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人口的增长、迁移与合理容量

第一节 人口增长的模式及地区分布
裴红利\北京市海淀区北医附中

[探索]1
比较有何不同



思考：

1、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和新疆（河南）人口增长的特点有何不同？
2、比较二者人口增长的差异，并分析原因。
[探索]2



思考：

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北京人口增长的特点有何不同？
2、比较二者人口增长的差异，并分析原因

[探索]3
金砖之国人口有何不同

材料一、2012、3、29中央电视台播出九集大型纪录片《金砖之国》对以金砖四国“中国、
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市场的发展之路，研究新兴市场带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

巨变。 并首次以电视形式全面、系统、深入地用纪实为主的拍摄手段，向世界展示中国的

独特理解。

材料二



思考：

1、图中曲线以及曲线之间的差值反应了人口变化的哪些信息？
2、比较金砖国家人口增长差异， 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案例研究 北京人口变化模式

根据北京 1949-2010年的人口发展数据，编绘的人口变化曲线图如下

从北京人口变动曲线图上可以看出，北京 1949年以来的人口转变可分为 5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 1960年——人口高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

基本上高于 30‰，1957年的出生率达到 42.10‰，死亡率则有较高水平下降到 8‰左右，自
然增长率一直高于 21‰，人口高速增长。

第二阶段：1961年至 1970年——人口减速增长阶段，出生率持续下降，虽然在 1963
年出生率达到最高点 43.41‰，但已降到 20‰以下，死亡率稳定在 10‰以下，自然增长率
最低达 12‰，人口的增长速度减慢。

第三阶段：1971年至 1978年——人口缓慢增长阶段，死亡率稳定在 7‰以下，出生率
持续下降，1976年出生率降到 9.06‰，自然增长率也达到了最低点 2.53‰，人口增长缓
慢。

第四阶段：1979年至 1990年——人口波动增长阶段。死亡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而出生
率则有三次较大的波动，1982年、1987年和 1989年的出生率分别为 14.36‰、11.89‰和
13.13‰，因此人口呈波动增长。

第五阶段：1991年至 2010年——人口负增长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稳定在较低水平，
死亡率稳定在 5‰左右，出生率持续下降，2003年出生率达到最低点 5.06‰，1998年和 2003
年人口出现负增长，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07‰，人口出现负增长。

从以上情况可见，北京人口死亡率一直在持续的稳定下降，从 1954开始便下降到 10‰
以下，1971年以后死亡率稳定在 7‰以下。北京的死亡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死亡率并非
人口模式成型的关键。因此出生率的波动是导致人口变化的直接因素。北京出生率的变化一

方面是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更重要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80年代的三次增长
高峰是 60年代人口高出生带来的滞后影响（这一时代出生的人进入生育年龄）。2003年出
现的人口负增长，主要与“非典”有很大关系。进入 21世纪，尽管本地人口自然增长率显
著下降，由于外地移民持续进入，导致北京市人口已接近饱和。

思考：1、北京市人口变动图反映了北京市在不同时期人口的增长有何不同？
2、读北京市人口变动图，分析说明目前北京人口增长模式已进入“三低”模式，并解释原



因。

教学建议

教学建议 1：解读课标与教材。

1、课标要求：分析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地区分布。

本条“标准”的具体含义如下：

A、 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人口增长模式

B、 让学生学会将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进行比较

C、 让学生会分析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在世界上是怎样分布的。

D、 让学生理解不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对人口增长模式分布的影响

人口增长模式又称人口再生产类型，它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

然增长率随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的规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人口增长处于不同的阶

段，体现了人口增长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

增长率转变的过程。当学生在分析某一个增长模式的特点时，必然涉及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

而这些影响因素的现状不同，又一定会与区域发展联系起来，实际上不同增长模式的分布，

反映的就是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分布。

本“课标”没有要求学生记忆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特别强调“分析”，归纳不同模式

特点和分布要建立的学生实际与课标要求的通路是：对相关的统计资料、表格、统计图和地

图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判断.所以教师教学的重点应该是可以先为学生提供一些人口数据，

引导学生通过图表得出人口增长模式，再使用学生自己“建立”的人口模式分析其特点，帮

助学生理解每种人口增长模式的意义。

2、教材编排与特色

教材构建“双系列”呈现方式，贯穿探究性学习的观念和方法，将“重视对地理问题的

探究，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开展地理观测、地理考察、地理试验、地理调

查和地理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的理念落在实处，设计“双系列”的体系，也就是在设计正

文系列内容的同时，设计了一个探究系列，形成一个两者有机结合的“双系列”特色。将研

究式学习的观念和方法贯彻教材始终，使教学过程成为探究过程；同时也培养学生能力，养

成正确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过程。

教材编排特色

↙ ↘

正文系列 探究系列

学习指南、正文、阅读材料、复习题 章前课题、节前探索、节后案例研究

教学建议 2：探究系列

探索系列包括单元开始设计的“课题”、每节前的“探索”和每节最后的“案例研究”

等。

1、“课题”《调查家族人口的增长和迁移》。

课题中包括该课题的目标、课题准备、检查进度和总结 4个标题。在课题中介绍了达到

课题目标的步骤和方法。本课题旨在让学生通过调查本家族人口增长和迁移的情况，了解人

口增长的特点，以及人口迁移的原因、人口增长和迁移对环境的影响，培养学生调查研究、

收集资料、完成统计图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代 称谓 出生地 居住地 本代人数 受教育程度 生活水平



第一代 曾祖父

第二代 祖父

第三代 父亲

第四代 本人

首先在课前完成问卷调查，可根据调查的结果绘制家族每代人口总数的统计图表（柱状图即

可）然后分析原因。

2、“探索”《比比有何不同》

“探索”的设计，突出探究性，使用图表引入的探索，可以以学生观察地理图表、探索

地理问题为主，教师提示，调动相关的地理知识分析、探究解决问题为辅。

“探索”活动旨在比较区域间的人口增长变动特点的差异，并使学生学会分析导致这种

差异的原因。首先指导学生读懂图表，程序是：①认清图名。②明确纵横坐标分别表示的要

素。③根据折线的走向分析欧洲与中国人口增长的变化趋势有何不同。④让学生在“地理 1”

中已掌握的读图技能基础上继续学习阅读折线图的方法。其次是明确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

率、死亡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人口的变动主要是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结果。然

后再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分析。

3、“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主要是针对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地理问题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关注

加速增长 负增长 高速增长 减速增长 波动增长 低速增长

“大跃进”政策失

误和自然灾害

影响



变缓

生活中的地理想象和地理问题，旨在培养收集和处理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交流与合作的

能力，体现了课改中大力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等 3种学习方式。每个案例研究都是正文

系统外另一完整的实例分析，是对正文内容的应用、深化和补充。

通过分析中国不同阶段人口增长特点，理解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人

口增长的特点的不同，进一步巩固对课标的要求。

根据图表明确中国人口增长具有阶段性，

1。我国 1949 年以来的人口转变过程可分为六个阶段，分析各阶段人口增长特点和成因。

2.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因素有哪些？导致我国人口变化的直接因素是 率的波动。

3.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始于哪年？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

么？

4.比较 20 世纪 60 年代和 20 世纪 80 年代人口增长的特点，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人口数量

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

5.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现两次小的人口增长高峰的原因是什么？

6.中国目前属于哪一种人口增长模式？

7.中国人口增长现状的问题有哪些？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也可以北京为例来分析各阶段的人口增长特点和成因。

教学建议 3： 正文系列

在 每节 的 探索活动下面，设

计有小栏目“学习指南”，它主要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它提示了本节的重点，并对学生的学

习方法做出提示。

学习指南

◆世界人口的增长有规律吗？

◆人口增长模式有哪些？

◆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是怎样分布的？

指示 人口的自然变动是由人口自然增长率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即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

率之差。对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不死记硬背，更重点理解它们的含意。

这就为本节课打下了基调。

正文 1世界人口增长

通过图表分析，引导学生归纳世界人口增长时间上的差异



工业革命

二战结束

增长速

度较快

快速增长

低水平

缓慢增

长

引导学生按照下面的思考题阅读“世界人口增长”图

1）这张图直观反映了人口增长的什么特征？

2）持续性特点是怎么表现的？阶段性的特点又是怎么表现的？

3）折点出现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4）各历史时期人口增长速率有何特点？

5）简单分析人口增长快慢的原因？

通过问题连来学习世界人口增长的历史过程，认识人口增长的阶段性和持续性特点。近

百年来全球人口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同时提醒学生注意当

人口大幅度明显增加时，并不意味着自然增长率的持续升高。实际上除了自然增长率影响人

口增幅外，还有人口基数，所以人口增长幅度不是永远与自然增长率成简单的正相关。我们

把客观数据还原到历史进程，是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数据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

正文 2人口增长模式

1、“阅读”栏目是对正文的补充和延伸，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中的知识点。

⑴

通过图

表分析，引导学生归纳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

引导学生从两线一面图 中找出显性信息。

明确横、纵坐标、不同颜色曲线所代表的含义；比较各阶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

增长率的高低；概括人口增长模式的含义（指标）及类型。

1）图中曲线以及曲线之间的差值反应了人口变化的哪些信息？

2）图中三种人口增长模式的特征是什么？

3）随着时间的推移，图中人口增长模式是怎样转变的？

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转变？

通过问题链来理解世界人口增长打破“高位静止”均衡，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是从死亡



率下降开始的，生长率的下降则使这种迅速增长的势头得以遏制，最后实现死亡率和出生率

在“低位”的均衡。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特点及各种模式之间差别，这是判断人口增长模式

的关键。

⑵人口金字塔图

引导学生从图中找出显性信息。帮助学生在两图之间建立联系，培养“图—图转换”能力。

1）比较图中金字塔图的差异，并总结其各自的特征？

2）人口金字塔图和人口增长模式之间有怎样的对应关系？

3）参照人口模式图，分析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

⑶芬兰人口变动图

引导学生从图中找出显性信息。帮助学生在三图之间建立联系，培养“图—图转换”能力。

芬兰的人口变动和人口增长模式、人口金字塔图之间有怎样的对应关系？

理解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人口增长的特点的不同，芬兰的人口变动很好的反映了人口增长

的三种模式四个阶段，进一步巩固对课标的要求。

2、人口增长模式正文

正文是各节内容的主体，它表述了地理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

这部分内容讲述了人口增长模式各个阶段的特点和原因的基本知识。

引导学生思考

1）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的结果，死亡率和出生率为什么会变化？

2）影响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的因素有哪些？

3）读正文归纳人口增长模式各个阶段的特点、原因和地区分布（提供表格，由学生归

纳完成）

特征 原因 分布

高 高

低 模

式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

自然增长率低。人口增长缓

慢。---原始低增长阶段

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疾病和战乱频繁

使死亡率较高；另一方面是生产力水

平低下、人口营养不足，医疗卫生条

件落后。

极少数落后

原始群体



过 渡

模式

维持高出生率、死亡率急剧

下降，自然增长率加大，人

口增长加快。-高增长阶段

工业革命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粮

食供应和营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

件改善，使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仍

维持较高水平。

广大发展

中国家

出生率较快下降，死亡率

缓慢下降，两者差距逐渐减

小，自然增长率下降，人口

增长减慢。---增长下降阶

段

生产力不断提高,家庭愿意抚养儿

童数量减少;社会保险和福利事业的

发展,促使出生率下降.

有些发展

中国家

三 低

模式

出生率进一步减低，与死

亡率差距缩小，自然增长率

很低，人口出现零或负增

长。---低增长阶段

生产力不断提高，生活观念的变革；

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青年人选择

晚婚晚育小家庭或不生育，使出生率

不断下降.

发达国家

粮食供给、医疗卫生条件、节育措施、生育观念等都会对出生率和死亡率产生影响。生

产力的发展对死亡率的作用是直接的，这也是人口增长模式首先从死亡率下降开始的基本

原因。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人口增长模式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人们价值观的转

变、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事业的发展等社会原因也会促使出生率降低。

正文 3人口增长的地区差异

1、表格处理

由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人口增长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0 世纪以来，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引导学生思考

（1）从 1750～1940 年，世界发达与不发达两类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的变化有什么特点？主要

原因是什么？

（2）两类地区“三率”的变化有什么区别？为什么？

2 世界各洲人口增长及 2006 年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1）目前哪个大洲的人口最多，哪个大洲的人口最少？

（2）从 1900 年以来，哪个大洲的人口增加得最多/少？

（3）从 1900 年以来，哪个大洲的人口增长得最快/慢？

（4）1900～1950 年人口增长得最快/慢的大洲是哪个？

1950～2002 年人口增长得最快/慢的大洲是哪个？

（5）欧洲和北美洲在人口增长方面有什么异同，为什么？

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长，95%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3、世界人口增长地区差异

读图步骤：

了解坐标含义。下横轴表示死亡率，左纵轴表示出生率，右纵轴和上横轴表示自然

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按常规的直角坐标判读。读自然增长率时，画一条平行于图上虚线

的直线，此线与右纵轴、上横轴的交点就是自然增长率。

1）解释图中坐标的含义？（读图）

2）将图中 1950 年到 1995 年，世界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画在直角坐标系

中，画成折线图? （画图）

3）比较发展中国家地区及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增长特征差异？ （对比）

4）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分析）

5）总结三种人口增长模式的地区差异？（总结）

引导学生从图和表中获得信息，发达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增长模式由“高高低”模

式向“三低”模式转变，1930—1940 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模式为 “三低”模式。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非洲仍保持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模式，拉丁美洲和亚洲则表

现为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稳定增长的模式。1990—1995 年拉丁美洲人口模式转变为

发达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模式。进一步理解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人

口增长的特点的不同，加深对课标的理解。

教学建议 4

拓展延伸——探讨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和解决措施

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两类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有什么不

同？有什么解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