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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lays a considerable role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teacher’s own development needs with the existing social environment, we need the
current domestic statu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a certain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n put forward a more targeted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induction ability demand,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reference to pre-service training curriculum structure adjustment. This research mainly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akes the domestic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s more than 30 Chinese core journal papers and more
than 10 master’s degree papers from the Wanfang data platform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carries
out the summary analysis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arious parts of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domestic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Conclusion: 1) General ontology knowledge difference, lack of lateral subject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2) Assessment of conditional knowledge lacks basic knowledg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growth will increase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3)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ximum practical knowledge, visual problems, most pre-serv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above phenomenon training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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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专业知识对专业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教师自身的发展需求与现有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
对目前国内的教师专业知识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了解，进而为职前教师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入职能力需
求，同时对职前培养的课程结构调整做出参考性的依据。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综述法，以国内的中学数
学教师为研究对象，选取来自万方数据平台的近十年内三十余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与十余篇硕士学位论
文，就国内中学数学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中各部分知识的现状调查结果进行综述性分析。得出结论：1) 本
体性知识总体差异不大，缺乏横向学科知识与发展的眼光；2) 条件性知识缺乏基础知识考核，教学经验
的增长会提高理解程度；3) 实践性知识个体之间差异最大，可视化的问题最多，并针对上述现象提出职
前教师专业知识培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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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问题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开始关注中学数学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有研究表明“高中数学教师
专业发展的关联因素主要集中在专业精神、专业理念、专业能力、专业知识、反思与自主发展五个维度
上[1]。”专业知识作为发展专业能力的基石，一方面影响着教师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对入职教师的教
学能力与教学效果而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继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以来，越来越多非师范院
校的学生也尝试入职从教，这对于师范院校出身的大学生而言，不光自身面临能力考核，即使在通过考
试之后亦有不小的就业挑战。
根据教师自身的发展需求与现有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对目前国内的教师专业知识现状进行一定程
度的了解，进而为职前教师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入职能力需求，同时对职前培养的课程结构调整做出参
考性的依据，因此我们不禁提出如下问题：目前国内中学数学教师的专业知识现状如何？是否符合教师
发展需求？

2. 研究内容与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内的中学数学教师。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教师专业知识的结
构的看法不尽相同，“国内学者对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实践取向、学科取向、功能取向
以及复合型取向的四种取向的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理论[2]”。本文选取功能取向的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理论，
该理论将教师专业知识从功能角度分为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本文也将主要从这三个
方面对于近十年比较权威的国内数学教师专业知识现状调查结果进行归纳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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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来自知网和万方数据平台的近十年内四十余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与十余篇硕士学位论文，
就国内中学数学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中各部分知识的现状调查结果进行综述性分析。本研究所选的论文
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水平的学校均有所涉及，一定程度上避免因调查区域过于局限导致结论有失真实性
与可靠性。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综述法，并借助万方平台的可视化分析与 Excel 软件，对本研究选取的五十篇
文献中关于国内中学数学教师专业知识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现状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

4. 数据分析
4.1. 本体性知识调查结果分析
本体性知识是指教师具有的特定的学科知识，本研究参考李保臻和李宇辉对本体性知识的分类，从
“数学内容性知识”、“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数学思想方法知识”及“数学观”四个角度出发，
探析数学中学教师的本体性知识现状[3]。
在数学内容性知识上，从陈艳[4]、刘颖[5]、李勇[6]、杨柠[7]等人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中学数学
教师在学科内容知识上把握与其他几类知识相比，是掌握情况最好的，而且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在学科内
容知识上没有显著差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甘火花、王贞研究中提出职前教师的本体性知识解释性与正
确性较低的现象[8]，但并不意味着国内中学数学教师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陈艳通过对四位初中数学
教师进行录像分析与访谈，提出被调查的四位教师都没有具备横向的学科知识，同时也缺乏从更高的层
次看待学科内容知识的眼光[4]。这也就是说在职教师只关注自己所教授的教材知识，对于学科交叉的知
识，以及更具有学科发展意义的知识有所忽视。这个观点在刘颖的调查结果中亦有所体现[5]。刘颖和李
勇、章建跃、张淑梅还提出近八成的教师对于自身所教授的知识点的理解深度不够，对一些数学概念的
认知非常模糊，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知识点的实际应用，进而影响了教学中解决问题的能力[5] [6]。
在数学史知识上，我国国内数学中学教师的综合表现并不可观。根据田春凤、郭玉英的研究可知，
科学知识对教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9]，李保臻、孙名符以及杨波通过对高中数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
现当前高中数学教师的数学史知识现状是绝大多数的教师知晓数学史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深入研读过
新课程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甚至在教学中很少涉及数学文化、数学名家、数学故事[10] [11]；这也就是说
目前国内的中学数学教师对于数学史的重视还不足；在数学文化知识方面，邱艳雷提出大部分高中数学
教师的数学史和数学文化整体知识都很有限[12]。杨波的研究中还提出大部分中学教师意识到自身数学文
化知识的缺乏，但没能做出改变。这表明国内绝大部分的中学数学教师的数学文化知识并不足够，自然
难以将数学文化知识渗入课堂[11]。

4.2. 条件性知识调查结果分析
教师的条件性知识可以理解为教师为了在教学过程中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而学习的教育学、心理学
等相关教法知识。庄可提出“教师只有精通条件性知识，才能够促使教学发挥最大的功能”[13]。随着教
师资格认证的改革，所有职前教师都必须通过相关等级的教育知识与能力的考试才能有机会入职从教，
所以对于近几年的新手教师而言，他们的条件性知识水平符合教师资格考试的要求，所以本研究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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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将研究对象分为新手教师和已有两三年以上教学经验的在职教师，分别关注他们的条件性知
识水平。
对于新手教师，段志贵、陈宇研究发现教师资格考试对学科教学基础性知识考核重视程度不够，对
实践性知识所占比重偏高[14]。根据杨俊林的观点：中学数学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对课堂教学设计、教学
质量的提升等都产生直接影响[15]。故本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新手教师缺少
对教学基础性知识的关注度，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师发展。
对于在职教师，徐芳芳和刘颖通过对高中数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均发现是否有教过高
三的教学经验和参加学科竞赛的经验对于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 [16]。这说明数学教
师教学知识的增长与实际教学经验紧密相关。从上述两个角度，可以得到：目前国内中学数学教师的条
件性知识来源单一，基础性知识考察不足，但随着教学经验的增长，条件性知识结构与把握程度都有显
著的提升。

4.3. 实践性知识调查结果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内的中学数学教师。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
结构的看法不尽相同，见表 1。对于实践性知识的界定，学术上依然存在许多种说法，在通俗上可以理
解为教师的实践教学经验；陈向明认为实践性知识形成于教师自己在教学中摸索和试验，并能够通过自
己的行动策略解决教学问题的指导性实践[17]。结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本研究主要从教学策略、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实施、课堂评价四个角度[18]对目前国内中学数学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展开述评。
Table 1. Definition of practical knowledge
表 1. 实践性知识的概念界定
代表人物

实践性知识内涵

李志琛，胡典顺

教学策略、教学设计、教学过程实施、课堂评价

陈向明

教育信念、自我知识、人际知识、情境知识策略知识以及教师的批判反思知识

颜煌，张朝霞

教学情境、实践方式、教学理论知识

艾尔贝兹

自我的知识、环境的知识和学科内容知识

李德华

教师信念假设，情境性知识、教师生活史

1) 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的选取对教学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王珣和王帆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的教学策略对学习
者知识的建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19]，所以教师需要具备足够地教学策略知识才能展开合理高效的教学。
程东亚，豆改弟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西藏拉萨市 5 所中学的数学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发现
被调查者在教学表征与策略维度得分最低，这表明地区较为偏远的教师不能很好的使用类比、隐喻、举
例和解释等表征手段来选择有利于内容学习的教学策略，即教师在如何教授知识上把握欠佳[20]。然而其
他地区的部分教师也曾出现这样的问题，杨柠、王彩霞、李瑶、任艺以高职院校中的教师为研究对象，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发现被调查的教师中，近六成可以熟练掌握实践教学内容的详细操作步骤与流程，
能够根据具体内容采用有效教学方法[7] [21]。也就是从总体来说，国内中学数学教师在教学策略的选择
上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反观卓越教师的教学法，它在教师知识能力结构中属于显性的、稳定的部分[22]。
严彦发现“过程监控策略”是高级策略，是专家教师与其他类别教师的分水岭[8]。参照王陆、彭玏、李
瑶提出的优秀教师的特征[23]，目前中学数学教师教学知识体系结构还不够完善，教学设计理论来源需要
DOI: 10.12677/ass.2020.97137

975

社会科学前沿

台济蕾

丰富。若是普通教师想改善自身教学策略知识水平，可以采用反思与职业规划这两种方式，诸多学者均
提及这两种方式对教学策略知识有显著影响。
2) 教学设计
由舒尔曼的学科教学知识(PCK)和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演变得出，教学中的技术知识亦
是卓越教师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根据杨俊林的观点：中学数学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对课堂教学设计、
教学质量的提升等都产生直接影响[15]。陈汉君认为教师对教学设计内容的阐述应该全面而细微，而不是
流于形式[24]。钟志贤、易凯谕、刘晓艳通过结构映射法，对高中数学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水平进行
研究，发现中学教师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来源渠道单一，体系结构浅散，无意识地运用理论的现象比较
普遍[25]。甘火花发现大多一线教师对三维目标的要求已熟知，但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仍然会出现教学
目标把握失当的问题[26]，这说明一线教师对课标的把握还不够充分，同时杨柠也发现高职院校的教师还
需要对课标具体细化有待加强学习。虽然学情分析作为教学设计的一个重大参考要素已经得到高中数学
教师的广泛认同，但同时学情分析的实践还存在许多问题[7]，也就是说国内存在部分数学教师在完成个
人的教学设计时，对学情的分析还不够深刻的情况。杨柠、牛伟强、熊斌和甘火花还发现在进行教学环
节设置时，教师也会出现诸多问题[7] [26] [27]，例如不够重视实践环节、忽视教材中探究式学习等，没
有保留“生生互动”的环节[28]，这对教学效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教师可以不断尝试创新，结合杨晓丹
[29]的结论对课堂的教学设计进行开发和改进。
3) 教学过程实施
在教学过程实施过程中，有研究发现存在着部分数学教师教学方式非常单一的现象[30]。近几年信息
技术在教学课堂中的应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数学课堂中适当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晦涩
难懂的抽象性的数学过程[31]，但过度使用教学媒体，引用关于 TPACK 的阐释，段元美、闫志明、张克
俊等人发现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在支持学生数学学习和理解方面还不够完善[32]。陈克新通过文献研究法
和调查研究发现：高中数学教师的教育技术知识水平普遍低于数学学科专业知识水平[33]。杨琰、胡中锋
也在研究中发现高校教师在信息素养方面呈现缺乏动力，技术不娴熟，水平不够广泛等问题[34]，这些都
是当前中学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违背了信息技术应用的针对性和个性化趋势[35]。造成上述现象的其中
一个原因就是便捷的网络环境，它既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又同时也滋长了不良的教学风气。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也体现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底蕴是否深厚。刘畅通过观察新手教
师和熟手教师运用目光语的课堂教学实录得出新手教师与学生的目光交流普遍缺乏，即使有目光接触，
多数情况下时间很短，甚至谈不上运用目光语加强师生互动的结论[36]。于国文、曹一鸣通过对比中澳法
芬四个国家的中学数学教师课堂交流，发现中国的教师在课堂上大多采取提问作为学生交流的主流方式
[37]。这与胡启宙、孙庆括的研究结论相符合，胡启宙、孙庆括和陈樑认为过多的提问会影响学生的思考
[38] [39]。良好的设问需要精心的设计，韩龙淑建议教师运用元认知提示语进行教学的引导[40]，这是因
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李娜、莫雅慈、吴立宝发现，不同教师在提问学生时对处理
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其中大部分教师更倾向于选择用陈述型的语气来处理学生的错误[41]，并呼吁教师应
该为学生创造更多自我纠错的机会，而不是直白的评判对错。
4) 课堂评价
在课堂评价方面，陈雪从锦借助课堂实录法四位教师进行对比观察，发现目前教师评价学生方式主
要是口头评价，绝大多数情况是“无评价”[42]。段元美等人发现有部分教师不善于采用信息技术对学生
进行评价。这说明中学数学教师的评价素养并不高，这与孙庆括、胡启宙[43]的研究结果相符合。邢利红
认同学生对教师评价的重要作用，并在理论层次上批判了目前评价机制上存在的部分问题[44]，这些问题
在李雪[45]的研究中也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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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高效的教学语言对于学生对于整堂课知识的把握具有重要影响[46]。叶立军、王思凯通过对比新
手教师和经验教师的课堂语言，发现两位教师虽然都认同教学语言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频
繁的肯定性语言是新手教师常用的句型，使用的频率近乎是经验教师的两倍[47]，这与孙庆括、胡启宙通
过对 12 位数学教师采取录像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相一致，而专家型教师不会重复学生的简单答案，在教
学语言上往往采用非常精简的句式。梁芳、宋佰玲、杨鹏宇的研究中发现教师高水平的提问，学生往往
能做出更好的回答[48]。

5. 研究结论
从上述讨论可得到，国内中学数学教师的专业知识的总体现状是，同等水平院校教师的学科内容知
识几乎不受职称、年龄因素影响，学科教学知识与教学语言知识随着教学经验的增长而增长，数学史及
数学文化知识、信息技术知识和课堂评价语言综合表现不佳，教学设计知识、条件性知识来源单一，结
构欠缺。结合上述现状，本研究得出入职时间对教师专业知识有显著影响，即职前教师与在职教师专业
知识差异很大，这与韩继伟、马云鹏与秦颖的结论相符[49] [50]。

5.1. 本体性知识总体差异不大，缺乏横向学科知识与发展的眼光
由于本体性知识主要围绕所教授学科的知识，它与其他知识相比，操作性与灵活性较低，所以同水
平院校的中学教师整体差异几乎不大。杨柠在研究中也发现只有极少数教师会在理论性知识上不及格[7]，
说明国内中学数学教师的本体性知识整体水平是合格的。在本体性知识中除却学科内容知识之外，在目
前的中考高考内容中几乎没有多少比重，一定程度上遮盖了这些文化性知识的重要性，而数学教师综合
表现不佳的原因可以归根于部分教师没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本体性知识，需要提升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
意识，其中数学史知识较差的现象，从职前教师的身上便有所体现[45]，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加强相关的职
前教育。

5.2. 条件性知识缺乏基础知识考核，教学经验的增长会提高理解程度
条件性知识作为教师因材施教的理论基础，它的实践意义可见一斑，而且教师只有掌握一定量的教
育学和心理学知识，才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更好地引导学生，所以教师资格考试中需要调整对职前教师
进行基础知识考核比重；又由众多研究发现，中学数学教师会随着教学经验的增长，对条件性知识呈现
更可观的理解效果，这也说明条件性知识的学习需要适当地结合实践性操作，帮助职前教师完成从理论
到实践，从条件性知识到实践性知识的高效学习。

5.3. 实践性知识个体之间差异最大，可视化的问题最多
由于实践性知识较其他类型的知识具有更强的外显形式：课堂教学效果，所以实践性知识的状况可
以在实际教学中进行有效的度量，这一观点与吴琼，高夯提出的“对教学设计能力的解释贡献最大的是
教师专业知识[51]”相符合，同时，实践性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教师的观察和经验，所以这种对教师自主性
学习要求较高的知识成为教师之间专业知识差距最大的表现，这与吴琼、高夯、韩继伟的结论一致[52]。

6. 贡献与不足
通过对国内中学数学教师专业知识现状的述评，结合多位学者的研究[53]-[58]，专业知识是教师专业
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并提出如下职前教师专业知识培养建议：教师教育的重心或许应向后调整，本体
性知识应该作为职前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要加大文化性知识的补充；条件性知识应该注重基础，结合
适量的教育实习以及课后反思和同行之间的经验交流[4] [59] [60]。教师要本着学无止境的心态，坚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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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升，入职之后多加关注自身实践性知识水平，自我反思，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职业，顺势而为。
由于能力有限，本研究没能实施地域广泛，代表性强，数目可观，分不同职称和层次的教师问卷调
查，而且在已有的学术研究中，关于教师的数学观和数学思想现状的学术研究较少，故在本研究的叙述
不多。

7.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本人将致力于教师职前培训与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基于国内中学数学教师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现
状，将研究对象调整为职前教师，针对上述现状中的问题，提出相对应职前教师专业课程结构的缺陷，
并结合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提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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