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绪论

【历年真题】

一、单选题

1.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概况。1903 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出版了

《教育心理学》一书，这是西方第一本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专著。

2.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任务。教育心理学的任务是用实证研究法对教育教

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出有科学依据的回答。

3.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 20 世纪三大教学运动。人本主义的学习与教学观深刻影响了世

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是与程序教学运动、学科结构运动齐名的 20 世纪的三大教学改革运

动之一。

4.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学的发展概况。1879 年，冯特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

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5.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

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

6.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发展概况。1903 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出版了《教

育心理学》一书，这是西方第一本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专著。

【基础训练】

一、单选题

1.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学发展概况。1879 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

验室，标志着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正式诞生，冯特被称为“心理学之父”。

2.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

心理过程又包括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个性心理包括个性心理倾向性（需要、

动机、兴趣等）和个性心理特征（能力、气质、性格等）。

3.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论灵魂》的作者。这本书作者是亚里士多德。

4.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认知心理学。现代认知心理学是以信息加工观点为核心的心理学，

又称为信息加工心理学，代表人物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该学派把人的心理活动过程看作

是信息加工系统，由感官搜集的信息，经过分析、存储、转换，然后加以利用。A选项，机

能主义也主张研究意识，但是他们不把意识看成是个别心理元素的集合，而是看成一种持续

不断、川流不息的过程。B选项，行为主义心理学被称为西方心理学的“第一势力”，行为

主义心理学反对研究意识，主张研究行为，反对内省，主张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行为。D 选

项人本主义心理学着重于人格方面的研究，认为人的本质是好的、善良的，他们不是受无意

识欲望驱使的野兽，人有自由意志，有自我实现的需要。

5.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上逐渐形成了不

同的心理学流派，其中人本主义心理学派是以马斯洛和罗杰斯为代表。

6.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主要观点。格式塔心理学反对把意识分解为元素，

而强调心理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组织的意义，认为整体不能还原为各个部分、各种元素的总

和；部分相加也不等于全体；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并且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

7.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性心理特征的成分。个性心理特征是个性心理的一个部分，包

括能力、气质、性格等。

8.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科学心理学的建立标志。1879 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第

一个心理实验室。



9.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的本质。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人脑的机能，但

是必须是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

10.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学派别中的构造主义。构造主义主要研究对象是意识，并且

强调意识是由感觉、意象、激情三个基本元素。

11.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学派别之人本主义的主要观点。人本主义强调关注人本身，

包括情感、动机等。

12.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1924 年廖世承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教

育心理学》。

13.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进程包括初创、发展、成

熟、完善四个时期。其中布鲁纳在完善阶段提出了四种研究：主动性研究、反思性研究、合

作性研究以及社会文化研究。

14.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教育心理学是—门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

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具体来说，教育心理学旨在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或学习过程，以

及根据学习心理规律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因此，教育心理学研究的

核心内容是学习心理或者学习过程。

15.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诞生的标志。1903 年桑代克出版西方第一本《教育

心理学》，标志着教育心理学的独立。

二、多选题

1.A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

学与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它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课题，即如何学、如何教以及学与教

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和规律，学习



者的心理现象和规律，学习者的学习特点、过程和规律，现代教育教学活动与变化规律等。

2.AB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法、

观察法、调查法、测验法、个案法、教育经验总结法和产品分析法。

3.ABCDE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要素。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

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学与教的相互作用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该系统包含学生、教师、

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和教学环境五要素。

4.A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布鲁纳精辟的总结了教育心理学十几年

来的成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主动性研究；第二，反思性研究；第三，合作性研究；

第四，社会文化研究。

5.AB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性心理特征。个性心理特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需要属于

个性心理倾向性。

6.A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性心理倾向性。个性心理倾向性包括需要、动机、信念、理想、

爱好、世界观、兴趣等。

7.A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发展的三大势力。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这长达 40

余年的时间里，行为主义几乎一统天下，因此被称为西方心理学的“第一势力”。精神分析

又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由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创建，其理论来源于治疗精神病的临床

经验，被称为“第二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兴起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代表人物有马斯

洛、罗杰斯等。该学派猛烈冲击着在美国很有势力的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形成了

心理学中的“第三势力”。

8.A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课堂教学环境。课堂教学环境可以分为课堂物理环境和课堂社会

环境。

9.AB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的心理环境。教学环境分为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心理环境



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环境，但它对师生的心理活动的影响和社会行为，乃至整个学

校的教育、教学活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其影响力会超过物理环境。心理环境包括校风、

班风、课堂教学气氛以及人际关系等。

10.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的三过程。学与教的相互作用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该系统

包含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和教学环境五要素，由学习过程（教育心理学研究的

核心内容）、教学过程和评价反思过程这三种活动过程交织在一起组成。没有管理过程。

三、判断题

1.×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人本主义的研究对象。人本主义主张研究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实现

以及情感需要等，精神分析学派研究潜意识、动机、欲望等。

2.×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的实质。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是主观和客观

的统一体。

3.×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学生的学习

心理、教师的教学心理、学生心理以及教师心理。

4.√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作用。教育心理学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帮

助教师准确地了解问题；为实际教学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帮助教师预测并干预学生；帮助

教师结合实际教学进行研究。

5.×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发展概况。教育心理学之父是美国的桑代克。1903

年桑代克出版《教育心理学》，本书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础。俄国的乌申斯基出版了

《人是教育的对象》，被誉为“俄国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6.×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关系。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

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教育心理学是教育教学情景中的学与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这两

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不一样的。教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7.×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行为主义的研究内容。行为主义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心理学流派。

构造主义主张研究意识的结构。

8.×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人与动物心理的区别。反射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基本活动方式，它

是指有机体在中枢神经系统参与下，对内外刺激所做的规律性的应答活动。根据形成的特点

可分为无条件反射与条件反射两大类。其中无条件反射主要是先天获得的；而条件反射主要

是后天形成的。人和动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形成条件反射。因此，能否形成条件反射并

不是区别人与动物心理差异的标准。

9.×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活动的产生。我们说心理是脑的机能，并不意味着脑本身能

单独自发地产生心理活动。人脑只是反映外界事物的物质器官，它提供了人的心理产生的可

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必须依靠外界客观现实。没有客观现实的作用，即

使有健全的大脑，也不可能产生心理。

【整体提升】

一、单选题

1.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基本要素。教育心理学的基本要素中包括学生、教

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以及教学环境。其中学生与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两大主体，教学方法

是进行教育活动的主要方式，教学媒体是传递教育信息的媒介，教学内容是进行教育活动的

主要信息，即有效传递的主要信息。

2.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基本要素。教学媒体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学内

容的表现形式，是师生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它的应用有利于扩大教学规模并且能够改变以

往传统的黑板教学模式，使得教学内容呈现方式更加多样化，同时有利于探索和实现不同的

教学模式，推动教育改革，优化教学，改变学生的学习方法。

3.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观察法。虽然观察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观察法是掌握原始原



料的必要方法，通过观察发现问题，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路，因此有人把观察法比喻为“科

学研究的前门”。

4.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产生。裴斯泰洛齐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思想。

5.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

学与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

6.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

7.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性心理倾向性。个性心理倾向性包括理想、信念、兴趣、爱好、

价值观、世界观等。

8.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过程。心理过程包括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

9.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性心理特征。个性心理特征包括个体的能力、气质和性格等。

10.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传统心理学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小学

学科教学实际，很难指导课堂教学。现代认知心理学结合中小学学科特点进行问题解决研究，

发现不同类型的知识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有不同的作用。

11.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学校情境中

的教与学的基本心理规律。

12.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媒体。教学媒体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学内容的表现形式，

是师生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

13.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内容。教与学的过程中，有意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教学内容。

14.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环境。教学环境关系到学生情感和社会性的发展，对学生认



知发展有积极作用，因此它是课堂管理研究的重要范畴。

15.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环境。教学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课堂纪律、课堂

气氛、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校风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属于社会环境。

二、多选题

1.A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发展的进程。A 项中裴斯泰洛齐在教育心理学的初创时期所

提出的教育的心理学化；B 项中布鲁纳在 60 年代初，教育心理学的成熟时期发起了课程改

革运动，自此，美国教育心理学逐渐重视探讨教学过程、学生心理，重视教材、教学手段的

改进；C 项中计算机辅助教学在成熟时期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受到重视；D 项合作性

研究是布鲁纳在完善时期的成果。

2.AB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各个心理学流派的主要研究对象。行为主义主要研究人类外显的

行为，构造主义、机能主义以及格式塔心理学都是以研究人的意识为对象（研究各有侧重：

构造主义研究意识的组成要素，机能主义研究意识的功能，格式塔心理学主张研究作为整体

的意识）。

3.A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机能主义的观点和代表人物。机能主义主张研究意识，认为意识

是一种持续不断、川流不息的过程。提出了“意识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有詹姆斯、杜威、

安吉尔等。

4.AB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人本主义的观点。人本主义是个人本位论，所以选项 C 错误。

5.A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媒体。教学媒体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学内容的表现形式，

是师生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如实物、口头语言、图表、图像以及动画等。

6.A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性心理倾向性。个性心理倾向性包括理想、信念、兴趣、爱好、

需要、动机、价值观、世界观等。



三、判断题

1.√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的实质。心理是客观的，体现在客观现实决定人的心理，心

理也是主观的，体现在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映象。由于人的知识经验、需要、愿望

以及个性特征的不同，因而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也不同。

2.×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发展概况。1877 年，俄国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卡普捷

列夫出版了《教育心理学》，这是最早正式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著作。

3.√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观察法是教育心理学研究中采用的最基本、

最普遍的方法，被称为是科学研究的“前门”。

4.√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发展概况。我国第一本教育心理学著作是 1908 年房

东岳翻译的《教育实用心理学》。

5.√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育心理学家认识

到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的理论、研究方法、问题和技术。教育心理学不是

一般心理学原理在教育中的简单应用，它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课题。

6.×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此题干说法太绝对。每一个心理学流派侧重点

不同，都有自身的研究价值。

7.√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

科学，心理现象又称心理活动，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两部分。心理学既研究动物的心理，

也研究人的心理，而以人的心理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

8.×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性心理特征。个性心理特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等，而知觉

属于心理过程。

9.×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性心理和心理特征的关系。个性心理特征是在心理过程的基础

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影响着心理过程的完善与发展。

10.×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以正常人为研究对象，研

究的目的应是了解人性潜能，追求自我实现。

【经典必做】

一、单选题

1.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之父。1903 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出版了《教育

心理学》一书，这是西方第一本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专著。这一著作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

的基础，西方教育心理学的名称和体系由此确立，桑代克被称为“教育心理学之父”。

2.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乌申斯基的代表作。1868 年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出版了《人是

教育的对象》（也称为《教育人类学》），被誉为“俄国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3.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注意的性质。注意是人的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它

是心理过程的动力特征之一。注意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它只是伴随着其它心理过程

而存在的一种意识倾向性。

4.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美国兴起，

70-80 年代迅速发展，该学派猛烈冲击着在美国很有势力的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

被称之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

5.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创立的，

是以治疗精神病的医学临床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心理学理论。精神分析学派重视对异常行为

的分析和无意识的研究，认为人的一切个体的和社会的行为都根源于心灵深处的某种欲望或

动机，特别是性欲的冲动。

6.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媒介。教学媒介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承载、加工和传递

教学信息的介质或工具。

7.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的心理环境。教学环境分为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教学心理

环境包括校风、班风、课堂心理气氛和校园文化等多方面。

8.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学习过程，

也是研究最长，时间最多的一部分。

9.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学流派机能主义的观点。题干表述属于机能主义的观点，机

能主义主张研究意识的作用与功能，认为意识的作用是适应环境。

10.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在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成熟时期，人本主义掀

起了一场教育改革运动。

二、多选题

1.A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的作用。教育心理学对教育实践具有描述、解释、预

测和控制的作用，在实际应用中，这些作用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

2.AB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格式塔心理学代表人物。格式塔心理学家心理学研究应该研究人

的意识，认为人的意识是一个整体，代表人物有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等。铁钦纳属于构

造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

3.A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行为主义的特点。行为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特点：（1）反对研究

意识，主张心理学研究行为；（2）反对内省，主张采用实验方法进行客观的研究。

4.AB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冯特对心理学的历史功绩。冯特对心理学的三大历史功绩：确立

了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实验心理学的创立，建立心理学专业队伍。其中《生理心理学

原理》只是他的一本著作。



5.ACD

【解析】本题考查心理学人物和其成就的对应。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是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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