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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43331.htm 1. 个体心理可以分为心

理动力、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心理特征四个方面。 2. 心理

状态指：心理活动在一段时间表现为相对稳定而持续的状态

，可以持续的时间可以是几个小时、几天或者几周。 3. 心理

特征指：人们在认知、情绪和意志活动中形成的那些稳固而

经常出现的意识特性，重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 4. “构

造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冯特，代表人物铁欣纳，主张心理学

应该研究人们的意识经验，并把人的经验分为感觉、意象、

激情三种元素。 5. “机能主义”的创始人美国的詹姆士，还

有杜威等，主张研究意识，认为意识是一个川流不息的过程

，意识的作用是使有机体适应环境。、 6. “行为主义”的创

始人美国的华生，特点是：否定意识，主张心理学只研究人

的行为；反对内省，主张采用客观的实验方法。、 7. 格式塔

心理学创始人韦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反对把意识分解成

元素，而主张把心理作为一个整体组织来研究。 8. 精神分析

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重视对异常心理和异常行为进行分析

，强调心理学应该研究无意识现象。 9. 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冯特）（1897）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

心理学实验室，这是心理学成为一们学科的重要标志。 10.

1967年美国人奈塞尔发表了《认知心理学》一书标志着现代

认知心理学的正式诞生 11.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是马斯

洛和罗杰斯，主张还人以本来面目，研究活生生的、具体的

、丰富的个人。 12. 一个完整的教学活动过程包括明确的教学



目标、任务分析、去顶学生原有水平、设计教学课程、实施

教学和教学评价6个方面。 13. 设计课程；选择适当的教材和

教法，以便教授在任务分析中所确定的知识、技能和道德规

范。 14. 评定成绩：按照教学目标来确定教与学的效果。 15. 

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情境中（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

的基本心理的科学。 16. 高等教育心理学是研究高等教育情境

中（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的基本心理的科学。 17. 高等

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包括：A，客观性原则，要遵

循教育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即在研究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按客观事物的本来的面目反映事物。B，发展性原则C，理

论联系实际原则D，教育性原则 18. 高等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具

体方法：A，观察法，即自然观察法是指在自然的生活情境

或教育过程中直接观察被试（学生）的外部行为表现（言行

、行为和表情）从而对其心理活动进行研究的方法B，实验法

，是在控制的条件下系统地操纵某种变量的变化，来研究此

种变量的影响C，调查法，是在自然的条件下，通过提问的

方式搜集材料，间接了解被调查对象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方

法D个案法，是对单个被试人进行深入而详尽的观察与研究

，以便发现影响某种行为和心理现象的原因的研究方法。 19. 

角色，也称社会角色，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相应的社

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并按照一定的社会期望，运用一定的权

利来履行相应的社会职责的行为。 20. 教师：指受过专门的教

育和训练的，在学校中向学生传递人类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

，发展学生的体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学生高

尚的审美情趣，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的专业

人才。 21. 教师的领导方式分：强硬专制型、仁慈专断型、放



任自流型和民主型，民主型是最理想的方式 22. 典型的教学风

格有2种；学生中心的教学风格和教师中心的教学风格 23. 师

生态度产生相互交流与反馈在心理学上成为“罗森塔尔效应

” 24. 效能感指人对自己进行某一活动的能力的主观判断。教

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对自己影响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的

能力的主观判断称为教师的教学效能感。 25. 自我效能感指人

对自己能否成功的进行某种成就行为的主观推测和判断，它

包括结果预期和效能预期2部分。 26. 人的行为主要受人的效

能预期的控制，教师的个人教学效能感指教师认为自己能够

有效的指导学生。 27. 教学反思指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过程

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

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是一种通过提高参与者的自我

观察水平来促进能力发展的途径。反思分为3种，对活动的反

思，在活动中的反思，为活动反思。 28. 教学反思过程分为以

下环节：具体经验、观察分析、抽象的重新概括、积极的验

证。 29. 教学监控能力是指教师为了保证教学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将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意识对象，不断的

对其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反馈、控制和调节的能力

。 30. 教学的监控能力分为3个方面，A，教师对自己的教学

活动的预先的计划和安排B，对自己实际教学活动进行有意识

的监察、评价、反馈C，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调节、校正

和有意识的自我控制。 31. 教学监控能力的因素，A，计划性

与准备性B，课堂教学的组织性C，教材呈现的水平与意识D

，沟通性E，对学生进步的敏感性F，对教学效果的反省性G

，职业发展性 32. 在具备了一定的学科知识后，教学的肩控能

力已成为影响教师教学效果的关键性因素。 33. 教师的教学行



为是其教学的监控能力的外化形式，教师教学行为对学生的

发展的促进作用实际上是其教学监控能力以教学行为为中介

而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34. 教育机智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一

种特殊的智力定向能力，是指教师对意外情况和偶发事件能

够及时作出灵敏的反应，并采取恰当措施解决问题的特殊能

力。 35. 教师威信指教师具有那种使学生感到尊严而信服的精

神感召力量，是教师对学生在心理和行为上所产生的一种崇

高的影响力，是师生间的一种积极肯定的人际关系的表现。

36. 一切学习都是通过条件作用，在刺激S和反应R之间建立直

接联结的过程。在S-R联结中，个体学到的是反复练习与强化

的习惯。 37. （巴莆洛夫）经典性条件反应的基本规律，1.获

得律与消退律。获得律指条件作用是通过条件刺激反复与无

条件刺激相匹配，从而使被试学会对条件刺激作出条件反映

的过程而建立起来的。消退律指如果条件刺激重复出现多次

而没有无条件刺激相伴随，则条件反应回变得越来越弱，并

最终消失。2.刺激的泛化和分化律。泛化律指人和动物一旦

学会对某一特定的条件刺激作出条件反应以后，其他与条件

刺激相类似的刺激也能诱发其条件反应。分化律指通过选择

性强化和消退使有机体学会对条件刺激和与条件刺激相类似

的刺激作用作出不同的反应的一种条件作用过程心理学填空

和选择 38. （斯金纳）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基本规律。1.应答行

为和操作行为。人和动物的行为分为2类，应答行为和操作性

行为。应答行为是有特定的刺激所引起的，是不随意的反射

性反应，又称引发反应。操作行为是有机体自发作用作出的

随意防御，又称自发反应。2.正强化3.逃避条件作用与回避条

件作用4，消退5，惩罚 39. 主体的认知过程在复杂学习中起着



主要的作用。 40. 布鲁纳是美国著名的认知教育心理学家，主

张学习的目的在于以发现学习的方式，使学科的基本结构转

变为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 41. 意义学习就是将符号所代表

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起非人为

的和实质性的联系。 42. 影响接受学习的关键因素是认知结构

中适当的起固定作用的观念的可利用性。“先行组织者”就

是先于学习任务本身呈现的一种引导性材料。 43. 接受学习是

学习者掌握人类文化遗产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途径

44. 学习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分为若干阶段，各阶段进行

不同的信息加工。 45. 期望就是指学生对完成学习任务后将会

得到的满意结果的一种预期，它可以为随后的学习指明方向

。 46. 建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

进一步发展。 47. 学习是个体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这意味

着学习是主动的，学生不是被动的刺激的接受者 48. 动机指引

起和维护个体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在心理过

程或内部动力。 49. 学习情境中的学习驱动力由以下3个方面

组成：A，认知驱动力B，自我提高的内驱力C，交往内驱力

50. 根据学习动机内容的社会意义，可以分为高尚的与低级的

动机或者是正确的与错误的动机；根据学习动机的作用与学

习活动的关系，可以分为近景的直接性动机和远景的间接性

动机；根据学习动机的动力来源，可以分为内部学习动机和

外部学习动机。 51. 个体的成就动机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力

求成功的动机，另一类是避免失败的动机。力求成功者的目

的是获取成就，他们会选择有所成就的任务，而成功的概率

为50%的任务是他们最有可能选择的，因为这种任务能给他

们提供最大的现实挑战。避免失败者则倾向于选择非常容易



或非常困难的任务，如果成功的几率大约是50%时，他们会

回避这项任务。 52. 美国心理学家维纳对行为结果的归因进行

了系统的探讨，并把归因分为3个维度：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

、稳定性归因和非稳定性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制归因

53. 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的从事某一成就行

为的主观判断。在人们获得了相应的知识、技能后，自我效

能感。 54. 这种对新异刺激进行反映的倾向性，就是动物和人

类原始学习的需要，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就是在探究反射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的学习需要就建立在这种原始的

学习需要的基础之上。 55. 整合是一个过程，是通过同化、顺

应和重组3种基本途径来实现的 56. 同化是指已有经验结构吸

收新的经验成分或把新的经验成分纳入已有的经验结构之中

去的过程。 57. 顺应指已有经验结构不能把新的经验成分吸收

和纳入自身之中时，个体调整原有经验结构，从而形成能包

含新、就经验的更高的一级的经验结构，以适应外界变化的

过程。 58. 重组也称结构重组，是指习得的经验组成成分在新

的组合中，仅仅在结构关系上（如程序和位置）进行了调整

或重新组合，而经验的构成成分不变。 59. 运用强度律、差异

律、组合律等感知规律，可以突出直观对象的特点，实现有

效的观察。 60. 教师言语要作到抑扬顿挫、轻重有致，教材编

排应分段分节。教师讲课应有间隔和停顿。 61. 记忆是通过识

记、保持、再现（再认识或回忆）等方式，在人的头脑中积

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 62. 按记忆的内容划分，可分

为形象记忆、情景记忆、语义记忆、情绪记忆和运动记忆。

形象记忆：是以感知过的事物的具体形象为内容的记忆。情

景记忆：是对个人亲身经历的、发生在一定时空关系中的某



个事件的记忆。语义记忆：人们对各种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

，又叫语词逻辑记忆或逻辑记忆。情景记忆：以个体体验过

的某种情绪或情感为内容的记忆。运动记忆：即动作记忆，

是以人们操作过的动作为内容的记忆。 63. 按时间长短分为：

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 64. 识记是人们获得个体经验

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信息进行编码的过程。语音编码或听觉

编码是短时记忆系统的主要编码方式。 65. 记忆的内容不能再

认和回忆，或者再认和回忆时发生错误，就是遗忘。遗忘有

各种情况，能再认不能回忆叫不完全遗忘；不能再认也不能

回忆叫完全遗忘；一时不能再认或重现叫暂时性遗忘；永久

不能再认或回忆叫永久性遗忘。 66.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

研究：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而且遗忘的过程最初进展

的很快，以后逐渐缓慢；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后，几乎不再遗

忘。遗忘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起规律是先快后慢，呈现负加

速型。 67. 前摄抑制指前面学习的材料对识记和回忆后来学习

材料的干扰；倒摄抑制指后面的学习材料对保持或回忆前面

学习材料的干扰。 68. 知识就是个体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后获

得的信息及其组织。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69. 陈述

性知识也叫描述性知识，是个人具备有意识的提取线索，因

而能直接陈述的知识。这类知识主要用来回答事物是什么，

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可用来区别和辨别事物。 70. 程序性

知识也叫操作性知识，是个人缺乏有意识的提取线索，只能

借助于某种作业形式间接推测其存在的知识。它主要用来解

决作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 71. 认知策略是学习者用以支配自

己心智加工过程的内部组织起来的程序性知识。元认知指个

体对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结果的意识。 72. 学习策略指在学习过



程中用以提高学习和记忆效率的一切活动。 73. 认知策略包括

：注意策略、编码与组织策略、精细加工策略、复述策略。 

问题就是在给定的信息和目标状态之间有某些障碍需要加以

克服的情境。问题一般包括三个基本成分：1、给定：一组已

知的关于问题条件的描述，即问题的起始状态；2、目标：关

于构成问题结论的描述，即问题要求的答案或目标状态；2、

障碍：正确的解决方法不是直接显而易见的，必须间接通过

一定的认知操作才能改变给定状态，逐渐达到目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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