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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目解读

1.“核心知识”研究背景简述

（1）国际背景

自美国、英国、芬兰、挪威等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

起开始推行“核心课程”改革以来，“核心知识”教学研

究逐渐走向深入，成为全球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美国在

这一方面的研究走在前列，以追求教育“优异与公平”

为目标的“核心知识课程”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其中，

2006年9月公布的《数学课程焦点》指向美国中小学数学

课程泛而不精的问题，目标直指数学核心知识，表明美国

数学教学开始由重能力转向能力与基础并重。同样，开展

核心知识研究的芬兰，在最近几届PISA测试中一直保持

着优异的成绩，这一点已经引起国际教育界广泛关注。

（2）国内背景

人民教育出版社章建跃教授领衔的“中学数学核心

概念、思想方法及其教学设计研究”课题，不仅在国内首

次考虑到“课程焦点”，而且首次考虑到“课堂焦点”，

即“概念的核心”及其教学。在小学阶段，课题主持人于

2007年率先提出了“加强小学数学核心知识教学”的主

张，“小学数学核心知识教学的研究”同年获江苏省中

小学教学研究第七期课题立项。经过13年的滚动研究，

我们团队在小学数学核心知识教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取得进

展。

（3）本期研究价值及突破点

本期研究，我们将基于《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版）》和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个版本的

小学数学教材展开研究，使研究成果在更大范围接受检

验，并能服务于更多地区的一线教师，为小学数学课程设

置和实施提供建议。

2.主要概念界定及阐述

（1）核心知识

目前，人们对于核心知识主要存在三种理解，一

是希尔斯等人所言的“从大量的知识中选择永恒的持久

的”“纯粹的知识”。二是王红等人所倡导的“最有迁移

性知识以及有助于指导学习者进行自我程序与策略建构的

基础性知识”；三是龙宝新等人所讲的“必须让学生掌

握、理解、探明的”某个知识段落的“主体内容与知识主

干，是整个教学活动中的关键链环，是联系全部教学活动

的轴心骨”。三种不同层面的理解，都强调了特定范围内

“核心知识”的核心地位和根本作用。

各门学科都有本学科的核心知识，不同学科之间也可

能有相同的核心知识，但其在学科中发挥的作用是基本相

同的。本课题所指的核心知识既包括显性的知识，也包括

内隐的思想方法。我们认为，核心知识，是指那些适用范

围广，自我生长和迁移能力强，具有统率性和生发性、连

贯性和一致性，处于基础、中心和不可或缺地位，最能体

现学科本质，包含经验事实、符号概念、方法策略、价值

观念的完整性知识。核心知识具有稳固性、序列化、具体

化和共享性的特点，具有“内核”、“吸附”和“繁殖”

意义，具有很强的解释、生长和应用功能。

（2）小学数学核心知识

本课题所指的小学数学核心知识，是指最能体现数学

本质的知识，包括小学教育阶段数学课程体系中学生必须

掌握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数学概念、计算法则、运算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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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性质、数量关系、几何图形特征和计算公式，以及其

所蕴含的核心技能、数学思想方法。概括起来说，包括基

本思想、基本方法、基本原理、基本关系、基本问题等。

从数学整体看，核心知识是一些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从

四大领域看，核心知识是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关系；从知

识序列来看，核心知识是一些知识发生过程中的起点、节

点和拐点；从知识的段落来看，核心知识是一些基本问

题。

（3）核心知识建构

核心知识建构是指通过教师引领、同伴互助、环境浸

润、自我建构，促进学生创生和理解与已有经验联结、蕴

含多重意义、渗透思维方式、引领价值信念的核心知识，

进而形成和完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里的建构既包括具体

核心知识的建构，也包括以核心知识为重要节点的知识体

系的建构；既包括在教师引领与同伴的启发下的建构过

程，也包括学生个体自主建构过程；既包括显性知识的建

构，也包括隐性思想方法的建构。

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研究，着眼解决学生

课业负担较重的问题，突破学生学习浅表化、碎片化的困

境。基于《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对小

学数学课程中的核心知识进行遴选，优化重组课程内容，

并遵循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在课堂教学中放大核

心知识的作用，渗透数学思想方法、数学思考方法和解决

问题策略，凸显核心知识及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让学生

自主、探究、创造性地学习，进而学会学习，实现“减负

增效”和“提升素养”的目标。

基于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以核心知识为

内容载体，以自主建构和引领建构为主要学习方式，注重

联系生活，基于真实学情，立足长程设计，强调深度参与

（身体参与、认知参与、情感参与），提升学习的实效。

基于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需要关注多元教学样

态，形成针对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不同课型的核心知识

教学范式；需要体现学科育人价值，聚焦数学核心素养在

课堂的落地，指向培育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备品格、关键能力和正确的价值观念，同时，需要处

理好“核心知识”与“非核心知识”的关系。

二、研究内容

1.研究对象

基于“课程标准”和国标本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

版等国内多版本小学数学教材，通过组织对比教学和成效

验证，重点关注以下对象：

（1）基于“数学课程标准”的多版本数学教材共同

核心知识。

（2）基于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

2.总体框架

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研究，主要关注四个方

面：

（1）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现状研究。通过

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个层面调查小学生知识学习现状，

提出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研究假设和初步建议。

（2）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理论研究。通过

文献分析，理论思辨，探寻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

内涵、价值及原则。

（3）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实践研究。通过

国内多版本教材共同核心知识的梳理与遴选，绘制小学数

学核心知识结构图，从整体上把握小学数学核心知识；组

织指向核心知识建构“关键课”的教学设计和对比教学，

探讨对“关键课”的评价指标与评价方式，提炼不同阶段

核心知识建构的多元教学模式；基于典型案例分析，归

纳、提炼核心知识建构的路径、方法、策略；基于对比教

学数据和典型案例，分析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影响因

素；对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成效进行验证。

（4）小学数学课程内容设置和实施建议研究。通过

实证研究，对我国小学数学课程的政策制定、内容设置

（容量和难度等）与教学实施提出参考建议。

课题总体框架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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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难点

（1）研究重点：第一，指向核心知识建构“关键

课”的教学设计和对比教学；第二，不同阶段核心知识建

构的多元教学模式；第三，核心知识建构的路径、方法、

策略。

（2）研究难点：第一，不同阶段核心知识建构的多

元教学模式；第二，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成效验

证。

4.主要目标

（1）通过对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内涵、价值、原则

的研究，厘清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理性认识。

（2）通过对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路径、方法、策

略的研究，对基于多版本教材共同核心知识的梳理与遴

选、小学数学核心知识逻辑关系图绘制的研究，对不同阶

段核心知识建构的“关键课”教学及其多元样态研究，推

进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实践走向纵深。

（3）通过对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成效评价，对国家

小学数学课程内容设置和教学实施提出建议。

三、思路方法

1.研究思路

本课题以国内外本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基础，以

当下小学生数学知识学习的现状为前提，以多版本教材共

同核心知识及其建构的教学为研究对象，从教育学、心理

学、课程论、教学论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构建理论分析

框架、对比教学方案、评测分析工具，提出研究预设，通

过共同核心知识梳理、指向核心知识建构的“关键课”对

比教学，验证研究假设，实证教学成效，归纳不同阶段核

心知识建构的多元教学模式，分析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

的影响因素，提炼核心知识建构的路径、方法、策略，为

国家教育行政和业务部门的课程政策制定、课程内容设置

与教学实施提供参考建议和和路径选择。

2.主要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梳理国内外文献，构建理论分析框

架，为小学生知识学习现状把控，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

的内涵、价值、原则分析，教学实验设计和教学效能比析

等提供理论依据。

（2）实验研究法：梳理、遴选核心知识，开展核心

知识“关键课”的对比教学，分析教学效果及影响因素，

再开展第二轮对比教学，实证核心知识教学成效，积累典

型案例。

（3）案例研究法：在前期教学实验的基础上，对典

型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路径、方

法、策略，不同阶段核心知识建构的教学模式，“关键

课”的评价指标，核心知识建构的影响因素。

四、组织分工（组长姓名后面带★）

1.工作小组

（1）文献梳理：周孝勇★、欧虎、朱婧玮、谢晓彤

（2）问卷调查：姜华★、王玉洁、周秋月、孔令春

（3）实证数据：李丹★、唐莉、朱建玲、张文苑、

欧虎、杨梦龙、蒋云

（4）资料收集：李丹★、赵静、刘敏

2.研究小组

（1）核心知识教学研究进展：周孝勇★、欧虎、朱

婧玮

（2）核心知识教学现状：姜华★、李丹、王玉洁、

朱建玲、周秋月

（3）核心知识建构的内涵、价值与原则：朱小平

★、张文苑、谢晓彤

（4）核心知识的梳理与遴选：黄为良★、王俊亮、

魏光明、刘正松等

（5）核心知识“关键课”对比教学、逻辑关系图绘

制形成包含教学设计、多媒体课件、练习设计、逻辑关系

图的教学资源包。
内容板块 参与人员

数的认识 刘正松★、张文苑、赵静、周秋月、杨梦龙

数的运算 刘正松★、张文苑、朱建玲、朱婧玮、孔令春

比例和方程 魏光明★、王玉洁、周秋月、谢晓彤、蒋云

解决实际问题
（含策略）

魏光明★、唐莉、戴香华、王玉洁、蒋云

探索规律 刘正松★、王娟、赵静、朱婧玮、刘成涛

图形的认识 朱小平★、姜华、李丹、欧虎、刘敏

测量 王俊亮★、李丹、周孝勇、朱建玲、谢晓彤

图形的运动、
图形与位置

朱小平★、李丹、戴香华、邱礼婷、蒋天峰

统计与概率 王俊亮★、唐莉、王娟、姜华、高沈、邱礼婷

（6）教学模式建构：王俊亮★、魏光明、朱小平、

李丹、丁维虎

（7）教学路径、方法与策略：魏光明★、刘正松、

朱小平、王俊亮等

（8）教学评价与成效评价：章飞★、李丹、王娟、

张文苑、姜华

（9）课程实施建议：章飞★、魏光明、王俊亮、朱

小平、刘正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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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学影响因素：朱小平★、周孝勇、赵静、

欧虎、蒋天峰、丁维 

五、研究进度

1.第一阶段（2020.1-2021.1）

（1）梳理课题组前期研究成果，检索、分析国内外

最新文献，搭建研究框架，填写课题申报书。

（2）组织问卷调查，形成调查报告。组织全体课题

组成员进行培训和理论学习。

（3）撰写文献综述和课题开题报告，组织开题论

证。

（4）组织多轮次基于《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的多版本小学数学教材研讨活动。

（5）启动梳理多版本教材共同核心知识；启动指向

核心知识建构的“关键课”的对比教学。

2.第二阶段（2021.2-2022.8）

（1）完成多版本教材共同核心知识的初步梳理，绘

制核心知识逻辑关系图。

（2）组织指向核心知识建构的“关键课”教学设计

和对比教学，积累典型课例资源包。

（3）开展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路径、方法、策

略的研究。

3.第三阶段（2022.9-2023.12）

（1）继续组织指向核心知识建构的“关键课”对比

教学，调整教学设计，初步建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

（2）开展不同阶段核心知识建构的多元教学模式研

究。

（3）组织效能分析与中期评估；组织成果展示推介

活动。

4.第四阶段（2024.1-2024.12）

（1）调整和完善小学数学核心知识结构图。

（2）开展指向核心知识建构的“关键课”评价指标

与方式研究。

（3）开展核心知识教学成效验证研究，初步梳理课

程内容设置和教学实施建议。

（4）扩大课题实验范围，开展第二轮实验。

5.第五阶段（2025.1-2025.9）

（1）开展核心知识建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2）开展课程内容设置和教学实施建议研究。

（3）提炼研究成果，完成专著编写。

（4）组织成果展示和推介活动。

（5）撰写课题研究报告，提交论文和专著，申请结

题论证。

六、经费预算（略）

七、预期研究成果

结题时，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高相关论文3～4篇；

出版学术专著1部，约15万字；提交研究报告1份；提供

教学资源包若干。预期研究成果具体见下表：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1 2025.8
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

学探索
专著

2 2025.9
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

学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3 2021.12
共同核心知识的梳理与“关

键课”教学探索
论文、资源包

4 2022.12
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

学内涵、价值及原则
论文

5 2023.12
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

学策略与范式
系列论文

6 2024.12
小学数学课程内容设置和实

施建议
论文、报告

（本课题获奖情况：“小学数学核心知识建构的教

学研究”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部

重点课题。其阶段性研究成果《小学数学核心知识教学的

理论与实践》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于2020年12月出版，

“小学数学起点型核心知识体系建构与教学实践”获第五

届江苏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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