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图版高中地理必修1教材分析 � 
与教学建议 � 

陈 �  � 红 �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 � 



主要内容 � 

 � 一、高中地理课程标准解读 � 

 � 二、高中地理必修1教材分析 � 

 � 三、高中地理必修1教学建议 � 



主要内容 � 

 � 一、高中地理课程标准解读 � 

 � 二、高中地理必修1教材分析 � 

 � 三、高中地理必修1教学建议 � 



Ø  � 凝练了学科核心素养 � 

Ø  � 更新了教学内容 � 

Ø  � 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 � 

Ø  � 增强了指导性 � 

创新点 



（一）高中地理课程基本理念 � 

Ø  培养学生必备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Ø  构建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为主导的地理课程 

Ø  创新培育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学习方式 

Ø  建立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学习评价体系 

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 1. � 培养学生必备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 

        通过高中地理学习，使学生强化人类与环境协调

发展的观念；提升地理学科方面的品格和关键能力；

具备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形成关注地方、国家和全

球地理问题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识。	�

	�





 � 2. � 构建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为主导的地理课程 � 

        围绕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构建科学合理、

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坚持基础性、多样性、选择性

并重，满足不同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精选利于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形成的课程内容，力求科学性、实践性、

时代性的统一，满足学生现在和未来学习、工作、生

活的需求。	�



减少必修课，增加选择性 

全修全考 � 

选修选考 � 

学而不考 � 

三类课程合理配置 



增加了地球科学相关内容、地理实践内容、国家发展战略内容、 
      有关海洋科学及权益内容、国家安全内容等 
 



 � 3. � 创新培育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学习方式 � 

        根据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形成过程的特点，

科学设计地理教学过程，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合作、

探究等学习方式，在自然、社会等真实情境中开展

丰富多样的地理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地理信息技术，

营造直观、实时、生动的地理教学环境。	�



 � 4. � 建立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学习评价体系 � 

        准确把握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水平划分，以

学业质量标准为依据，形成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的学习评价体系，科学测评学生的认

知水平，以及价值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

力等的水平，全面反映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

发展状况。	�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水平划分 

    地理核心素养等级的划分，主要考虑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情境”，“情境”的
设计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由简单到复杂，即由具有良好结构的情境到不良结构的情境。另
一个维度是“深广度”，“深广度”的设计从低水平到高水平，也由易到难，即由一项学
科表现到多项学科表现。这两个维度相辅相成，构成了不同的地理核心素养水平。对每一
个地理核心素养不同水平的描述，是对该素养学科表现的反映，不结合具体的地理课程内
容。为确定地理学业质量标准等级打下基础。 

四个等级划定标准 





（二）高中地理课程目标 � 

总目标 � 

通过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从地理教育

的角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地理环境
整体性 

地球表面
复杂性 



•  学生能够正确看待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 
•  学生能够形成从综合的视角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意识； 
•  学生能够形成从空间－区域的视角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

的意识； 
•  学生能够通过考察、实验、调查等方式获取地理信息，

探索和尝试解决实际问题，具备活动策划、实施等地理
行动能力。  

四个目标是一个
整体，不能割裂 

高中地理课程目标 � 



空间－区域 

•  如果说“空间”是一张网，“区域”或“地方” 
   就是其中的“节点”。 

•  空间是有序的，但是过于抽象，远离生活。 
•  地方是杂乱的，但是比较具体而贴近生活。 

——李秀彬 



地理1 

 

        本模块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地球科学基

础，自然地理实践，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

        本模块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地球科学知识，

理解一些自然地理现象的过程与原理，增强对生活

中的自然地理现象进行观察、识别、描述、解释、

欣赏的意识与能力，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观念。	�



                   【内容要求】 
 

1.1 运用资料，描述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说明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1.2 运用示意图，说明地球的圈层结构。 

1.3 运用地质年代表等资料，简要描述地球的演化过程。 

1.4 通过野外观察或运用视频、图像，识别3～4种地貌，描述其景观的主要特点。 

1.5 运用图表等资料，说明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层，及其与生产生活的联系。 

1.6 运用示意图等，说明大气受热过程与热力环流原理, 并解释相关现象。 

1.7 运用示意图，说明水循环的过程及其地理意义。 

1.8 运用图表等资料，说明海水性质和运动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1.9 通过野外观察或运用土壤标本，说明土壤的主要形成因素。 

1.10 通过野外观察或运用视频、图像，识别主要植被，说明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1.11 运用资料，说明常见自然灾害的成因，了解避灾、防灾的措施。 

1.12 通过探究有关自然地理问题，了解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学习哪些内容 



表达方式仍然延续原课标的表达方式，以表现标准
的方式呈现。 

【内容要求】 

运用资料，描述  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说明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

行为条件 行为动词 学习内容 



学习这个模块最提倡使用的教学方法，不面面俱到。 

 

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以什么线索组织教学； 

              二是提倡使用怎样的教学方法。 

【教学提示】 



             【教学提示】 
 

        以认识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为线索组织教学。充分利用地图、景观图像、地理视

频、虚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和周边自然与社会资源

支持教学。指导学生运用体验、观察、观测、实验、

野外考察等方式开展地理实践活动。帮助学生理解自

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辩证看待自然环境

对人类活动的各种影响。	�

用什么方法学习 



     学习这个模块之后，学生应该达到的、以落实

地理核心素养为宗旨的学业成就要求，充分体现课程

内容与核心素养的关系。 

【学业要求】 



              【学业要求】 
 

        学习本模块之后，学生能够运用地理信息技术或

其他地理工具，观察、识别、描述与地貌、大气、水、

土壤、植被等有关的自然现象；具备一定的运用考察、

实验、调查等方式进行科学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地理

实践力）。能够运用地球科学的基础知识，说明一些

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过程（综合思维）。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合理描述和解释特定区域的自然现象，

并说明其对人类的影响（区域认知、人地协调观）。	�

学习的结果怎样 



设计思路：继承与创新，鼓励教师尝试新颖的教学与评价方式（配合案例） 

 基于地理核心素养的教学与评价建议 

地理核心素养 

重视问题式教学 

加强地理实践 
 

深化信息技术应用 

开展思维结构评价 

关注表现性评价 



主要内容 � 

 � 一、高中地理课程标准解读 � 

 � 二、高中地理必修1教材分析 � 

 � 三、高中地理必修1教学建议 � 



中图版教材特色 � 

Ø  落实课标 

Ø  方便教学 

Ø  注重素养 



(一)落实课标：内容明确 

教材章节与内容标准对应： � 

•  章与模块包含的内容方面对应 � 

•  节与具体的标准对应 � 

•  落实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 � 



三方面内容：	�

	�

•  地球科学基础	�

•  自然地理实践	�

•  自然环境与人类	�

   活动的关系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共四章14节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1.1 运用资料，描述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说明太阳对 
    地球的影响。 
1.2 运用示意图，说明地球的圈层结构。 
1.3 运用地质年代表等资料，简要描述地球的演化过程。 



第二章  自然地理要素及现象 

1.4 通过野外观察或运用视频、图像，识别3～4种地貌，描述其景观的 
    主要特点。 
1.5 运用图表等资料，说明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层，及其与生产和生活 
    的联系。 
1.6 运用示意图等，说明大气受热过程与热力环流原理, 并解释相关现象。 
1.7 运用示意图，说明水循环的过程及其地理意义。 
 



1.8 运用图表等资料，说明海水性质和运动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1.9 通过野外观察或运用土壤标本，说明土壤的主要形成因素。 
1.10 通过野外观察或运用视频、图像，识别主要植被，说明其 
     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第二章  自然地理要素及现象 



第三章  常见自然灾害的成因及避防 

1.11 运用资料，说明常见自然灾害的成因，了解避灾、 
     防灾的措施。 



第四章  自然地理实践的基本方法 

1.12 通过探究有关自然地理问题，了解地理信息技术 
     的应用。 



教材整体设计——行为条件 � 

•  运用： 
资料（2）、示意图（3）、图表（2）、
地质年代表（1）  

 
•  通过： 
野外观察或运用视频图像、土壤标本
（3）、探究自然地理问题（1） 

 
 图表、视频、标本等==工具、素材 



•  课文系列 
•  探究系列 

(二)双系列结构：方便教学 

利于改变 
教学方式 



完成案例研究注意： 
 
1.内容扩展，开拓视野 
2.具体材料，开展探究 
3.完整情境，应用知识，评价材料 
4.学教评练，充分使用 

完成课题注意： 
 
  1.贯穿全章，加强联系 
  2.重在方法，培养能力 
  3.项目学习，突出实践 
  4.多种形式，尽量完成 
 



每节前设计“探索”活动。突出探索性，力求有新意。

主要有6种方式：	�

	�

• 实验活动	�

• 使用图表	�

• 观察地图	�

• 景观图片和漫画	�

• 资料例举	�

• 选择和对比	�

探索 

实验 



使用图表 



观察地图 

景观图片 



 (三)情境多样，利于素养落地 

核心素养的突出特征在于：个体能否应对现实

生活中各种挑战性的复杂真实任务。	�

教育或教学的功能在于：选择或创设合理的情

境，通过适当的活动以促进学习的发生。	�

----华东师大  杨向东	�



13．成都东站与北京西站所处的纬度之差最接近于 
    A．1°  B．5°      C．10°  D．20° 
14．某日，该次列车驶出郑州东站不久，落日的余晖照亮整个车厢。 
    该日所属月份应为 
    A．3月  B．6月      C．9月  D．12月 

生活情境 【北京市等级考适应性测试】 

G308 

时空 



【北京市等级考第二次抽测】 

19．（7分）某同学计划观赏红叶，收到图11-a所示短信后决定前往 
     八达岭森林公园观赏红叶。读图11，回答下列问题。 

生活情境 

（1）分析香山公园比八达岭森林公园游
客多的主要原因。（4分） 
  
  该同学游览八达岭森林公园后，下午
乘车沿图11-b所示公交线路返回德胜门。 
（2）为避免太阳光照射，在图11-c所示
公交车内的甲、乙两处选择合适座位，
并阐述理由。（3分） 









教材P45 



生活体验 



综合思维 



学术情境 

科学素养 
2008 1964 





生产情境 

生活情境 

人地协调观 





综合思维 

教材P83 



区域认知 



区域认知 



地理实践力 







——中图版教材主编   王民教授	�



主要内容 � 

 � 一、高中地理课程标准解读 � 

 � 二、高中地理必修1教材分析 � 

 � 三、高中地理必修1教学建议 � 



深入领会教材的编写意图，如何落实课标

理念和内容要求。	�

教材编写建议（课标P51）	�

        采用问题、情境、案例等多种思路组织教材内容，使
学习内容与生产和生活实际密切联系，并且将学生
“放”到情境中，增强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 对照新版教材，重新解读课标 � 



 1.3  运用地质年代表等资料，简要描述地球的演化过程。 

名词链接：地质年代 
•  相对地质年代	�

•  绝对地质年代	�

资料：图、文、表 

•  地质年代表	�

•  三叶虫等化石图	�

•  阅读：恐龙的灭绝	�

•  阅读：中国成煤的重要时期——晚古生代	�

•  案例研究：用化石确定地层的年代和顺序	�

描述：图文转换 •  从哪些方面进行描述？	�

演化过程 •  分几个阶段？	�



图文转化 



图图转化 



本节课可以开展哪些活动？ 

北京43中  徐亮	�

绘图、参观、考察 



2. � 分析教材结构，把握内在联系 � 

全书各章各节的知识结构	�

必修、选择性必修之间的进阶	�

教学中把握好“度”：进度、难度、梯度	�



第一章 �  �  � 宇宙中的地球 � 中图版 



铺垫宏观的背景知识 

• 地球上的现象与太阳辐射、太阳活动密

切相关 

• 各自然地理要素和现象都存在或发生于

地球的圈层结构中 

• 当今的自然地理环境现状是地球演化的

结果，并处于持续演化过程中 

第一章的地位 � 





第⼀一节  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 



第二章 �  � 自然地理要素及现象 � 

全章七节 � 
覆盖五个要素 �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关注与必修1的衔接， 
  逐级进阶 

地球的圈层结构 

岩石圈的物质循环 

静态 

动态 



观察地貌，描述特点 

从内外力解释地表形态 

感性 

理性 



海水性质和运动 

洋流分布规律 局部 

全球 



关注不同版本的教材，取长补短 

充分利用教材中的 “探索”、作业题（中图版）；	�

“情境设计”、活动（人教版）等栏目设计学生活动，

改变学习方式，落实地理核心素养。	�

3. � 创设真实情境，落实核心素养 � 



情境设计：置于每节的开头，图文结合。情境的设计本着

有事实、有问题的原则。事实是真实的、有趣的、有吸引

力的，问题是与本节内容密切相关的，通过本节的学习能

够回答的。多数问题在课文的适当地方给予呼应。（如：必

修1 P50）	�

  人教版“情境设计” 





活动:  明确主题，主要分三大类。	�

  实践活动类，要求给出较为详细的活动步骤。（如：月相

观测 必修1 P4-5；绘制海陆间大气热力环流模式图 P38）	�

  资料分析类，要求设计给出足够的图文资料，并围绕一

个主题设计系列问题。问题设计应体现探究性、阶梯性、开

放性等原则。（如：分析太阳黑子的变化周期 必修1 P13）	�

   讨论类，要求给出较为详细的背景和可供讨论的话题。

（如：讨论海水运动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必修1 P60）	�

  人教版“活动” 



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创设真实情境 
 
        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

方式，在自然、社会、生活等情境中开展丰

富多样的地理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地理信息

技术，营造直观、实时、生动的地理教学环

境。	�



白天站在海边拍照时，要怎么站位才能拍出更好的效果？ 



联系生活体验 1.6 运用示意图等，说明大气受热过程与热力环流原理, 并解释相关现象。 
 



 �  �  �  �  �  �  � 地理实践是支持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重
要手段。地理教学应将实践活动作为教学的重要方式
之一。地理实践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要以地理学科核
心素养的培养为宗旨，与地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应用
相结合，引导学生用地理视角去观察、行动和思考，
并在对真实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中进一步提升理性认识，
逐步建立起地理知识之间的关联。 � 

4. � 加强地理实践，增强学习体验 � 



北京宏志中学    学生作品 



北京宏志中学    学生作品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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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2“某同学制作的地球圈层结构模型的照片”，完成5～6题。	�

 

 � 
 � 
5．对各圈层位置的正确描述是 � 
 �  �  �  � A．生物圈位于地壳内部 � 
 �  �  �  � B．地核位于莫霍面以上 � 
 �  �  �  � C．软流层位于岩石圈的内部 �  � 
 �  �  �  � D．地幔位于地壳和地核之间 �  �  �  � 
6．关于图中各圈层特点的正确叙述是 �  � 
 �  �  �  � A．岩石圈由厚度相同的岩石组成 � 
 �  �  �  � B．水圈是连续但不规则的圈层 �  �  �  �  �  �  �  �  �  �  �  � 
 �  �  �  � C．地壳是厚度最大的地球圈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大气圈的组成物质分布均匀 � 



图5 

读图5“某自然地理过程模拟实验示意图”，完成12～13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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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太阳系各成员大小（直径）的数据，并且等比
例微缩。 

♦  制作模型：制作或选取太阳和八大行星的模型。 

♦  查阅各行星与太阳距离的数据，并且等比例微缩，
确定轨道位置。 

♦  选取合适的场地，画出轨道，摆放太阳和八大行星。 

模拟太阳系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赵一如  陈颖  
 



等比例微缩  模拟太阳系 



教学案例  土 壤 

北京一0一中矿大分校  袁乃念	�

 
  
 



土,地之吐生物者也 
二象地之下、地之中， 
丨物出形也。 
壤,柔土也，南方的土多称壤。 

表土层 

底土层 

植物 

植物地
上部分 

植物地
下部分 

——《说文解字》 



  土壤：指陆地表面具有一定肥力，能够生长 
  植物的疏松表层。 

养分、水分、
空气和热量 

矿物质——支撑植物，骨骼	�

有机质——活性，肌肉	�

水分——输送养料，血液	�

空气——吸氧吐碳，呼吸	�

土壤体积比例示意图	�



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的五色土	�



黄土 

黑土 

红壤 青土（水稻土） 

白土（盐碱土） 



1.黑土与其他土壤有哪些区 
  别呢？ 
             ——认识土壤	�

2.黑土为什么黑呢？ 
             ——成土因素	�

3.目前黑土飞速消失，如何 
  拯救？ 
         ——土壤的功能与养护	�

拿什么拯救你 � 
飞速消失的东北黑土 � 



颜色	�

质地	�

酸碱度	�

剖面	�

其他	�

认识 

功能和养护 

时间 

板书设计 



1.对照新版教材，重新解读课标 

2.分析教材结构，把握内在联系 

3.创设真实情境，落实核心素养 

 三、高中地理必修1教学建议 

4.加强地理实践，增强学习体验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