化和生态。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

育现代化 2035》，聚焦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随后，教育部

颁布的《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五年实施方案的落实，明确提出“推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以“推动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提

升师生信息素养”为具体的目标任务。人工智能加速发

展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其自身扎根于国家

良好的政策环境。人工智能向学科教学渗透已是大势所

趋，彰显了不同学科共同的发展诉求，也必将成为我国学

校体育智能化转型最直接、有力的推手。

2 人工智能融入体育教育的核心关切

2.1 理论基础：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内生动力

人工智能深入学校体育已是大势所趋，精准的学科定

位与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人工智能推动体育课程改革必将涉及计算机科学、体育

科学、学科教育学 3 个学科（群）的交叉与融合。

以大数据为基础，以深度学习为核心技术的人工智

能，究其本质，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李开复等人

（2017）曾在著作中归纳了关于人工智能具有代表性的定

义，其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的界说是

“与人类行为相似的计算机程序”，这一定义打破了具有

学术色彩的人工智能与现实生活的藩篱；另有定义将其

视为“会学习的计算机程序”，这种看法反映了目前深度

学习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垄断，事实上，二者并不能完全等

同。目前较为主流的定义方式来源于斯图亚特·罗素

（Stuart Russell）与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2013）：人

工智能是有关“智能主体的研究与设计”的学问，而“智能

主体（Intelligent Agent）是指一个可以观察周遭环境并做

出行动以达至目标的系统”。

体育科学是研究体育现象与规律的一门综合、应用性

学科群（张阳，2015），其综合、应用性质的凸显是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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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体性学科（如社会学、生理学等）相参照的，是一般、母

体性学科在体育中的综合和应用（熊文，2014）。

学科教学类属“教育学基干性学科系列”中的一个学

科群，该学科群的研究对象为“因教育内容不同而不同的

教育活动”，学科教育学是其中的一个核心部分（陶本一，

2002）。体育教育学则是学科教育学中一个具体且特殊

的领域，相比其他聚焦于学习陈述性知识的学科，体育重

点关注动作技能，即程序性知识的习得。

因此，若将体育课程与教学作为“人工智能＋”的对

象，必然要兼顾计算机科学、体育科学及学科教育学等 3

个领域的规律。也可以说，是 3 个研究领域组成的融合结

构，同时遵循着不同学科的规律和发展要求。

2.2 客观条件：技术发展水平是外部动因

理论的发展是人工智能与体育深度融合的内生动力，

技术水平则是外部动因。而对技术水平的判断要建立在

纵向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的基础之上，寻求人工智能

发展历史中的客观定位。

纵观人工智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共掀

起过 3 次热潮。不同以往的是，最近一次的热潮表现出两

方面的特征：1）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计算机科学的分支，随

着计算机的发展而表现出更强的实用性，被民众更普遍

地接纳；2）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与大数据携手是现阶

段人工智能发展最显著的特征。须明确的是，目前我们

仍处于弱人工智能（Week AI）时代。弱人工智能又称“限

制领域人工智能（Narrow AI）”或“应用型人工智能（Ap‐

plied AI）”，指专注于且只能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人工智

能（李开复，2017）。从本质上看，在短期内，人工智能的

工具属性较为明显，仍然是人的意愿决定人工智能要提

供什么样的服务；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与人的

主客体关系并未发生根本转变。

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工智能与人类仍是使用与被使用

的关系，其风险与一般技术并无二致。折射到体育领域，

人工智能虽广泛影响了竞技体育、大众健身、学校体育以

及体育产业等领域，但其影响程度却表现出较大的不平

衡性。相比可以直接转化为产品的体育产业，短期内看

到成果的竞技体育，以及应用范围较广的全民健身，学校

体育领域不仅回报周期长、影响面局限，而且广泛牵涉到

教育政策、学科教学等领域，在学校体育教学中，人工智

能的渗透较为有限。目前，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可穿戴

设备已经具备了捕捉心率、速度、步频等基本指标的能

力，借助互联网采集运动相关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对大量

的数据进行分析，人工智能提供给用户的正是基于深度

分析的建议或指令。要将体育人工智能应用于学校体育

教学，一方面，要让数据分析结果发挥辅助的作用；另一

方面，在人工智能产品使用过程中必将获取到更多新的

数据，用于训练参数的持续改进和训练模型的持续优化。

基于上述核心过程，数据和深度学习能力决定着人工智

能的发展水平，也是人工智能在体育教育中逐步融合的

的核心关切。

3 人工智能对体育课程教学的影响与推动

3.1 减缓体育师资压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习近平，2017），由此开启了教育公平

的新阶段。教育公平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

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优势差异引发了社会经

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教育信息

资源和优质教师资源配置失衡是农村学校发展薄弱的重

要原因（熊才平 等，2016）。一方面，由于缺乏信息化教学

设备和使用机会，致使师生无法享受信息技术给体育教

育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体育教师常常由非专业的教师

兼任，体育课开课率低、教学的随意性较大，在实施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进行规范教学方面与全国水平有较大

差距，制约了体育课程改革在农村的推进。

教育均衡发展以及教育公平的推进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眼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教育发展的过渡期实现尽

可能的均衡，尽可能让偏远地区中小学生享受到可以实

现的教育公平（席建平，2010）。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

为缓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目前，人工智能

的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代替体育教师完成基本

的监督、预防和指导工作。当然，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力度

只是第一步，还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尽可能缩小偏

远地区师生在信息技术技能方面的素养鸿沟，同时借力

于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突破缓解师资问题。虽然在人工

智能研发阶段会产生一定的支出，但随着产业规模的增

加，其成本会大大降低，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可以在规模上

减缓体育师资不足带来的压力。利用智能手段促进教育

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改善教育“起点公平”以缩小差距，虽

然在通往教育公平之路上迈出的只是一小步，却不失为

一种缓解的思路。

但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人工智能对教育公平的推动

也可能是双向的，人工智能在体育教学中的美好愿景是

以政府给予农村地区财政倾斜支持为基础。以硬件水平

缓解体育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是教学系统中不同要素

间的补偿。反之，如若硬件与师资均存在缺失，经济欠发

达的地区未能享受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这势必会造成

数字鸿沟，拉大不同地区间的教育差距，这是我们在勾画

人工智能蓝图时需要考虑到的问题。

3.2 贯彻课程改革理念

2001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中明确要求教师“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

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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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在提倡健康

与全面发展的同时，提倡因材施教，充分重视培养学生对

运动的喜爱，并基于学生的运动基础实现个性化发展；要

让学生体验到体育学习的成功感，更要激发运动基础较

弱但态度认真的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这就意味着在

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要在运动前对学习者身体素质、运

动潜能有所了解，运动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并反馈，掌握

运动结束后的变化及对运动全过程进行分析。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个性化教学开辟了新路。人工

智能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将有助于解决传统传统班级授

课下教师难以给予所有学生个性化指导和实时反馈、学

生易形成错误动作导致运动损伤等难题。人工智能的发

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代替体育教师完成基本的监

督、预防和指导工作。当下，人工智能尚无法代替教师进

行高级思维活动或是与学生进行情感互动，但作为教学

的有益助手，可以帮助获得学生身体状况、运动能力、学

习过程的相关数据并做出自动化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在

有效降低运动损伤风险的前提下极大地提升体育教学的

效果，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

来和希望，人工智能必将推动体育教学向着个性化、定制

化方向发展，在落实课程改革理念的同时有效地增强学

生体魄。而“终身体育”是课程改革思想指引下的体育课

程的重要价值取向，人工智能辅助体育教学就是让学生

在一种较为自主的环境中进行技能的学习，以至于在走

出校园，脱离课堂环境之后仍能坚持体育运动，坚持正确

技能的学习，为学生一生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石。

3.3 转变教师教育模式

伴随人工智能元年的开启，教师将长期处于与技术共

生的时代。师资在课程改革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其前提是

体育教师要具备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能力，尽快向着适

应时代发展的方向转型。进入人工智能元年之后，体育

教师培养模式要回应几个问题：1）未来哪些工作人工智

能可取而代之？2）人工智能技术短期内难以突破的瓶颈

何在？3）体育教师将以何种方式与人工智能共存？上述

3 个问题决定了体育教师培养要紧密围绕两个重点，一是

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能力，二是信息时代教师的生存能

力，即教师的信息素养。

教师专业发展面向的是“可预见的未来”。反观人工

智能发展水平，目前人工智能在许多垂直领域内的局部

进展比预料来得更早，但在重大领域的技术突破却落后

于预测，短期内无法在跨领域推理、抽象思维、自我意识、

情感等方面获得突破。体育教师仍需要发挥主导作用，

多次与学生和谐互动，创设出良好的学习氛围，给学生以

积极的情感体验。此外，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引领学生

理解体育运动的价值，建立体育课程与生活的联系以及

个性化的讲解与训练，仍旧依赖于教师。基于此，当今体

育教师要重点培养 3 个核心技能：1）授课能力，除了规范

的动作示范，还包括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经验以及处理

课堂突发事件时表现出的教学机智；2）自我教育能力，在

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自我教育能力决定了教师是否能更

新知识与时俱进；3）信息素养，加强体育教师使用智能设

备、应用数据分析学情的能力，在观念层面，则应提升对人

工智能的认同感，进而提升用技术优化教学的积极性。

3.4 研究范式全面转型

“范式”是一个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

的集合，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

是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

式（托马斯·库恩，1980）。体育教学的长久发展需要研究

的突破，人工智能在研究层面的贡献更加根本和深刻，其

更为深层的推动在于课程与教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在“小数据时代”，体育教育的实证研究范式面临着

瓶颈：1）专注于对样本的收集，研究成果的普适性受到限

制；2）数据的收集过于昂贵和困难，研究耗费的人力物力

较大；3）实证研究本质上是基于假设的自上而下的研究，

假设源于研究者的直觉与经验的积累，研究范式背后依

靠的是“因果思维”。然而，“尽管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我

们真正发现的因果关系却比想象中少得多。深层研究显

示，通常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快速直觉是完全错误的”（维

克托，2015）。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体育教育研究的困

境。当前，有赖于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高质量的大数据，人

工智能最核心技术是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本质上就是把

无限多的数据放入一个复杂的、包含多个层级的数据处

理网络，即深度神经网络，检查这个网络处理得到的结果

是否符合要求。人工智能融入体育课程，就是让越来越

繁多而详细的教与学的行为印记被移动 APP 和可穿戴设

备记录下来，教学过程与结果数据的持续采集逐步形成

大数据，通过教学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多元分析，将数据

背后反映的教学意义与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进而辅助

教师更精准地“教”，指导学生更精益地“学”（杨现民，

2018），这正是人工智能改变教学研究范式的机制所在。

基于上述论断，体育教育研究面临着一次从观念到技

术的深刻的转型。在这次转型中，有关学生体质状况、技

能学习过程、学习结果等方面的数据将成为未来研究的

核心竞争力。更为关键的是，以大数据为纽带，体育教育

研究将打破领域与学科的藩篱，与其他学科教学过程中

产生的数据相关联，乃至与非教育行业的数据进行共享。

这些混杂的数据经过深度挖掘与关联分析，必然会产生

超越人类假设，发现机器“知道”而人“不知道”的知识。

因此，体育人工智能的萌芽将极大拓宽体育教育研究的

视野和思路。随着大数据理念在全球的发酵，未来国际

教育的竞争将是大数据的竞争。众多的人口使我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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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竞争优势，体育教育研究应当利用和发挥好数据

资源，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获得研究的话语权，研究成果更

将极大改善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现状。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体育承载着国

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

育兴。”“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体育教育任

重道远。纵观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 70 年历程，无论

是指导思想还是教学实践，无论是政策制度还是课程内

容，均顺应时代需求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取得了重大的成

就。如今，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体育课程改革站上了

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

调：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网，

2017）。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不仅影响着学习方

式，更加快了体育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体育课程将与信

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以主动的姿态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挑

战：以人工智能减缓偏远地区体育师资压力，发展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满足个性化教学

的要求；转变体育教师的教育模式，培养体育教师与信息

化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核心能力；推动体育教育研究范式

的全面转型，更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将为体育课程改革

提供新思路。面向新时代，融合新技术，立于新起点，体

育课程改革站在通往未来的新阶段，将以信息技术优化

教学过程，以新的发展思路回应时代需要，全面提升中小

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推动实现体育强国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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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y Year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Physical Education

YANG Yi1，REN Ji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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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complete satisfaction of the national will and social needs (1949—1977); the
improve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germination of new ideas (1978—1998); the overall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ncept to practice (1999—2016);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7—future).
Since 2017,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have started to fully deploy and promote AI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ill stand on the new starting point in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curriculum reform journey.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the external motivation. The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onstitute the core concern in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influence and promo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will focus on four aspects: promoting education equity;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reform; changing the mode of teacher education; transforming research paradigm in an all-round way.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spor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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