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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论依据
（一）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先总结概括成标题，再加以论述，内容限 1 页，可通过调整行距控制文字跨度。）

1.研究背景
（1）社会时代背景：
随着教育观念的更新，问题式教学受到广泛关注。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核心素养的全面推广，许多新的教学方式应运而生，其中
问题式教学备受关注。问题式教学以“问题”为核心，教师通过创设具体的情境让学生置身
于“问题”之中，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与问题紧密联合在一起，使学生在一个自主探究、合作
参与的课堂教学中主动接受知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当今社会的文盲不再是不认识字
的人，而是那些缺乏自学能力和不会运用知识的人。问题式教学模式能够提供学生一个学会
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符合当前社会对教育改革的要求。
（2）学科教育背景：
问题式教学在地理教学中广泛应用。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指出“注重对地理问题的研究，倡导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等学习方式，引导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体验解决问题的过程，逐步学
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式教学符合课程标准强调的学生对问题进行研究的基
本理念。许多学者对问题式教学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近年来涌现出大量关于问题式教学的理
论研究成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观点和做法。但是，问题式教学对于高中学生知识目标实
现度是否有显著影响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通过文献，研究问题式教学对知识目标实现度提升的理论基础
（2）实践意义：
通过测量问题式教学在不同教学内容的效果，分析问题式教学对知识目标实现度的提升
的显著性。
（3）方法论意义：
通过在高中学段开展问题式教学研究，激发学习兴趣，培养问题意识和探究能力。以问
题为纽带，引导学生积极自主地解决问题，并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完成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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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总结概括成标题，再陈述文献具体观点，并在引用处用上标形式标注参考文献序号或以著者年的形式引
用文献。）
参考文献部分列出的文献要求与内容中提到的文献一一对应。

1. 概念梳理（综述多家观点）
巴罗斯和泰姆莱恩在 1980 年将问题式学习界定为: 在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产生
[1]

的学习 。安托尼艾蒂(Antonietti)认为，问题式学习是将学习“抛锚”(anchor)于具体的
[2]

问题之中的一种情境化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卡恩和欧罗克 ( Kahn＆O’Rourke)
[3]

把问题式学习描述为“以问题的界定、处理来驱动学生整个学习经历的学习” 。萨维利
(Savery) 认为，问题式学习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学习者“从事
研究，整合理论和实践，并把知识和技能运用于开发一个针对特定问题的可行的解决方案”
[4]

。
2. 研究现状梳理
（1）国外研究现状
问题式教学是一种把问题作为课堂教学的主线和载体的教学方式，起源于上世纪 50 年

代，是目前国际上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教学模式。其中最著名的是乔纳森的问题解决理论。乔
纳森认为学习者在解决有趣的、真实的问题时，能引导学习者的问题意识并产生成就感，最
终驱动学习者完成学习目标。苏格拉底早在 2000 多年前提出的产婆术中就提出了“通过提
问来引导学生学习”，这便是早期的问题式教学思想。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
哲学家杜威在《我们怎么思维》一书中提出的“五步教学法”是问题式教学法的进一步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Howard Barrows 在加拿大的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首创了问题教学模式。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问题式教学创始人之一的前苏联教学论专家马
赫穆托夫开始《问题教学》这一课题的研究，第一次科学得提出问题式教学的概念。20 世
纪 80 年代，巴罗斯认为问题式学习教学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学生中心、基于问题、基于探
[5]

究、综合性、合作性、反复性的学习” 。到 2004 年，麦罗·希尔文对问题式学习进行了
归纳，其活动结构分别由以下七个步骤组成，分别是创设问题情境、鉴别事实、提出假设、
[9]

发现知识不足、运用新知识、概括和评估 。
（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有关问题式教学模式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于 21 世纪。在心理学领
域、教育学领域、学科教学领域，均获得了比较大进步。在教育学领域代表性的人物有北京
师范大学刘儒德教授、首都师大的陈爱甚教授等。在学科教学领域以数学领域最早发展最健
全，其他学科，如政治、历史、物理、生物等皆有研究。地理教学领域有关问题式教学模式
的研究并不多，有代表性的有东北师范大学袁孝亭的《谈地理问题及情境创设》，从地理问
[6]

题分类的角度，探讨如何通过情境创设解决地理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家清教授，华东
[7]

师范大学段玉山教授分别结合地理教学实例，阐述该模式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除此
之外，一些学者还针对问题式教学模式在地理教学中应用的学习策略、学法指导、实施程序、
实施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实例和学情进行了创新研究。如李金国介绍了“问题导
[8]

学”这一策略并重点介绍了问题设计的六点策略 。李宏明、周绍玉的结合学情和初中教材
设计了“农业”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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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有研究中的问题和有待加强的方向（问题的提出）
目前开展的问题式教学研究大部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应用和操作层面上的研究较少
且多集中于数学学科，将其与地理学科教学相结合的研究较少。随着问题式教学被重点强调
于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问题式教学作为一种开放式、创新型的教学方式必定成为当前
课程改革的重点方向。但是，如今高中地理问题式教学现状如何？对于高中学生知识目标实
现度是否有显著提高？对于学生问题意识、探究意识的培养是否有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有待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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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案
（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
（文字限 1 页，可通过调整行距控制文字跨度。）

1. 概念界定（本研究所认定的概念）
问题式教学是教师根据课程目标设置问题、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积极自主解决问题，并
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完成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把教学和学习置于生动的情境中，以问
题为纽带，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或合作的形式来解答问题，从而完成对知识目标的学习。
2. 核心问题（仅写一个问题，为带有问号的问句）
问题式教学对于高中学生知识目标实现度是否有显著影响？
3. 研究目标（写一个总目标，作为论文研究成果指向）
论证问题式教学对高中地理学科知识目标实现度有显著影响。
4. 研究内容（研究中各模块的具体内容，实际联系着各个子目标）
前言：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的意义与目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理论基础：问题式教学定义、问题式教学特征、问题式教学的理论基础
问题式教学的教学实施：教学案例
问题式教学的有效性分析
5. 初步研究成果（全面叙述已初步构建的评价指标、测量工具及其质量检验等）
（1）确定问题式教学的定义：问题式教学是教师根据课程目标设置问题、创设情境，
引导学生积极自主解决问题，并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完成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把教学
和学习置于生动的情境中，以问题为纽带，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或合作的形式来解答问题，从
而完成对知识目标的学习。
（2）问题式教学教学案例 1：
为什么王子岛能救白鹳？
问题情境：春天来了，数以万计的白鹳会离开非洲，飞往他们的繁殖地，即千里之外的
欧洲，和其他不及其数的鸟类一样，它们前面的路将充满挑战。风已经将它们吹离了迁徙路
线，飞到了马尔马拉海上空，这些白鹳需要依靠上升的热气流，才能在高空展翅翱翔，但是
热气流无法在水面上空形成，所以仅仅靠着翅膀飞行，它们已经筋疲力尽，它们飞行的高度
越来越低，已经到了危机生命的程度，只要一个翅膀沾到水面，它们就会溺死在水中，它们
正在为生存而抗争，它们的救命稻草就在前方，一个岩层从海面升起，那就是“王子群岛”。
一块被太阳炙烤的岩石，大小刚够产生热气流，它们必须得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高的飞行
高度，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将这些岛屿作为跳板，从而飞跃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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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路线

1. 研究思路（准确叙述研究的过程设计，包括研究对象的选择）
根据课标和相关文献界定问题式教学的定义和功能；选定某一节课，根据课标和教学内
容，设计出问题式教学的教学目标；进行问题式教学的教学设计；设计测试试题；用两个班
级实验并测试；采集评测数据并分析；得出结论

2. 技术路线图（体现研究思路并与研究思路对应）

3. 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
（1）文献阅读法
通过搜索并阅读和问题式教学相关的文献、著作
（2）教学实验法
通过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教学实验，验证方案有效性
（3）数据分析法
利用 SPSS 软件，对测评数据开展检验，测量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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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大纲
第一章

前言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意义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第二章

问题式教学的概念

第一节 问题式教学的定义
第二节 问题式教学的特征
第三节 问题式教学的评价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第一节 理论基础
第二节 研究假设
第四章 问题式教学的设计和实施
第一节 问题式教学设计
一、

实验方法和主要内容

二、

实验对象

三、

知识目标实现度的测量工具制定

第二节 问题式教学实施

第五章

一、

问题式教学案例 1——飞跃 1600 公里的奥秘

二、

问题式教学案例 2——蛋黄果能否发家致富？

三、

问题式教学案例 3—— 共享单车如何便民？

四、

问题式教学案例 4——台风“莫兰蒂”，凶得很

问题式教学对知识目标达成度的影响分析

第一节

数据分析

第二节

讨论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第二节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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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计划和预期成果
（一）研究计划
（参考自己先前制定的研究计划表，列出以下时间节点：研究方案设计完备日期、实验或数据开始采
集日期、实验完成或数据采集完成日期、初稿完成日期）

1.研究方案设计完备日期：2018.10
2.实验或数据开始采集日期：2018.11.
3.实验完成或数据采集完成日期：2019.5
4.初稿完成日期：2019.6
（二）预期成果

1.学位论文：问题式教学对高中地理学科知识目标实现度的影响
2.期刊投稿论文：问题式教学对高中地理学科知识目标实现度的影响
3.其他过程性成果：

五、导师意见（综合指导小组或开题报告专家组意见）
问题式教学是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提出的教学建议，显示
了问题式教学对于课程与教学的意义和价值。论文试图构建一种问题式教学的规
范，通过实验论证符合所定义的规范的问题式教学对教学目标实现度的影响，从
而为问题式教学的规范开展提供经实践证明的理论成果，为问题式教学在实现地
理课程目标尤其是核心素养目标方面的作用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希望论文除了
在重点研究的知识性目标之外，继续深化问题式教学对核心素养发展的作用。
同意开题。

导师签名：
2018 年 7 月 27 日

开题报告会信息
日期：2017.07.28
地点：中北校区文科大楼 914
专家组：陈昌文、卢晓旭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