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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

是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应届毕业生升入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的

选拔性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高职阶段

相关专业知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利于各普通本科院校择优选拔，确保招生质量。专

升本考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教育理论基础》作为专升本考试教育类的专业基础课，其

考试说明是依据教育部颁布的相关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标准编制。

该课程注重考查考生对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

基本思想方法的掌握程度，注重考查考生运用教育理论基础分析

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一）考核目标

1. 考试性质

《教育理论基础》是为高等院校所招收教育类本科生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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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选拔性质的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专业课科目，有助于培养

中小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其目的是测试专科学生掌握教

育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利于各高等院校择优选拔，确保专升本的招生质

量。

2. 基本要求

（1）理解、掌握考试说明中教育学、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2）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

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二）考核要求

1. 知识要求

《教育理论基础》知识分为了解、理解、掌握三个层次。

了解：初步了解、识记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知识。

理解：领悟、理解教育学、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

掌握：能够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教育实践问

题。

2. 能力要求

培养教学能力、教育管理能力，以及观察能力、记忆能力、

思维能力、想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形成良好的教师教育教

学技能。

3. 素养要求

培养未来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与教育法律素养，践行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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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备良好的师德师风。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教育学基础（约 50 分）

1. 中外教育史

（1）了解中外教育史的基本知识，把握教育思想演变、教

育制度发展的基本线索，特别是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重要的

教育制度、重大的教育事件。

（2）理解有关中外教育史的基本文献，特别是其中的代表

性材料，培养严谨、踏实的学风。

（3）掌握学习教育历史的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教育史学的

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教育现象。

2. 教育基本原理

（1）了解教育的概念、要素和形态、学校教育制度的内涵、

体系与改革趋势。

（2）理解教育的本质、教育目的内涵、理论基础和基本要

求等。结合实例，理解当前主要的教育法律法规。

（3）掌握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全面

发展教育理论，运用教育理论，分析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

3. 课程与教学

（1）了解课程和教学的概念、分类，以及课程载体与教学

基本过程。

（2）理解课程的规范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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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基本环节和教学评价等内容，形成教师必备的教育实践能力。

4. 班级管理与班主任

（1）了解班级、班集体、班级管理、班主任的内涵；班集

体的发展阶段、班主任的角色、工作内容和方法。

（2）理解班级管理的原则和基本要求。

（3）掌握班集体建设的方法，培养分析案例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二）心理学基础（约 50 分）

1. 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专业术语

了解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历史、人脑与心理的关系、各

种心理现象及心理活动的基本概念、学校心理健康与辅导的基本

内涵与标准。

2. 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及心理活动的主要过程

理解个体行为动力、人的需要、动机及动机理论的基本原理；

理解个体的认知过程，包括注意、感知觉、记忆、思维及言语的

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理解情绪与情感的基本理论；理解智力与

创造力的基本理论；理解人格内涵及人格理论、人格测验；理解

教学心理与学习心理，领悟人际交往心理的基本观点。

3. 心理学基本理论在生活中的应用

掌握动机的激发，个体认知活动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能够

通过情绪识别和调控，掌握应对不良情绪的方法，学会情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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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运用智力理论实施智力开发、培养创造力；掌握影响人格形

成的因素及健康人格培养的策略；理解个体心理发展的特点与规

律，领悟个体认知和语言的发展规律，掌握个体情绪和社会性发

展的关系；掌握学习迁移、学习策略、学习风格的理论及其在学

习过程中的实际应用；运用人际交往心理的理论，学会建立良好

的人际印象，改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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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基础》考核内容

一、中外教育史

（一）中国教育史

1. 中国古代教育传统

2. 中国近代教育转型

3. 中国现代教育探索

（二）外国教育史

1. 外国古代教育传统

2. 外国近代教育转型

3. 外国现代教育探索

二、教育基本原理

（一）教育及其本质

1. 教育的概念与本质

（1）教育的概念

（2）教育的本质

2. 教育的要素与形态

（1）教育的基本要素

（2）教育的基本形态

（二）教育基本规律

1.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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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3）教育与人口的关系

（4）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5）教育与科技的关系

2. 教育与人的发展

（1）个人身心的规律

（2）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主要因素

（3）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功能

（三）教育目的

1. 教育目的的概述

（1）教育目的的内涵

（2）教育目的的层次结构

（3）教育目的的制定依据

（4）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要求

2. 我国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2）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说

（四）学校教育制度

1. 现代学校教育制度

（1）学校教育制度的内涵

（2）我国的学校制度

2. 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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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改革

（2）世界范围内学校教育制度改革的趋势

（五）全面发展教育

1. 德育

（1）德育概述

（2）德育过程

（3）德育的主要理论

（4）德育实施

2. 智育

（1）智育的内涵和意义

（2）智育的目标与内容

3. 体育

（1）体育的内涵和意义

（2）体育的目标与内容

4. 美育

（1）美育的内涵和意义

（2）美育的目标与内容

5. 劳动教育（劳动技术教育）

（1）劳动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2）劳动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六）教师与学生

1.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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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的专业身份与职业要求

（2）教师的劳动特点与角色特征

（3）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2. 学生

（1）学生的特点

（2）正确的学生观

3. 师生关系

（1）师生关系在教育中的作用

（2）师生关系的类型

（3）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七）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法律法规

1. 教师职业道德

2. 教育法律法规

三、课程与教学

（一）课程

1. 课程概述

（1）课程的基本概念

（2）课程的类型

2.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3. 课程规范

（1）课程计划、课程标准与教科书

（2）课程编制、实施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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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

1. 教学概述

2. 教学过程

3. 教学原则

4. 教学方法

5. 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6. 教学组织形式

7. 教学评价

四、班级管理与班主任

（一）班级管理

1. 班级与班集体

2. 班集体的发展阶段

3. 班级管理的原则

（二）班主任

1. 班主任角色及其专业能力

2. 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

一、心理学概论

（一）心理学的对象与任务

1. 心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



- 11 -

2. 心理学的任务和意义

（二）心理学的研究

1. 心理学发展的简史

2.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3. 心理活动与大脑

二、认知过程

（一）感知觉

1. 感觉和知觉概述

2. 感觉和知觉的规律

（二）注意

1. 注意的特征

2. 注意的种类

3. 注意品质的培养

（三）记忆

1. 记忆的概述

2. 记忆的阶段

3. 遗忘的规律

（四）思维

1. 思维概述

2. 思维类型

3. 问题解决

（五）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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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言语概述

2. 言语理解

三、行为动力

（一）需要

1. 需要的涵义

2. 需要的类别

3. 需要理论

（二）动机

1. 动机的涵义

2. 动机的类别

3. 动机理论

4. 动机激发

四、情绪与情感

（一）情绪与情感的概述

1. 情绪概述

2. 情感概述

（二）情绪与情感的分类

1. 情绪的分类

2. 情感的分类

（三）情绪管理

1. 情商概述

2. 积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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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情绪的必要条件

4. 不良情绪的控制

（四）情感培养

1. 道德感的培养

2. 理智感的培养

3. 美感的培养

五、智力与创造力

（一）智力概述

1. 智力的含义

2. 智力的理论

（二）智力测验

1. 常用的智力测验

2. 科学运用智力测验

（三）创造力概述

1. 创造力的内涵

2. 创造力的特征

（四）创造力培养

培养创造力的途径与方法

六、人格

（一）人格及其结构

1. 人格概述

2. 人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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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理论

1. 精神分析理论

2. 行为主义理论

3. 人本主义理论

4. 社会认知理论

（三）人格的形成

1. 遗传的作用

2. 环境的作用

（四）良好人格的培养

1. 家庭教育的熏陶

2. 学校教育的引导

3. 社会环境的影响

4. 个人的努力塑造

七、个体心理发展

（一）心理发展及主要观点

1. 心理发展及特点

2. 心理发展的主要观点

（二）认知和语言的发展

1. 感知能力的发展

2. 记忆的发展

3. 思维的发展

4. 语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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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绪和社会性的发展

1. 情绪的发展

2. 人格的发展

八、学习心理

（一）学习概述

1. 学习的概述

2. 学习的分类

（二）学习理论

1. 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

2. 认知主义的学习理论

3.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三）学习迁移

1. 迁移的含义

2. 迁移的理论

3. 迁移的应用

（四）学习策略

1. 学习策略概述

2. 学习策略分类

3. 学习策略应用

九、教学心理

（一）教学设计的心理学基础

1. 决定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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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学习准备

3. 选择教学策略

4. 实施教学评价

（二）教学策略的心理学研究

1. 概念教学策略

2. 问题解决教学策略

3. 阅读教学策略

（三）教师心理

1. 教师的角色

2. 教师的威信

3. 教师的教学监控能力

（四）课堂心理气氛

1. 课堂心理气氛及类型

2. 课堂心理气氛的调控

十、人际交往心理

（一）人际沟通的基本要素

1. 人际沟通的含义

2. 人际沟通的结构和条件

（二）人际沟通的心理功能

1. 心理发展功能

2. 心理协调功能

3. 心理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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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际印象形成及心理效应

1. 人际印象形成的主要特点

2. 印象形成的主要心理效应

（四）人际关系与人际吸引

1. 人际关系的实质

2. 人际吸引分析

十一、学校心理健康与辅导

（一）心理健康的含义

1. 心理健康概念

2. 心理健康的标准

（二）学校心理辅导原则

1. 学校心理辅导的含义

2. 学校心理辅导的原则

3. 学校心理辅导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三）学生常见心理问题与辅导

1. 挫折与适应

2. 学习问题及辅导

3. 青春期辅导

三、考试形式与参考题型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全卷满分

100分（含教育学、心理学部分）。考试不使用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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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题型

考试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判断说理题、

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也可以采用其它符合学科性质和考试要

求的题型。

四、参考书目

含有上述考试内容的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简史、心理学基

础及其它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相关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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