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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备课项目以促进学生

核心认识和关键能力发

展为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的基

本理论，以现代科学教育理论

和方法为指导，以学科核心知

识的教学关键问题及有效教学

策略为研究内容，以专家支持

的研究性集体备课和教学“临

床会诊”为方法，以主题单元

整体教学为实施单位，以学生

的认识发展效果为证据，开展

基于实践的研究和基于研究的

实践。

基于教学实践和研究
双重需求确定研究主题

在选取教学内容、确定

研究主题时，高端备课兼顾教

学实践和项目研究双重需求。

首先，在每个学期初，项目组

成员共同研讨，确定本研究周

期（通常为1个学期）计划开

展的研究主题及其所依托的内

容。然后，在学期项目启动会

上，项目组公布已确定的研究

主题及相应的教学内容，请项

目学校基于教学实践中的问

题、困惑或兴趣点自选题目，

自愿报名。

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基于

自身研究基础和教师特点，希

望另选题目或内容。在这种情

高端备课 ：
促进学生核心认识和关键能力发展

教师要按照“知识线索、学生认识发展线索、问题

线索、活动线索、情景素材线索、教师讲解线索”

进行系统的教学设计，从而促进学生核心认识和

关键能力的发展。

文    支   瑶    王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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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研究内容

2008-2010 年
探查学生电化学学习的迷思概念、认识发展障碍点
并进行归因分析

2011 年 电化学认识模型研究及电池模型的选择与运用

2012-2014 年
促进学生认识模型建构的教学设计与实施（电池模
型的选择、活动任务设计、教学实施策略）

2014-2015 年 促进学生认识发展的评价研究

表1   电化学主题的认识发展教学研究历程

行交流和研讨。基于教师提供

的教学设计，项目组成员从学

科知识的本质、教学内容的功

能价值、学生学习及问题解决

中的障碍点、教学目标特别是

过程方法目标的准确性、教学

问题、活动设计的有效性等维

度与教师进行对话。通过不断

的追问促使教师深入思考，通

过分析、阐释，促使教师明确

核心知识的本质及其认识发

展功能和价值、明确学生认

识发展目标和障碍点，促使教

师对其设定的教学目标、设计

的教学问题和活动进行反思和

优化。例如，表2中所呈现的

项目组专家与教师的对话，体

现出了在备课过程中，如何

通过追问帮助教师转变对驱

况下，项目组会根据学校需求

和相关领域教学的研究方向，

帮助学校确定符合其需要的

研究主题。例如，北京市回民

中学曾提出希望开展基于STS

主题的课例研究，在与学校协

商的基础上，项目组选取“金

属矿物和海水资源的综合利

用”“高分子材料”的内容，开

展促进学生认识发展的STS教

学研究与实践，将研究定位在

发展学生对资源、材料等的认

识角度和认识思路上。

之后，教师开始搜集资

料、分析提炼已有研究的得失、

明确课例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

题，进行初步教学设计。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要对已有研究

进行全面梳理、多角度分析和

深度反思，从教学内容功能价

值、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素

材的选择、教学活动的设计、

教学效果（学生认识发展情况）

等角度进行分析，并概括提炼

出已有研究及实践取得的成果

以及有待解决的核心教学问

题，并进行归因分析，进而确

定该课例的研究问题。

在选取和确定研究主题

时，我们坚持多元性、系统性

和发展性原则。关注基于核

心内容的教学研究、学生认

识发展研究和教师专业发展

研究等多个研究角度，或基

于同一内容主题从不同的角

度开展教学研究。在同一研究

领域，项目组会基于研究问题

深入展开的逻辑脉络，逐级递

进设计研究主题。例如，在

促进学生认识发展的教学研

究中，项目组依次进行认识模

型建构研究与实践、学生认识

发展进阶研究、促进学生认识

发展的教学设计与实施策略

研究、促进学生认识发展的

评价研究。通常情况下，需

要经过3～4年的多轮次研究才

能完成。关于电化学主题的

认识发展教学研究历程如表1

所示。

系统备课旨在促进学
生 核 心 认 识 和 关 键 能 力
发展 

一是项目组成员与教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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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项目组专家与教师在备课研讨中的对话

动性问题的认识，并由教师

在深化认识的过程中，不断优

化问题设计。

二是优化教学设计。按照

“知识线索、学生认识发展线

索、问题线索、活动线索、情

境素材线索、教师讲解线索”，

专家与教师共同进行系统的教

学设计。表3所示为《分子》一

课的6条线索。

知识线索和学生认识发

展线索的梳理是教学设计的基

础，它们决定了教学设计的基

本结构。确定知识线索的关键

是确定核心知识及其认识发展

功能，梳理知识间的逻辑关

系，同时要兼顾学生的认识

发展需要。确定学生认识发展

线索要以实现核心知识的认识

通 过 追 问 引 发 教 师

对 自 己 教 学 的 深 入

思考，进而不断优化

教学设计

发展功能为目标，关注学生

原有认识、判断学生认识发

展障碍点、确定学生认识转变

的路径。

问题线索、活动线索、

情境素材线索的设计是教学

设计的主体。教师要依据学

生认识发展线索，设计认识

发展路径中每个关键点所对

应的学生活动，再依据活动

类型设计相应的问题，并选

择合适的情境素材作为问题

情境或为学生解决问题提供

所需的支持或证据。

教师讲解线索是保证核

心活动质量、实现学生认识

发展目标的保障。教师要依

据核心活动所对应的认识发展

目标和认识发展障碍点，决定

专家：在第一个环节，你直接给出分子

概念，然后用概念去解释事实；而第二

个环节是先摆出事实，在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建构新的理解。比较一

下这两个环节，你认为哪一个更具有教

学功能？

教师：我觉得是第二种。

专家：第二个环节的驱动性问题是什

么？

教师：无色的氧气变成淡蓝色的液氧，

那么淡蓝色的液氧是由什么构成的？

专家：这个问题有驱动性吗？

教师：更具有驱动性的应该是学生回答

后的追问：看起来就是说这么不一样的

物质，凭什么说它都是由氧分子构成

的？

专家：第二个环节你想让学生建构的核

心认识是什么？

教师：是关于物理变化的微观认识。

专家：好。你的问题情境涉及氧气和液

氧，是三态变化的情境，是对着你的核

心理解和核心认识的。你想让学生认识

到，在物理变化中分子的种类没有改变，

只是分子的间隔发生变化了，应该怎么

问才能引导学生说出来？刚才，你就直

接问学生液氧是由什么构成的。在问这

个问题之前，你认为学生会想什么？怎

么去问这个问题？

教师：我问学生，在这个变化过程中，

它变的是什么，没变的是什么？

专家：应该说这个问题才是问题的本质，

比刚才那个问题要好。但是也还是有点

推着学生在走。其实要回到最开始，问

学生：看见这个情境，请描述这个过程，

分析和说明这个变化。这个问题才是驱

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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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为学生提供哪些支

持和帮助，在活动后如何进

行概括、提炼。

这一环节可以帮助教师深

化其对促进学生认识发展教学

理论的理解，建立理论与具体

教学的关联，明确基于促进学

生认识发展教学理论进行教学

设计的思路和方法，改变教师

教学设计的习惯。

基于“临床会诊”的教
学实践

教学“临床会诊”是高

端备课项目进行教学改进所依

据的主要方法之一。其主要途

径是课堂观察和学生访谈。因

此，教师的课堂教学实施和实

施后的学生访谈是本环节的核

心要素。教学阶段的基本流程

包括试讲——学生访谈——教

学改进——正式讲——学生访

谈——教师访谈等。

在教师教学过程中，项目

组不仅关注教师的教学行为，

包括教师提出的问题、与学生

的对话讨论、对学生的问题解

决指导、关键问题的讲解提炼

等，还关注学生在学习活动中

的表现，如小组内讨论的内容、

回答问题情况等。专家根据学

生在学习活动中的表现，对教

学效果进行初步诊断，并初步

确定教学改进点。

课后，专家通常会对6名

学生进行访谈，要求参加访谈

的学生要合理分布。通过学生

访谈，可以了解教学目标，特别

是学生认识发展目标的达成度。

例如，“物质的分类”教学的认

识发展目标是“学生能够对物质

进行分类，并基于类别通性认识

物质性质”。在学生访谈中，专

家会请学生预测二氧化硫的性

质，并要求学生说出预测依据。

如果学生的回答是“二氧化硫

与二氧化碳相似，所以能与水

反应……”则表明学生依旧通

过物质类比认识陌生物质性

质，本节课的认识发展目标并

未实现。在访谈过程中，专家

通常会首先提出一个开放性问

题，在学生回答的过程中，通

过不断追问，对学生的认识发

展情况进行诊断，并在此基础

上验证或修正课堂观察结果，

找准教学改进点。

大量实践表明，学生在

访谈中的表现对授课教师是最

知识
线索

学生认识发展线索 问题线索 活动线索 情境素材线索 教师讲解线索

分子
概念

基 于 分 子 认 识 物
质、物质性质（建立
分子与物质、物质
化学性质的关联）。

这两瓶无色无味的气
体，是不是同一种物
质，为什么？

通过师生对话建
立分子与物质的
对应关系。

实物 ：两瓶无色
无味气体（氧气
和二氧化碳）。

分子种类决定物质
种类，分子是保持
物质化学性质的最
小粒子。

混合物
与纯净

物

基于分子认识物质
分 类，应 用“ 基 于
分子对物质性质的
认识”解决问题。

瓶 2 的气体和瓶 3 的
气体有什么不同？如
何用实验证明？

通过探究活动发
展对物质分类的
认识（从基于物
质到基于分子）。

实物：三瓶气体，
瓶 1 装 有 氧 气，
瓶 2 装有二氧化
碳，瓶 3 装有二
者混合后气体。

混合物 ：由不同种
分子构成 ；纯净物 ：
由同种分子构成 ；
纯净物混合成混合
物时分子种类不变，
因此混合物保持纯
净物的化学性质。

物理变
化与化
学变化

基于分子认识物质
变化。

在氧气变成液氧的过程
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请用微观图示表示。

通过“微观模拟”
活动发展对物质
变化的认识。

图片 ：氧气变成
液氧

物质变化与化学变
化的本质区别是分
子种类是否改变。

表3   知识线索和学生认识发展线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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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冲击力的。因此，授课教师

会应邀参加学生访谈。当学

生的表现与预期相符，甚至更

为优秀时，会坚定教师的教学

信念。当学生的表现与预期不

符时，教师会从心底真正认识

到自己教学存在的问题，愿意

跟专家共同进行教学反思。因

此，学生访谈促进了教师的教

学反思，帮助教师了解了进行

学生诊断的一种重要方法，并

提供了实施示范，对教师专业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学生访谈后，项目组专家

会基于教学诊断结果，从教学

设计和教学实施两个维度提出

教学改进意见。教学设计维度

主要包括问题和活动的设计、

情境素材的选择与使用两个方

面，教学实施主要针对一些教

学实施策略提出建议，有时也

会进行教学行为示范。

在正式讲后，专家会对参

与项目的教师进行访谈，一方

面请教师谈谈收获、说说变

化，在对话的过程中，帮助教

师从教学设计理念、对学科知

识本体的理解、对学习者分析

的变化、教学设计思路的转

变、有效的教学策略等角度进

行梳理，旨在促进教师对课例

研究与实践中的收获进行提

炼和反思，形成可供迁移的思

路、方法或策略，促进其专业

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教师访

谈也可以对项目实施过程中设

计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

和策略进行检验，发现不足，

及时改进。

寻求学生认知发展的
效果证据

测试和评价是高端备课

的重要环节，旨在为研究假设

获取证据、引导教师树立关注

学生发展和以学评教的意识、

帮助教师学习如何获取学生学

习和发展的证据，并促进教师

进行教学反思。测试的时间点

包括试讲前、试讲后和正式讲

后，测试对象包括实验班和对

比班两类。

项目指导小组依据对学

生核心化学认识和能力发展

预设、教学活动及策略设计意

图，设计教学实施前后测问

卷，并在教学前、试讲后、正

式讲后分别对实验班和对比班

学生进行问卷测查。表4中，

以“物质的分类”教学后部分

测试题目为例，展示了核心认

识发展目标（研究问题）与测

试题目间的关系。

通常，通过前后测和实验

班、对比班数据分析，可以对

教学效果进行评价，进而对教

学目标设定的合理性、教学活

动设计及实施策略的有效性进

行分析。对试讲后和正式讲后

测试数据的对比分析，有助于

提炼有效的教学设计和实施策

略。这一环节不仅保证了课例

研究的科学性，还为教师进行

基于定量的教学实证研究提供

了示范。

最后，学校教师通过进行

研究性说课、撰写教学反思和

研究论文等途径概括和固化教

学研究成果，提炼提升教学

设计与实施能力的有效策

略。专家团队从基于内容主题

的教学设计与实施、学生认识

发展研究、教学专业发展研究

等角度撰写研究报告，不断完

善促进学生认识发展的教学理

论，丰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的有效策略。这一环节对高

端备课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支瑶单位系北京市海淀

区教师进修学校，王磊单位

系北京师范大学化学教育研

究所) 

责任编辑   钱丽欣

核心认识发展目标 测试题目 测查点分析

基于类别认识物质
及物质性质

请你尽可能多地写出含有 Fe
元素的物质

能够基于类别认识
物质

请你预测 FeSO4 的化学性质
能否基于类别认识
物质性质

表4 “物质的分类”部分测试题目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