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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数学教学设计理论的应用现状研究 

——以网络展示的“第三届全国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大赛”获奖作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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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获奖作品中凸显的教学设计应用问题与数学教学论著作中的理论丰富性具有反向关系。“教

学过程服务教学目标实现”的应用最为薄弱，相应的教学过程结构设计的理论也较为薄弱。教学设计作品

的评委对高水平教学设计具有理论上的判断力，即支持“心理状态目标词与行为动词匹配说”，支持应用

三维目标，支持“情感目标 AB 模式例外说”。研究建议理论工作者特别应加强对基于教学目标实现的教学

过程结构设计理论研究，并将其转化为适合中小学教师操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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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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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inverse relationship existed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design and the theoretical 
richness of mathematical pedagogical works.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process serves teaching goal realization" 
is the weakest, and the corresponding theory of teaching process structure design is also weak. The judges of 
teaching design works have theoretical judgment on high-level teaching design, that is, they support the "matching 
of mental state target words and behavioral verbs",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goals, and the "AB 
pattern exception in emotional goal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edagogical researchers should study the design 
of teaching process structure based on the realiza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ransform it into a suitable strategy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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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应用”指

的是在一个情境或活动中使用规则、制度或技能；

教学设计理论的应用指的是中小学教师在制定教学

设计方案（简称教案）的时候以教学设计理论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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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或者其教案体现了教学设计理论。以教学目标

设计理论的应用为例，早在 2010 年，研究者指出，

教师在写三维教学目标时一团糟, 理不清楚[1]。这种

应用现状是否依旧存在？本研究以“第三届全国中

小学教师教学设计大赛”获奖作品中的数学教案为

分析对象，研究这些作品对教学设计理论应用的现

状。本研究认为，分析获奖作品中的应用现状可折

射教学设计理论应用的普适性情况，也可推测评委

的教学设计偏好，对规范教学设计，提高教师的教

学设计水平具有较高的价值。本研究先介绍数学课

程与教学论著作中的教学设计理论，接着介绍相关

背景和研究方法，呈现分析过程与结果，最后是总

结和建议。 
1 数学学科教学论著作中的教学设计理论 
囿于疫情管控无法借阅纸质书籍，本人在“超

星发现”网站以“数学”和“教学论”为题名检索

2000-2022 年期间出版的电子资源。由于教学设计能

力主要包括教学背景信息分析能力、教学目标制定

能力和教学过程设计能力[2]，本论文将从这三个维

度展开介绍和分析。限于笔者的学科背景，笔者的

分析主要是形式上的分析。 
1.1 教学设计的结构 
教学设计的结构或称为教学背景信息，只有一

般性的框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3][4]。曹一鸣和张生

春区分了四种教案格式。简案格式包括课题、教学

目标和教学过程，详案格式包括课题、教材分析、

学情分析、教学目标、课型与教法、教具、教学过

程、板书设计和课后记，公开课教案格式在详案格

式上增加了教学时间、教学地点、班级和执教人，

实习课教案格式类似详案格式，但是教学过程更详

尽，且应有时间分配和板书计划[4]。简案格式是必

要的部分，其他视情况而定[3]。 
刘慧玲和赖南燕提出的教案格式也很详细，共

10 大点 17 小点：①班级、学科名称和授课时间；

②课题名称或教学内容；③教学目标；④教学重点、

难点、关键点；⑤课型与课时；⑥教学方法；⑦教

具、学具及教学辅助媒体的准备；⑧教学过程及时

间分配；⑨板书设计⑩教后反思[5]，但是该格式中

不包括郭要红提及的设计理念、学情分析和教材分

析[3]。综合来看，教案格式应该包括教学目标、教

学要点（重点、难点、关键）、教学进程（教学过

程或教学流程）、板书设计和教学后记，其中教学

进程是主体部分，包括教学步骤、教学内容、教学

技能与教学手段、教学时间分配[6]。上述数学学科

的教学设计结构和语文学科的没有区别。换言之，

教学设计结构没有学科差异。 
1.2 教学目标 
所选数学教学论著作者均认为，教学目标是教

学设计的核心，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应围绕着教学目

标；教学目标的三个维度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对于布卢姆等课程论专家强调的，以可测量、

具体和明确的行为动词作为目标谓语的问题，著作

者可分成两种情况。第一，所选的著作均介绍了新

课程标准中行为动词表述问题[3][5][6]，例如，曹一鸣

和张生春建议仔细斟酌和适当选用表示定性意义的

“了解”“理解”“透彻理解”“初步掌握”“会”

“熟练掌握”等词[4]，郭要红指出，教学目标的陈

述方式和技术要恰当并且符合新课程的要求[3]。另

一种情况是，著作者在新课程“了解”“知道”“认

识”“理解”“掌握”等表示结果性目标的动词和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中的行为动词的使用之

间进行了匹配，例如，与“了解”相匹配的行为动

词是“说出、背诵、辨认、回忆、选出……”[6]，

举例说明用“了解”表述目标的模糊之处以及用具

体行为动词进行调整的方式[7]；本文称第一种情况

为“心理状态目标词行为说”，称第二种情况是“心

理状态目标词与行为动词匹配说”。 
赵瑾认为，行为主体+行为表现的形式（行为主

体学生，可省略）的表述格式不包括情感态度价值

观目标[7]，本文称之为“情感目标 AB 模式例外说”。 
1.3 教学过程的结构 
所选数学教学论著作者均认为，教学过程是教

案的主体，教学过程设计的依据是课堂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设计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郭要红介绍了我国数学教学课堂比较固定的新

旧“五环节”模式，旧模式由复习、导入、讲解、

巩固、小结等五个环节组成，是向学生有效传授知

识和技能的课堂教学环节；新模式由复习思考、创

设情境、探究新课、巩固反思和小结练习组成，体

现了新课程的理念[3]。刘慧玲和赖南燕认为，课型

不同，教学过程的结构也不同，他们书中的新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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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旧模式类似[5]，但增加了布置作业环节。新

旧模式对比显示，新模式增加了凸显学生“自主、

合作、探究”意义的用词，例如思考、情景、探究

和反思等。 
曹一鸣和张生春指出，教学设计要抓住数学教

学内容的呈现顺序，同时兼顾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

顺序[4]，换言之，教学设计结构包括教学步骤、教

师活动和学生活动等横向维度。在他们所举的表格

式的横向维度例子中，流程列是创设问题情景、学

生自主探究、师生辨析研讨、反思升华结论、定理

的理解和应用、练习、作业等流程的名称，教学过

程列呈现了教师的教学内容，设计意图列呈现了教

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理念[4]。 
上述分析显示，虽然著作者强调教学过程结构

是教学设计的主体，但是关于如何实现教学目标的

教学过程结构设计的理论，著作者的介绍非常少。 
2 展示的作品背景介绍 
2020 年，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优师云举

办了第三届全国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大赛，来自全

国 22 个省份 400 多所学校、600 多位教师提交了相

关作品参赛，组委会按照幼小组（幼儿园和小学）

和中学组（职校、初中和高中）两个学段，筛选 70%
的作品进入二审，再从二审作品中筛选 30%的作品

进入最终评审，最终由国家级评估专家在幼小组和

中学组各评出一等奖 5 人，二等奖 10 人，三等奖

20 人，所有获奖作品在优师云网站展示。除优秀奖

外，获奖的数学教学设计共 5 个，幼小组两个三等

奖，笔者只分析了名单中的第一个三等奖作品。 
3 分析结果 
3.1 幼小组二等奖《倒数的认识》 
该教学设计链接网址是 

https://ke.youshiyun.com.cn/course/225804/task/14536
4/show，网址展示了设计教师的教学设计、说课稿、

教学视频、课件、教师所在教研组的评课稿和案例。

本研究分析的是教学设计文本。 
（1）教学设计结构 
该教案中的“《倒数》教学设计，亳州市谯城

区估依小学王本志，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

第一课时的内容”包括了详细的课题信息（执教教

师、课题名称、教学内容、执教年级、教材、课时

等），接着是教材分析、学生分析、教学目标、教

学重点、教学难点、教学过程、板书设计和教学反

思等要素。除了“教具”“课型”“教法”，该结

构包括曹一鸣和张生春所言“详案格式”的所有要

素（课题、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课型

与教法、教具、教学过程、板书设计和课后记）[4]。 
（2）教学目标 
王老师的作品没有应用新课程三维目标名称。

该作品包括三条教学目标（1.在计算、比较、观察

中，发现倒数的特征并理解倒数的意义；2.掌握求

一个数的倒数的方法；3.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

独立学习的能力和习惯），从其内容来看分别是知

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目标，但该教师并没有对目标进行三维命名。 
本作品对目标表述设计理论的应用属于“心理

状态目标词行为说”，因为目标表述没有采用行为

动词，“理解”和“掌握”心理状态目标词符合新

课程标准的提法，但是设计教师没有为其提供更具

有操作性、可测量、具体和明确的行为动词，例如

“说出、背诵、辨认、回忆、选出……”[6]，与课

程论专家的提倡相违背。 
目标中的“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和习惯”不

符合目标主语应为学生的普遍规范，其应用属于“情

感目标 AB 模式例外说”，即行为主体+行为表现的

形式（行为主体学生，可省略）的表述格式不包括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7]。 
（3）教学过程 
展示作品基本符合教学环节的理论。教学过程

包括四大环节，“一、创设情景，引入新课”“二、

合作交流，探究新知”“三、及时练习，巩固新知”

“四、轻松娱乐，总结反思”，与著者提及的旧新

授课环节“复习、导入、讲解、巩固、小结”和新

新授课环节“复习思考、创设情境、探究新课、巩

固反思和小结练习”[3]差异不大，设计教师增加了

学生的学习活动，例如“合作、探究、练习”等，

但基本可归纳为情境导入、新授、巩固和总结四个

环节。 
展示作品没有应用著者所言的“教学过程服务

教学目标实现”的理论。展示作品中的教学过程内

容丰富，“二、合作交流，探究新知”包括七个小

环节，“三、及时练习，巩固新知”呈现了 9 道题

目，但是设计教师在反思练习效果不好的原因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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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于教学目标对这些教学过程结构的设计进行反

思，换言之，设计教师没有反思这些教学内容与教

学目标的关系问题。 
3.2 幼小组三等奖《探索图形》 
教学设计链接网址是 

https://ke.youshiyun.com.cn/my/course/225767，网址

展示了设计教师的教案、PPT、教学设计和教学反

思，本研究分析的是教案。 
（1）教学设计结构 
按照顺序，设计教师的教案包括课题名称、教

学内容、课型和课时、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

难点、教学设想、板书设计、教学过程结构（教学

程序、教师活动、学生活动），没有包括执教教师、

教材分析、学生分析和教学反思。该设计作品以表

格的形式呈现，因此读者对教学过程部分的横向结

构（教学程序、教师活动、学生活动），一目了然，

显示了教学过程结构之间的关系。 
（2）教学目标 
设计教师的作品没有应用新课程三维目标名称。

从目标内容上看可基本判断三个目标与三维目标的

对应关系。例如“3.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数

学的有趣，激发主动探索、用于实践的精神，增强

团队合作意识和学好数学的信心”对应的是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目标。 
目标的表述没有采用行为动词，“加深认识和

理解”“体会”等都是表述心理状态的动词；没有

遵守学生为教学目标主语的基本规范；对目标表述

设计理论的应用属于“心理状态目标词行为说”和

“情感目标 AB 模式例外说”。 
另外，设计教师的目标内容脱离了课题和教学

内容，没有体现与“探索图形”直接相关的内容，

例如教学目标“进一步加深对正方体特征的认识和

理解”没有明确正方体的什么特征。 
（3）教学过程 
展示作品基本符合教学环节的理论。作品的教

学过程包括四大环节，“一、回顾旧知，激趣导入”

“二、探究规律，经历过程”“三、应用规律，巩

固理解”“四、课堂总结，积累经验”。与《倒数

的认识》一样，该作品与著者提及的新旧环节差异

不大，设计教师也增加了学生的学习活动，例如“经

历、应用、探究”等，但基本可归纳为导入、新授、

巩固和总结四个环节。 
展示作品没有应用著者所言的“教学过程服务

教学目标实现”的理论。从过程的名称来看，设计

教师的命名比较随意。例如，在“三、应用规律，

巩固理解”中，应用规律的认知层次高于巩固理解，

应该先巩固理解，然后再应用规律；在“二、探究

规律，经历过程”中，“探究规律”和“经历过程”

也似乎存在逻辑上和时间上的错序。设计教师没有

考虑到教学过程是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一体化的学

生认知发展的过程。 
3.3 中学组一等奖《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 
教学设计的链接网址是 

https://ke.youshiyun.com.cn/course/224389/task/13916
8/show，网址展示了设计教师的教学设计和对应教

学设计的课堂教学视频。 
（1）教学设计结构 
该教案以段落和表格的方式呈现，基本信息和

教学过程是表格的形式，教学目标、重难点和教学

意图是段落式。 
按照顺序，苏老师的教学设计包括课题名称、

授课教师、基本信息（教材、章节、课时和年级）、

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教学方法、设计

意图、教学过程和板书设计。该教案缺乏了教学准

备、教材分析、学情分析和教学反思。 
（2）教学目标 
展示作品应用了新课程三维目标；目标表述设

计属于第二层次应用，即“心理状态目标词与行为

动词匹配说”，设计教师用具体的行为动词（“运

用”和“判定”）明确了“理解”的含义[6][7]，例如，

“理解并掌握两条直线平行与垂直的条件，会运用

条件判定两条直线是否平行或垂直”；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目标应用属于“情感目标 AB 模式例外说”。 
（3）教学过程 
展示作品没有应用著者所言的“教学过程服务

教学目标实现”的理论。设计意图指向教师的教学

意图和学生的学习活动，没有指向教学目标的达成。

教学环节的命名和教学内容高度相符合。教学过程

的五大环节，“一、温故知新”“二、问题探究”

“三、典例剖析”“四、练习提升”和“五、课堂

小结”，基本可归为（复习）导入、新授、（典例

剖析）应用、巩固和总结四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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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学组二等奖《反比例函数》 
教学设计链接网址是 

https://ke.youshiyun.com.cn/course/221953/task/13288
7/show，网址展示了教学设计、对应教学设计的课

堂教学视频和教学 PPT，本研究分析的是教学设计。 
（1）教学设计结构 
该教案以表格和表格嵌套段落的方式呈现，教

学过程嵌套在方框中。按照顺序，展示的教学设计

包括课题名称、授课教师、教师单位、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教材分析、学情分析、重难点、教学资

源和教学过程，要件比较齐全。 
（2）教学目标 
设计教师的作品仅有两条教学目标（1.理解反

比例函数的概念；2.能够根据已知条件，确定反比

例函数的解析式），没有应用新课程三维目标名称，

对目标表述设计理论的应用属于“心理状态目标词

行为说”。 
（3）教学过程 
展示作品没有应用著者所言的“教学过程服务

教学目标实现”的理论。作品共十个纵向环节，三

个横向维度（教学环节、师生活动和设计意图），

设计意图没有指向教学目标，教师对环节的命名比

较随意，各环节的前后顺序也不尽合理，环节数量

多也难以在一节课中完成，与著作者所言的新旧环

节差异较大。“一、联系生活，再现旧知；二、创

设情景，引入新知”可视为“复习、导入”环节；

“三、归纳概括，建立模型四、概念辨析，体会应

用；五、分析例题，培养能力”可视为“新授”环

节，但是三、四、五步骤之间的关系令人迷惑；同

样令人迷惑的是小结和布置作业环节之后再呈现的

“八、目标检测，落实新知；九、知识展望，加强

联系”。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将目标应用分为四种情况：①“心理状

态目标词行为说”；②“心理状态目标词与行为动

词匹配说”；③“情感目标 AB 模式例外说”和④

应用三维目标。四个展示作品均符合③，一等奖作

品符合②和④，其他三个展示作品属于①。展示作

品均不符合目标表述的课程理论，但是一等奖作品

符合本研究所选择的数学教学论著作中的教学目标

表述设计理论，也可推测这是评委对教学目标设计

理论的倾向。 
在“教学过程服务教学目标实现”的理论应用

方面，四个案例均在表述上不明显。虽然中学组一

等奖和二等奖在教学过程结构部分有“设计意图”

维度，但指向的是教师的教学理念，而非教学目标

的实现；其他两个展示作品的教学过程命名和设计

比较随意。著作本身也缺乏基于教学目标实现的教

学过程结构设计理论。 
教学设计结构（教案的内容）没有统一的标准，

所有展示作品基本符合详案格式要求，课题信息（名

称、年级、课型和课时）、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是

必备要素，教学设计要素更丰富的作品，其获奖等

级在同等条件下相对更有获奖优势。 
4.2 建议 
展示作品中凸显的教学设计问题与数学教学论

著作中的理论丰富性具有反向关系。本研究对数学

教学论研究者的建议如下： 
第一，加大对基于教学目标实现的教学过程结

构设计理论研究。所选著作均认为教学过程是教学

设计的主体，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实现，但是这方面

的具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较少，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教学设计应以表格的形式呈现，特别是

教学过程结构设计部分，至少应设计“教学环节”

“教师（师生）活动”和“教学意图”或“设计意

图”三列，明确要求“意图”列写出“为了实现知

识与技能目标”等内容，而非现在的教师教学理念、

教师的教学意图或学生的活动。 
第三，数学教学论著中的教学设计理论应与所

呈现的案例相一致。例如，主张“心理状态目标词

与行为动词匹配说”的著者，案例中的教学目标不

能仅使用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例如了解和掌握等，

教师由此从中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设计原

则，尊重教学设计理论。 
5 结语 
本研究以数学教学设计获奖展示作品中的教学

设计结构、教学目标表述和教学过程结构为分析维

度，发现获奖教师对三维目标的混淆和模糊认识依

旧存在，可推测教师日常教学设计也存在此类问题，

也可推测评委对高水平教学设计具有理论上的判断

力，其对不符合课程论理论的作品评价反映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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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现象的普遍性和不得已的“认可”。 
本研究表明，作品对教学设计理论的应用和理

论本身的丰富性具有密切关系，建议理论界加强对

教学过程结构设计的研究。作品显示，中小学教师

接受了新课程理念，使用了与“自主、合作、探究”

和建构主义理论相关的词语，但是在教学设计操作

上还是教师中心，对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心理规律和

特点考虑不多，这与理论界研究的丰富性和可操作

性转化有密切的关系，由此，理论指导实践是理论

与实践关系的本质特征。 
本研究分析的样本数量较少，但其随机性突出

了其代表性。结论具有可靠性，值得理论界思考。

另外，本研究所分析的部分教学设计文本配备了对

应的教学视频，评委对教学设计文本获奖等级的评

定或许受到教学视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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