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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8162.htm 一、名词解释： 1、 关

键期 2、 潜伏学习 3、 超额学习 4、 定势 5、 变式 6、 品德 7

、 动机 8、 替代强化 9、 从众 10、 期望效应（皮格马利翁效

应） 二、填空题： 1、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教育情境中 ＿

＿＿＿ 学科。（4） 2、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应该有益于学生的

身心健康，避免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这符合 ＿＿＿＿原则

。 3、1903年 ＿＿＿＿ 出版第一本《教育心理学》论著，标

志着教育心理学的独立。 4、皮亚杰认为认知的形成与发展

是一种建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图式、＿＿＿＿ 5、皮亚杰

根据认知发展的特点，把认知发展区分为 ＿＿＿＿ 、 ＿＿＿

＿ 、 ＿＿＿＿ 、 ＿＿＿＿ 四个阶段。 6、 ＿＿＿＿ 是学习

发生的根本标志。。 7、奥苏伯尔把学习分为 ＿＿＿＿ 和 ＿

＿＿＿ ； ＿＿＿＿ 8、桑代克提出学习主要有 ＿＿＿＿ 、 

＿＿＿＿ 、 ＿＿＿ 三条主要规律。、 9、呈现一个愉快刺激

以提高一个反应发生的概率叫 ＿＿＿＿ 。 10、奥苏伯尔把有

意义学习分为 ＿＿＿＿ 、 ＿＿＿＿ 、 ＿＿＿＿ 三类。 11、

皮连生教授把广义的知识分为 ＿＿＿＿ 和 ＿＿＿＿ 两大类

。 12、按照奥苏伯尔的观点，我们认识猫、狗、猪后，来学

习动物的概念，这种学习叫＿＿＿＿。 13、认知结构中原有

的知识观念的概括水平高于新学习的知识，这种学习叫 ＿＿

＿＿ 。 14、在认知结构中原有的几个观念基础上学习一个包

容性程度更高的命题，这种学习叫 ＿＿＿＿。 15、直观主要

有 ＿＿＿＿ 、 ＿＿＿＿ 、 ＿＿＿＿三大类。 16、根据信息



在头脑中停留的长短，把记忆分为＿＿＿＿ 、 ＿＿＿＿ 、＿

＿＿＿ 三种。 17、信息贮存在1分钟以内的记忆叫 ＿＿＿＿ 

，也叫 ＿＿＿＿，它的容量大约是 ＿＿＿＿ 个信息单元。

18、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是遗忘的进程是 ＿＿＿＿ ，有 ＿＿

＿＿ 的特点。 19、人们记忆一段材料，相对来说，总是此段

材料最后部分记得最好，这是因为最后部分只有 ＿＿＿＿ 的

缘故。 20、一般来说，过度学习量在 ＿＿＿＿ 左右效果最好

。 21、一般说，及时复习的效果优于＿＿＿＿ ，分散复习的

效果优于 ＿＿＿＿ 。 22、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有促进作用

，叫 ＿＿＿＿ 。 23、概括化理论是由 提出的。关系理论由 

＿＿＿＿ 提出的。 24、学生应用知识一般包括 ＿＿＿＿ 、 

＿＿＿＿、＿＿＿、 ＿＿＿＿ 四个基本环节。 25、智慧技能

的学习包括 ＿＿＿＿ 、 ＿＿＿＿ 、 ＿＿ 三个过程。 26、吉

尔福特认为分散思维有＿＿＿＿ 、＿＿＿＿ 、＿＿＿ 三个主

要特征。 27、动作技能的学习一般有 ＿＿＿＿ 、＿＿＿＿ 

、＿＿＿＿ 三个过程。 28、态度的构成分有 ＿＿＿＿、 ＿

＿＿＿、 ＿＿＿＿三个方面，其中 ＿＿＿ 是态度的核心成分

。 29、态度主要有 ＿＿＿＿ 、 ＿＿＿＿ 、＿＿＿＿ 、＿＿

＿＿ 四种功能。 30、品德的心理结构包括 ＿＿＿＿ 、＿＿

＿＿ 四个方面。 31、皮亚杰把儿童的发展区分为 ＿＿＿＿ 

、 ＿＿＿＿ 、＿＿＿＿ 、＿＿＿＿ 四个阶段。 32、智力是

个体的一般认知能力，包括＿＿＿＿ ＿＿＿＿ 、 ＿＿＿＿ 

和 ＿＿＿＿ ，其中 ＿＿＿＿ 是智力的核心， ＿＿＿＿ 是智

力的高度体现。 33、比率智商的公式为 ＿＿＿＿ 。 34、离

差智商的公式为 ＿＿＿＿ 。 35、斯皮尔曼把智力分为 ＿＿

＿＿ 和 ＿＿＿＿ 两大类。 36、卡特尔根据智力测量结果将



智力分为 ＿＿＿＿ 和 ＿＿＿＿。 37、斯腾伯格认为人类智

力由不同的能力组成，每类能力包含 ＿＿＿、＿＿＿＿ 、 ＿

＿＿＿ 等不同成分。 38、智商在25-40之间属＿＿＿＿ 级智

力残疾，智商在35-50之间属 ＿＿＿＿ 级智力残疾。 39、我

国学校教育对智力超常儿童通常采取 ＿＿＿＿ 、＿＿＿＿ 、

＿＿＿＿三种教育方式。 40、我国学校教育对弱智儿童通常

采取 ＿＿＿＿ 、 ＿＿＿＿ 、＿＿＿＿三种教育方式。 41、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 ＿＿＿＿ 、 ＿＿＿＿ 、＿＿＿＿ 、 

＿＿＿＿ 、＿＿＿＿等五种。 42、韦纳区分归因的三个维度

为 ＿＿＿ 、 ＿＿＿＿ 、＿＿＿＿。 43、对事物本身感兴趣

所引起的动机称为 ＿＿＿＿ ；活动以外的目标、奖赏所引起

的动机称为 ＿＿＿。 44、动机对学习主要有 ＿＿＿＿ 、 ＿

＿＿＿ 两种作用。 45、师生课堂互动主要有 ＿＿＿、＿＿＿

、＿＿＿＿ 三种模式。 46、课堂气氛主要有 ＿＿＿＿ 、＿

＿＿、 ＿＿＿＿ 三种。 47、根据学生心理上的吸引与排斥程

度，同伴关系可分为 ＿＿＿＿ 、＿＿＿＿ 、＿＿＿ 三种。

48、根据外显行为是否有内在的自我判断，可将从众分为 ＿

＿＿＿ 和 ＿＿＿＿两种。 49、利克特将教师的领导方式分为

＿＿＿＿ 、 ＿＿＿＿、＿＿＿＿ 、＿＿＿＿ 四种。 50、班

杜拉把示范分为 ＿＿＿＿ 、＿＿＿＿ 、＿＿＿＿ 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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