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课内容



课标要求：

分析农业区位因素 

分  析：

       在课堂教学中落实这一课标要求，既包括
引导学生能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这两大
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又包括能引导其学会结
合具体案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分析农业
区位条件和主导因素 。



       初中地理教材中已经初步介绍了农业的分
类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观点等。

       高中地理必修第1册中《自然条件对聚落及
交通线路的影响》这一节已经初步涉及到区位的
概念。 

       本节教学内容即建立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
深入理解影响“农业区位因素”并学会分析农业
区位条件，为接下来学习主要农业地域类型，以
及分析人类其他活动的区位选择，如工业区位选
择等，打下基础。 

教材分析



学情分析

认知特点：
    青少年学生喜欢思考，乐于接受感兴趣
的知识，也乐于探究问题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初步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

知识储备：
    学生通过对初中地理和高一必修第1册
相关知识的学习，已经初步了解农业和区位
的概念，但还需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解。



学习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能分析农业
区位因素包括自
然因素和社会经
济因素，并能结
合具体案例分析
农业区位条件。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分组
合作，结合天
津蓟县的农业
活动案例，使
学生体验自主
探究的过程，
并训练获取和
解读地理信息
的能力。

    在案例探究过
程中，激发学生研
究地理问题的兴趣
与积极性，培养科
学严谨的态度和勇
于创新的精神，并
增强关注家乡、热
爱家乡的情感 。



教学难点：

2.理解影响农业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经常变化的，
而自然条件可以被适度改造；

3.理解主导因素及其对农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1.理解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区位条件的关系；

分析影响农业区位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

教学重点：



教学方式与学习方法

            教师利用多媒体课件和学案，创设教学情
境，引导学生分组，充分调动其积极性，进行
自主探究学习。



明确概念，承前启后

概念
引入

创设
情境

分组
探究

总结
提升

精选案例，资料详实

学生为主体，生生互动

师生互动，落实教学目标

教学思路



  教师组织发放学案材料和象形卡片； 

学生领取学案材料，3种象形卡片各1张。

课前发放材料



导入新课



引入概念



引入概念



农业： 人类利用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来获得产品的物质
生产活动。

设计意图

  拉近课堂与生活的距离，营造亲切而生动的课堂氛围。 

   从理解概念入手，承前启后。 



创设情境



创设情境



创设情境



创设情境

       选取乡土地理中的鲜活案例，将教材内容与学生
生活和社会发展相联系，在利于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
同时，也利于落实本节课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创设情境

       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并引导学生熟悉并进入情境。 



创设情境

       学生自主阅读学案材料，并从材料中发掘有用信息，
充分熟悉相关情境和学案内容。  

       这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能为接下来学生自主探究
活动的开展打好基础。  

       教师观察学生的自主阅读情况，并适时地对有疑问
的学生加以针对性指导。  



创设情境

       学生根据对教学情境和学案材料的了解，
作出判断，选择保留某一卡片，自动分为三组，
并相应扮演教学情境中村民请来的专家。 

教师指导学生利用象形卡片分组。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利于学生对教学情境的主
动参与和有效参与；也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学生探究一

       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学案材料，并训练其调动和
运用地理信息的能力。 



学生探究一

       三组学生分别进行讨论探究，推选本组代表归纳讨
论结果，并将其记录在象形卡片上，形成本组观点。 

       生生互动，自主探究的过程，利于提高学生的发散性
思维和小组合作能力。 

       教师观察各组讨论状况，并可以适时地参与这一探
究过程。 

       使教师了解学生探究活动的进行情况，并利于教
师完成对学生课堂学习的过程性评价。 



学生探究一

模拟土地竞租大会议程一：各组阐述观点及理由。 



       三组学生代表分别通过实物投影仪或黑板，将本组

观点展示给全体学生，并加以说明。 

    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 

学生探究一



过程性总结

       教师根据各组展示的观点，对其在表达或用语中
出现的不足进行提问，引导学生加以规范。 

       各组学生通过回答教师的针对性提问，对本组观
点进行规范和补充说明。 

       师生互动，以加强探究成果的科学性，提高地理素
养，树立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 



过程性总结



      学生根据探究成果和教师提问，进行思考，并结合
教材，总结出“影响农业区位的因素” 。

过程性总结

       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将对
影响农业区位因素的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落实
教学重点内容。



过程性评价

 教师请同学标出本组观点中体现的农业区位因素。

       各组学生从探究成果中标出农业区位因素，
并理解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区位条件的关系。 

       这是进行教学反馈，引导学生运用教学重点内容的过
程，可以了解学生对教学重点内容的掌握情况，并突破教
学难点内容1。 



学生探究二

模拟土地竞租大会议程二：各组质询阶段。 



       学生根据学案材料，以各组为单位，思考
并回答其他组成员质询的问题。 

学生探究二

       训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
辑思维能力，并发展其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 



预  案

       葡萄生长的不同时期对水分要求不同，这说明降
水的时空变化很可能影响葡萄生长，如何避免这种情
况可能造成的损失？ 

    盘山柿子在蓟县种植广泛，这说明种植柿子有可
能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如何降低因为市场竞争
而可能造成的损失？

    菊花的生长适温为18—21℃，而本地区秋季均温
低于此标准，可能影响菊花生长，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可能造成的损失？



过程性总结

       刚才模拟的质询过程，说明有的农业区位条件是
可以被改造的。请说一说哪些条件可以被改造？ 

       该村这片土地原为种植西瓜为主，请思考该村村
委会为什么计划重新利用？ 

       学生以组为单位，结合前面各环节的探究学习，
思考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自然条件的改造和影响农
业区位的主导因素。 

  突破教学难点内容2、3。 



课堂总结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本节课的探究活动。要
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板书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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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①自然条件 
• ②政策 ①

我国近年“温室无土
栽培生产”得以推广 

②
我国农民在不同年
份扩大或缩小某种
农作物种植面积 

影响以下农业变化情况的主导因素分别是 (   ) 

DC

B

• ①技术 
• ②市场 

• ①市场 
• ②政策 

• ①政策 
• ②自然条件

D

教学反馈

       检验学生对本节课教学难点的学习情况，及时获取
教学反馈。 



    根据材料，结合本节课所学知识，
分析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大力发展花卉
产业（“彩色农业”）的区位条件。 

材料一：昆明市郊的晋宁县位于滇池南岸。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
过2万亩，花卉产业成为该县的一项重要支柱产业。当地人们形象
地称其为“彩色农业”。 

布置作业



材料三：云南省政府先后颁
布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花卉产业发展的意见》、
《关于加强花卉出口工作的
意见》。 

    根据材料，结合本节课所学知识，
分析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大力发展花卉
产业（“彩色农业”）的区位条件。 

材料四：晋宁县花卉生产涉
及8个乡（镇）81个村委会
284村民小组，种植农户8500
户，从业人员34000人。 

材料五：晋宁县花卉98%为
大棚设施栽培，且大多为
生产力高的钢架棚。 

材料六：晋宁县农业局1995年以
来共选送200多名农业科技人员到
市农校培训深造，更新知识；举
办各种花卉生产培训班180多期，
培训人员达1.5万人次。 

材料七：晋宁县花卉大量销往
粤港澳等地区。 

参考答案：
    自然条件：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无霜期长，世界上
主要的鲜花品种在这里都能实现周年规模化生产；光照充分
而且紫外线强度大、温差大，使很多花卉品种的栽培效果
好；降水充足，干湿季节分明，能满足大规模花卉种植需求。
       
    社会经济条件：当地政府的引导与扶持，鼓励花卉种
植；劳动力廉价而丰富；农业科技人员众多，大棚设施完善，
提供良好的技术条件；我国东部沿海及港澳地区花卉消费市
场巨大；接近云南省会昆明，可以利用昆明机场运输花卉产
品。 

       所选材料联系生活实际，实践性强，引导学生学以
致用。 





全体共用材料

小刘组所用材料

老赵组所用材料

小李组所用材料

天津市蓟县交通图；
西龙虎峪镇某村周边示意图；
该地区气候、土壤资料；
蓟县农业发展状况 。

柿子树生长条件；
蓟县柿子生产状况。

葡萄生长条件；
葡萄酒产业链结构图；
天津王朝酒业生产状况。

菊花生长条件；
菊花的用途；

蓟县地区菊花生产情况。

学案材料：

       所选材料丰富详实，以利于学生探究；通过文字、
数字和地理图表等形式呈现，既体现学科特色，又能训
练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 



全体共用材料

天津市蓟县交通图 

西龙虎峪镇某村周边示意图 

气
候
资
料 

     该处土壤主要为潮
褐土，水分状况较好，而
且坡度较缓，很少水土流
失，土壤肥力较高。 

    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以果品、蔬菜、畜禽、水产等主导
产业为重点。
    近年蓟县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全县共调减粮食
种植面积30.7万亩，用于发展瓜菜、果品、葡萄、苗木花卉
等经济作物，产品常年供应京津两大城市及周边地区。 



老赵组所用材料

柿子树：
    强阳性树种，耐寒。喜湿润，也耐干旱，能在
空气干燥而土壤较为潮湿的环境下生长。忌积水。
深根性，根系强大，吸水、吸肥力强，对土质要求
不高，无论山地、丘陵、平原；肥地、瘠地；粘土、
沙土均能得到相当产量。 

    盘山柿子是蓟县特产，种植广泛，驰名中外，
享有盛誉。 



小刘组所用材料

    天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
司为国内知名企业，现葡萄酒
生产能力为5万吨/年，为大力
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企
业计划于3年内将葡萄酒生产能
力提高到8万吨/年。 

葡萄：
    喜光植物。生长的不同时期对水分要求不同，在萌芽
期、幼果膨大期均要求有充足的水分供应，土壤含水量达
70%左右为宜，浆果成熟期前后土壤含水量达60%左右较好。
但雨量过多要注意及时排水，以免湿度过大影响浆果质量。



小李组所用材料

菊花：
    多年生草本植物。喜凉爽、较耐寒，生长适温
为18—21摄氏度，地下根茎耐旱，最忌积涝，喜地
势高、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疏松肥沃、排水良
好的土壤。

    头状花序可供药用，
是我国传统的常用中药材
之一。菊花茶品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喜爱。

    “建立菊花繁育基地，打
造蓟县农业特色。”
       ——摘自蓟县政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