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19, 9(3), 235-239
Published Online May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3040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Problem-Oriented
Method to “Petroleum Geology” Teaching
Zhilong Huang*, Gang Gao, Mingliang Sun
College of Geo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th

th

th

Received: Apr. 16 , 2019; accepted: Apr. 29 , 2019; published: May 6 , 2019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petroleum geology” in this
paper,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were put forwar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favors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 and was advantageous to the cultivation of excellent attitude towards study and good learning habits. However, the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can only be applied when the assessment system was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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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分析“石油地质学”教学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导入型教学法的可行性与必要
性，指出问题导入型教学有利于师生互动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有利于学生良好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的培
养，但导入型教学需要改变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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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石油地质学”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是国家级精品课
程[1]。“石油地质学”也是一门同时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学科，给学生讲授石油地质学不仅要传授知识、
讲授原理，还应善于引导学生提高对石油地质问题的兴趣，探索解决实际地质问题的方法。目前本科生
教学改革与实践主要以知识传授为主，如何探索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让他们尽快掌握思考问题的方法
是目前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大学教育阶段，传授知
识固然重要，但传授获得知识的方法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专业课的讲授过程中，重点在于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探索研究的积极性[1] [2] [3] [4]。因此，教学形式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采用“以问题导入为切入
点多形式结合的互动交流”等教学手段，可以创造更为浓烈的教学气氛，使学生提高基本素质、夯实基
本知识、培养基本能力、提高基本技能。

2. 问题导入型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2.1. 石油地质学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虽然高校很早就意识到大学课程不能以课堂讲授为主，提出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
教学理念[5]。但是由于传统习惯根深蒂固，学生被动学习、参与性差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通过多年的
教学经验，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师生互动较少，老师讲授为主
师生互动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不是在课堂上师生之间单纯进行眼神或者语言交流，如上课提问等，
而是上课时老师为增加课堂气氛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先由老师发起，之后邀请同学与自己合作实现某一
教学目的、解决某个实际的地质问题，或是协助老师完成某个教学环节的过程。长期以来，由于石油地
质学课程内容较多，为了完成教学大纲要求，很多老师对师生互动的重视度不够，形成了“填鸭式”的
教学方式，最终导致学生记忆不深刻，以及“考完试就把内容还回老师”的恶性循环。
2) 学生兴趣不浓，课程参与性差
在对学生平时课堂表现的长期观察中发现，课程进行一半时，大部分学生会出现打哈欠、看手机等
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通过匿名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对传统的以老师讲课为主的授课方式兴趣不高，千
篇一律的“老师讲课，学生记录”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在一整天的长时间听课和做笔记过程中产生疲劳、
麻木感，从而无法在课堂上保持持续的专注。再者，抽象的概念和晦涩难懂的理论使得同学们很难在课
堂的短暂时间里记忆、理解与运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多次尝试但无法跟上
老师的课堂节奏后，学生易丧失信心，把注意力转向课堂外的事物。在与部分学生的深入交流中，进一
步得知，不少学生上台汇报时容易出现紧张情绪，对自己信心不足，台下分组讨论时较为积极，但不愿
意主动上台。除组长以外对汇报贡献率较低，主动参与度不足，但有参与意愿，因此老师的鼓励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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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极为关键。
3) 课时安排有限，课程任务繁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石油地质学课程总课时是 64 学时，其中习题课和实验课 16 学时。该课程内容
广泛，基本概念较多，涉及油气成藏的“生、储、盖、圈、运、保”的各方面。老师很难在规定的学时
内达到全面、系统、细致的讲解，容易出现学生对知识“吃不透”的现象，任课老师和不少学生均认为
需要延长学时。怎样在规定的学时内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是目前石油地质学教学改革中的难题。

2.2. 问题导入型教学的优势
问题导入型教学是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老师与学生积极互动，以老师为引导、以问题为线索，
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在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
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传统教学法相比，其优势如下：
1) 集中学生注意力，教师学生均受益
问题导入型教学是老师先提出问题，这样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与求知欲，使学生在听老师讲解
时注意力更加集中，思维更加活跃。通过问题导入型教学，学生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同时也掌握了教师上
课讲授的新内容。只要问题导入型教学方法使用得当，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用问题启发思考，使学生主动学习
好的问题导入型教学，是一把开启学生学习兴趣大门的金钥匙。学生带着问题主动听课的效果与单
纯被动地接受知识效果会大不一样。在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学生自己主动跟随老师一步步
探寻问题的真相和答案，可以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并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长此以往，学生对
专业的兴趣有所增强，学习主动性将得到提升。
3) 让学生积极参与，从课堂获得成就感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剥夺了学生独立思考、发散思维的权利[6]。在问题导
入型教学中，学生以主人公的身份完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让他们体会到成为课堂主角的满足感和责
任感，师生互动的成果更能增加他们的成就感，这对他们对石油地质专业信心的建立至关重要。

3. 问题导入型教学对石油地质学教学改革的推进
3.1. 课堂教学方法的改进
传统的教学往往局限于课上老师的讲解，缺乏课前问题导入及课下准备的环节，问题导入型教学就
是要改变这一现象。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在“学堂教科论”一文中写道：“我们教书，并不
是像把水注入瓶子一样，注满就算完事，最重要的是要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
或一字一字的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甚至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
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们。”强调教学改革要使学生学习有兴趣，不主张注入式教学，提倡启发
式教学。
现代信息技术及其发达，问题导入型教学中老师可以充分利用 QQ 群、微信群、电子邮箱等现代化
社交、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课上大家需要思考与讨论的问题，学生有问题可以及时提问，老师在课下也
可及时反馈，提高了学习效率。问题导入型教学要求老师减少理论课的讲授时间，增加学生讨论和上台
表现的机会。在石油地质学课程中，我们实行小班教学模式，一个班 30 人，给学生设置 6 个讨论题，学
生自由组成 5 人小组，一共 6 个小组，每组一个组长统筹负责，具体分工，共同完成一个小课题。老师
把讨论题目提前发给学生，每节课留出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的时间，大家以 PPT 的形式讨论，每个学生
都要参与点评，最后老师进行总结。例如，在讲解“油气生成的物质基础”这个知识点时，提前一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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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拟定了书本中没有直接表述的两个问题：① 干酪根是如何形成的？它与腐殖化作用和腐泥化作用有
什么联系？② 干酪根组成可以通过哪两种方法确定，干酪根类型与干酪根组成之间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课堂讲解时留出 15 分钟时间让学生参与回答和讨论，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均提前查阅了资料，并在讨
论过程进一步理清了“原始有机质–干酪根”之间的概念和演化。这种形式既给大家提供了展示自己的
舞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又增加了团队协作意识。在准备过程中，学生要广
泛搜集各类文献资料，阅读大量专业文献，而不是只看老师的授课课件，看书更加有的放矢，这样在不
知不觉中掌握了专业知识，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并且能够学以致用。

3.2. 学生学习态度的改变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曾说过：“任何科学研究，最重要的
是看自己对所从事工作有没有兴趣，比如搞物理实验，因为我有兴趣，我可以两天两夜甚至三天三夜待
在实验室里，守在仪器旁，我急切地希望发现我要探索的东西。”问题导入型教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让他们在学习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变被动为主动，给学生更大的发挥空间。在课堂中让学生
唱主角，鼓励学生多问问题。通过老师的组织和引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参与到整个课堂
环节，达到学习知识，提高技能的目的，同时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7]。良好的学习习惯
可以使学生终身受益。

3.3. 课程成绩考核方式的完善
传统教学模式考核方式多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考核方式单一，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往往会出现
考完试就把概念抛之脑后，记忆不深刻的现象。问题导入型教学中，期末成绩不再是单一的衡量标准，
而是要提高平时成绩所占的比例，对表现优异者进行适当加分，突出平时学习的重要性。具体改革措施
为：将平时成绩所占比例提高为 50%，期末考试成绩调整为 50%。通过增加平时成绩比例来增强学生全
程参与的意识，淡化学生只看重期末考试成绩的思想，培养学生善于思考、主动提问的好习惯，从而达
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4. 结束语
“石油地质学”是为我国培养油气勘探人才而在石油类高校中开设的一门基础专业课程，主要围绕
油气成因、油气成藏理论及油气分布规律而展开，然而实际地质条件及勘探状况及其复杂，学生们要学
到的是解决实际地质问题的方法与思路。问题导入型教学就是基于这一点进行的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
导入型教学提倡师生互动，学生也是课堂的主人，有效互动是提高教学质量、强化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
问题导入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重视平时学习的习惯。这一教学方法需要改变课程考核
方式，注重平时成绩的积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石油地质学”教学方法改革任重而道远，需要在教学过程不断探索与总结。只有把石油地质理论
与应用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真正能为油气勘探事业服务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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