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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trology”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study on geology, and is also a
foundation of other follow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differences on
teaching approaches betwee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n teaching or studying the course i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and Boise
State University.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therefore the effect and quality of teaching on the “Petrology” cours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o provide lessons that merit
attention for other geolog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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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岩石学》是高等地质院校本科生的必修课，是其它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笔者基于在中国地质大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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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以及美国博伊西大学讲授或学习《岩石学》课程的经历，介绍了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在该课程教学方
法上的区别。目的是通过对比分析，完善国内高校“岩石学”课程教学改革，以期提高该学科的教学效
果和质量，并为其他地质学基础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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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岩石学是地质类专业学生的基础课和必修课，也是其以后从事地质相关工作的基础。其是研究地壳、
地幔及其它星体的岩石成分、结构、构造、产状、分类、命名、分布、成因、演化历史及其与成矿作用
的关系等方面的科学[1]，该课程渗入资源勘查、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等众多领域中。岩石学课程教学内
容繁多且复杂，学生学习难度较大，易出现学习兴趣不高、积极性不足的情况。而且，各高等院校教学
改革其学时的同时，并未对教学内容做出相应的调整，致使教师在课堂学习时间只能灌输过多的内容，
但学生难以全部理解和吸收，严重影响教学质量。那么在有限的学时里，怎么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实现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并举，最终达到为社会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教学目标呢？
笔者于 2018.12 月至 2019.12 在美国博伊西大学进行交流访问学习，并旁听了该校的“岩石学”课程，
对他们关于该课程的讲课方法感触颇深。同国内一样，该课程教学也是分为两个部分：理论课和实验课
教学。但无论是理论课程还是实验课程，其在教学方法、方式上，又与国内有较大区别。本文详细阐述
了美国博伊西大学的岩石学课程教学方法，并以国内高校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例，基于作者的实践，进
行了对比，以期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实现教学目标。

2. 国内“岩石学”课程教学模式
“岩石学”一般作为国内地质院校二年级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以自然界中各类岩石为学习
对象，包括岩浆岩岩石学、沉积岩岩石学和变质岩岩石学三个部分，每部分又包括岩相学和岩理学两个
部分[2] [3]。该课程一般先讲授岩浆岩和沉积岩，最后讲授变质岩部分，要求学生掌握各大类主要岩石的
特征，包括矿物组成、岩石结构构造以及基本的成因与构造环境。
尽管前人已经对这门课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如，通过趣味实验导入新课，或通过一些相关的科
学问题切入，使学生产生好奇心之后再进行讲解。但现今的课堂授课方式仍是以教师讲解、学生被动接
受为主。总的来看，这种以教师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 刚开始接触专业基础课
的学生易出现畏难情绪，再加上岩石学课程内容体系复杂、知识面广，学生易出现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
足的情况；2) 由于教学内容和时间的限制，师生课堂互动有限，很多教学设计及目标无法实现。如，在
讲解变质岩石学部分变质相、变质带内容时，单单通过教师讲解学生很难领会各变质相、变质带的意义、
判断依据和对应的大地构造环境，应用就更无从谈起；3) 教学效果反馈不及时，教师难以准确掌握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和消化程度。解决上述问题是提高“岩石学”课堂教学效果的关键。
在实验课教学时，无论是岩石手标本实验课程还是显微镜下观察课程，教师均会花半小时左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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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重复相关课堂内容。由于实验课程学时相对理论课程更少，所以，在每次实验课程中，需要学生掌握
的教学标本都较多，一般手标本数量每次课为 10 种岩石左右，显微镜下标本观察为 5~6 种岩石。由于这
些标本是不同类型的岩石类型，比如，岩浆岩实习课标本同时有喷出岩和侵入岩，这些岩石又包括酸性
岩、基性岩和中性岩，变质岩实习课同时有区域变质岩也有交代变质岩，学生很难透彻掌握各岩石的矿
物及其矿物组合特征，导致大部分学生再次见到同种类型岩石时，会出现不认识的现象。

3. 美国博伊西大学“岩石学”课程教学模式
美国博伊西大学岩石学的课时和教学内容，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非基地班和创新班大致相同，总学
时为 80 学时，理论讲解为 32 课时，实验课程为 48 学时。在课堂理论讲授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互动所占
时间远多于我们的课程设置。教师简单讲解知识点，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而且在每次理论课程讲解结束
后，会布置相应的作业，包括与本次课程相关的科学问题或者下次课的知识要点。在上下次理论课时，
每小组代表以 PPT 的形式报告学习内容。显然，这种以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查阅资料获
取知识的教学方式，会让学生更好、更透彻地理解教学内容，牢记相关知识点，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尽管国外教师的讲授过程也是以“面授 + PPT”的方式进行，但是其 PPT 内容多以动画、小视频
和图像为主，大篇幅文字较少，尤其是较难理解的课程内容，比如，P-T 轨迹的演化，其会结合相应的
构造演化模式图，用动画的方式展示出在不同的演化阶段，P-T 条件是如何变化的，不同的构造环境有
什么样的 P-T 轨迹，较直观演示 P-T 轨迹与构造环境的关系，加深学生对该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而且，
对于国际上取得的新进展也会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演示和讲解。比如，利用相平衡模拟软件(Perple_X，
Thermalcalc 和 Domino)计算变质岩中不同矿物组合稳定的条件和变质反应。上述方法与手段在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岩石学教学活动中较少涉及。
实验课程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以及其他的国内地质高校最突出的区别是，手标本与相应的薄片观察
同时进行。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直接对比手标本与显微镜下矿物本身与矿物组合特征，以及岩石组成与
结构样式特征。国内高校的手标本和薄片观察课程通常分开进行，由于两次实验课程中间间隔时间较长，
再加上岩石尤其是变质岩石的矿物较为复杂，学生很难将手标本特征与显微镜下岩石的特征对应起来。
因此，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此外，国外的实验课程课时相对较多，学生也有更多地时间进行矿
物识别和鉴定学习。而且，在实验课中，除了讲主讲教师外，还有 1~2 名助教参与教学，可以及时解决
学生的问题，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并且，学校建有单独的与教学分开的实验室，学生自己自由申请使用。
此外，学校每学期都会组织 1 次野外实地考察，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鉴定能力，还会让书本理论
知识在野外实践中得到升华，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

4. 思考与启发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虽然从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我校与国外高校存在若干差异，但考虑到整体教
学资源、师资力量等因素，亦不能刻意求新。但在以下方面可以改进：
1) 调整理论课堂教学，增加与学生互动环节，尤其对于重要的、难理解的内容。比如，岩浆岩成因
部分，仅靠教师讲授部分熔融、分异作用和同化混染的相关理论，学生很难透彻理解，但如果在授课之
前给学生布置相关文献，并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文献，在下次理论课的时候让学生做报
告，教师再指出学生在阅读后存在的问题，或与学生进行探讨，这样的方式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让学生透彻理解知识点，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2) 增加 PPT 中动画和小视频内容。这些能直接刺激感官的图像，可以更形象地描述地质演化过程，
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并牢记相关知识内容。如，板块构造环境与岩石类型部分，对于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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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此多的构造环境(如，大陆活动边缘、弧后环境、大陆裂谷、大洋岛弧等)以及在该条件下岩石的形
成机制，靠文字讲解学生很难消化全部内容，但是动画和视频会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这些构造环境，以
及它们的热机制，进而更好地理解相关岩石类型的成因。
3) 关于实验课程。首先，我校有相当一部分岩石学手标本尤其是变质岩石手标本不典型或缺失，如
高级变质岩石榴辉岩、麻粒岩，中级变质岩石石榴角闪岩等，需要进行补充。此外，对于一些典型标本，
比如，教科书中提到的一些国外的经典地区的岩石露头，比如在南非科马提岩河岸边采集的科马提岩等
岩石，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尽可能地获得这些典型样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对于薄片
观察实验，由于与手标本实验不是同时进行，导致学生不能将岩石的宏观及微观矿物特征、结构构造进
行系统学习。基于这个问题，应尽可能安排学生同时进行手标本和薄片观察学习，如果实验教室冲突，
可以将手标本带到薄片观察教室，增强学生对岩石在宏观和微观尺度下的结构构造、矿物特征及共生关
系的理解。
4) 增加野外实践课程。地质学是一门基于实地勘察和分析的基础科学，脱离本源环境的纸上谈兵式
的教学对学生的专业思考能力是不利的[4] [5]，因此，在理论课教学的同时，增加相关野外实践课程是非
常必要的。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野外实习，在实践中得到思考，找到答案，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如果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代表的国内地质院校《岩石学》课程能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不仅
能达到较好的教学质量，也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此外，这些教学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地质学其
他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5. 结束语
《岩石学》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以后从事地质及科研工作至关重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科研人才的关键。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与学生的互动时间、
完善理论教学 PPT、改进实验教学条件和方法、增加野外实习课程，帮学生打下坚实的岩石学基础，并
树立一个严谨有效的学习习惯，同时，也将缩小国内地质院校与国外相关高校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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