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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哪里去
研究目标与内容
预期成果

 我是谁
核心概念界定
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我怎么去
研究思路、方法与计划安
排、研究任务分工、经费
预算、主要参考文献

我从哪里来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现状综述

开题报告框架



1 看了那么多的文献，不知道怎样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也不知道怎样跟自己的课题研究很好的关联起来？

3 看了很多教育研究方法的书籍，可是面对要研究的具

体问题时，还是不知道怎么研究？

2
教育理论大都是抽象化的，而教育教学实践则变动不居，

理论与实践之间常常是两张皮，理论基础常常是一个孤岛，

不知道如何如自己的课题研究结合起来？



如何勾画
“研究之流”？





文献综述——
研究的再研究

综而不述，缺乏定性分析，大段援引“**
这样说……” 然后“**那样说……”，未围绕
自己的研究问题，确立自己的研究空间。

述未分类，流水账似的呈现研究成果
，胡子连着眉毛，时空混乱，条理不
清，一逗到底。

非重点文献、陈旧文献

把理论文献、政策文件与实践探索
交织在一起



国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 ：
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较多，其中职业教育较为成功的国家有如德国采用“双元制”、日
本采用企业职业教育模式、澳大利亚采用TAFE职教模式包括英国的现代学徒制，这些职业教育模式
的名称虽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培养学生时需要政府、企业、学校的合力。综观
世界职业教育实践，凡是办出特色、水平很高的国家，政府无不承担起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
行业企业无不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运行过程。
通过阅读关于国外现代学徒制尤其是英国的现代学徒制的文献，整理出以下几方面的观点：
（1）国外实施现代学徒制，归纳起来有几大特点： 
A.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 B.多方参与，利益均衡；C.以企业为主，工学结合； D.学生学徒，身份双
重； E.教育标准统一规范； F.现代学徒制与职业资格体系相融通等。
（2）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尤其是英国现代学徒制成功的原因：
A．政策法规的强力推动是实现现代学徒制的重要基础； B．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是实施现代学徒制
的基本保障； C．强化管理是实施现代学徒制的必要条件； D．校企合作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决定了
现代学徒制的成效和水平； E．灵活的推进过程保证了现代学徒制实施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性。

英国现代学徒制的本土化实践研究 



案例：职业学校新疆班学生教育和管理研究

       新疆班教育管理。在中国知网键入主题“新疆班教育管理”共检索到30篇文章。王治
玉的《内地新高中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教育管理对策》（2007），张伟明的《新疆班教
育教学管理策略的研究与实践》（2010），许静的《关于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
理的几点思考》（2010），玉山—吾斯曼的《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现状浅析》
（2010），都是关于内高班和内地高校班级学生的教育管理，论述了不同族群在内地教育管
理的现状。从期刊论文看，教育管理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述评或介绍，如
许菊的《文化适应模式述评》，《外语教学》，2000年第3期；任裕海的《论跨文化适应的可
能性及其内在机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１期；陈慧、车宏
生、朱敏：《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心理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一类是实
证研究，这类研究相对丰富，如吕玉兰的《来华欧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调查与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增刊；郑雪、David sang的《文化融入与中
国留学生的适应》，《应用心理学》，2003年第１期：Kou Yang的《一个美籍苗人家庭的迁
徙历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陈慧的《留学生中
国社会文化适应性的社会心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在我国，对中等职业学校新疆班的教育和管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确定3-5个关键词

在“博学”与“独创”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使用”而非“展示”，始终把研究问题
植入前人研究的背景中进行梳理、分析和
论证,不只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找到支撑该研究的基本文献（经典文献、前
沿文献、综述文献、批判文献） ，经由前沿
文献，到经典文献，顺藤摸瓜，构筑知识网
络。

文献综述——
研究的再研究



中职英语情境教学法的案例研究

直接相关：
   情境教学法
   中职英语教学
   案例研究

间接相关：
   情境教育
   高中英语教学
   



       近年来，各级各类教师远程培训项目陆续开展。这些项目在提供精心设计的培训内容、跨
时空的公平学习机会及优质资源的同时，也出现教师消极抵触、应付了事、反感逃避等现象，
这些现象可以用教师对远程培训的阻抗来概括。为更好地认识教师远程培训中阻抗产生的原因，
帮助培训机构和管理部门更有效地组织和设计远程培训项目，本研究其进行了调研与分析。 
（一）部分教师参训态度不积极，缺乏动力，主体意识不强 
        参训教师积极性不高是远程培训中最重要和棘手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很多教
师安于现状，缺乏主动性。吴雪敏( 2013) 调查显示，大部分教师没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或目
标模糊，没有主动参加培训的意愿，对培训持消极被动的态度。 二是对培训的作用和意义认识
不够，主体意识不强。任毅( 2012) 认为有的教师只是迫于上级部门的要求而参加培训，其目的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三是由于管理部门对教师参与远程培训的学时要求、认证和作用有明确规
定，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将远程培训教师考评、职称评定等挂钩，使教师参与远程培训的功利性
增强，影响其对远程培训的认识和态度。 四是远程培训内容与教师教学实践脱节，难以吸引教
师投入培训。例如，林雄( 2008) 研究发现教师远程培训中网络课程内容缺乏实效性，造成培训
效率低;刘峰( 2016) 也认为远程培训在某些 层面无法较好地实现学以致用，制约了教师参与培
训的积极性。 

          教师远程培训的阻抗研究



      ( 二) 教师工学矛盾较突出，可支配时间少 
   学习主动性和内驱力不足是影响教师参加培训的首要因素，而客观因素则是教师繁重的日

常工作 ( 周进勇， 2012) 。他们的工作除时间长外，还有多、 杂、交错等特点，除教学外还要
处理班级事务、参与教研活动、与家长沟通等，每天繁杂的工作让他们难以静心参加培训。陈
文龙( 2015) 调查显示，教师可支配时间和教学工作量对教师培训影响最大。教师 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个人可支配时间较少，不可能较多、较完整地参加培训，进而影响
培训效果。在培训过程中，大多数教师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自身工作太忙，学习时间难以保证，
培训与工作、生活、子女教育时间之间的冲突导致他们情绪低落，对培训产生倦怠( 孔维宏，
2011; 徐恩芹等， 2015)。

 ( 三) 教师对技术环境下的新型培训方式不熟 
   远程培训有别于传统集中培训，其中教与学的准永久分离状态，会引发师生、生生交流反

馈不及 时、在线学习支持服务不完善、激励机制不到位等问 题。这些问题也会影响教师参与远
程培训的积极性和持续性。李凤兰等( 2011) 认为由于参训教师在线学习时间不确定，求助时得
不到及时反馈，会影响他们再次提问的积极性。陆晓莉( 2014) 认为虽然远程培训中培训机构提
供的在线答疑服务解决了教师学习的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在网上交流困难，沟通花费时间长
，教师精疲力竭地工作后失去了主动 学习的热情和耐心，对问题探讨也丧失了积极性。 再者，
部分教师缺乏远程学习经验和能力，面对新的工具平台、培训方式，出现网络工具使用不熟练
、在线学习计划安排不合理等情况，也使远程学习无法有效开展( 廖宏， 2009) 。 



   综上所述，远程培训中，教师个人、教师职业、远程培训本身均可
能对教产生阻抗现象，厘清引发这些阻抗现象背后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
施，是本研究开展的首要目的。



      近年来，研究者普遍意识到MOOC完成率很低，引发对课程质量的讨论。如斯坦福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牌大学提供的MOOC，学习者綴学率高达
80%到95%。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软件工程”课程为例，五万多名注册学员仅7%学完
课程拿到证书（Meyer，2012），一些反对MOOC的人认为，惊人的高綴学率表明
MOOC只是一种营销炒作，注重吸引更多人学习而不关注其获得多少学习成果
（McKiernan，2012）。也有不同观点认为，不能单纯地将完成率作为衡量MOOC质量的
唯一标准，学习者的期望、能力水平也是干扰完成率的因素（Fini，2009）。完成率低不
能说明课程质量一定低，但质量确实是影响完成率的因素之一。
   
        针对如何提高MOOC质量，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建议。例如，课程发布者或平台
可采用认证机制提高课程质量，让学习者和第三方机构对课程进行评估，从而得出课程质
量排行榜（Eaton，2012）。上述方式可以淘汰那些不能满足学习者需求、评级较差的课
程，从而促进机构和个人制作高质量课程（Daniel，2012）。课程建设者的自身努力与非
正式评估，以及参与者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发表的评论是保证和提升课程质量最有效的做法
（Yuan & Powell，2013）。同时，机构还应向教师提供培训，使其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提高课程质量（Kanwar & Balaji，2013）。还有学者从学生视角讨论MOOC的质量问题，
认为课程质量和可持续的商业模型、知识产权、课程设计（含评价设计）、学分认证等问
题密切相关（Finger & Capan，2012）。

          MOOC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在影响MOOC质量要素方面，唐斯（Downes，2013）分析了影响MOOC质量的四个
关键因素：自主性、多样性、开放性和交互性。柯诺来（Conole，2013）基于其“7Cs”
学习设计框架总结出影响MOOC质量的12个因素，包括开放性、大规模、多媒体、交流程
度、合作程度、学习途径、质量保障、反思、证书、正式学习、自主性和多样性等，为设计
和评估MOOC提供了重要参考。还有学者认为MOOC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最重要的因
素表现在开课前提供给学生的信息中，包括课程内容、课程类型、教学方法、预备知识、截
止日期、技术要求、教师角色、交互可用性、课程级别、是否提供证书等（Creelman et al.，
2014）。

       还有学者将在线教育及远程教育质量的研究成果迁移到MOOC领域。费尔南德斯等人
通过比较ADECUR和UNE66181:2012两个在线课程质量评价工具，提出了评价MOOC质量
的四个维度：教学内容、教学法、可访问性、虚拟学习环境。罗斯维尔和詹森（Rosewell 
& Jansen，2014）从策略管理、大纲设计、课程设计、课程交付、人员支持、学生支持等
方面列出了33条适用于开放大学的MOOC质量评价基准。瑞德和罗德里戈（Read & 
Rodrigo，2014）基于西班牙国家远程大学的质量保证经验，从主题、内容、课程时间、结
构等方面提出了MOOC质量评价标准。以上这些框架和标准主要用于课程开发完成后的质
量评价，对课程开发完成前需要做的预防性措施基本没有提及。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MOOC质量问题已经引发研究者的关注，国外
已经开展了较多的讨论和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意见。然而，当笔者在中国知网
（CNKI）以（‘MOOC’+‘慕课’）*‘课程质量’、‘MOOC’*‘慕
课’*‘质量保证’为关键词检索时，发现国内对MOOC质量保证方面的研究基
本处于空白状态，尚未有具体、可参照的课程质量规范。为了弥补该领域研究的
不足，本文以国外相关研究为基础，参照在线课程质量保证方面的经验和成功实
践，并结合MOOC的特征，尝试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MOOC质量保证框架，
以期推动优质MOOC的开发与运营。



        使用连接词和一些常用句型，如表示观点相同或相似的词语，“也是、另外、

再者、同样的”，表示观点不同的词语，“然而、相反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

如此”，对一些内涵很丰富的观点进行文献综述时，可先用“多数学者认为……”

来表明一种观点，再以“然而，某某却认为…...”作为转折过渡词，将不同观点进

行有效串联，突出另一种不同的观点或声音，在常用的句型方面，可以用“归纳

了……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指出了……及其……研究的主要进展”、“讨论了……的

类型、影响因素、过程机理和描述方法，在此基础上，对……规律的研究前景进行

了展望”、“过去研究主要集中在……（深度上）……（广度上）……（有争论的问

题）…..”等等。作者本人观点可以贯穿其中，在叙述每个问题或观点之后，随时发

表自己的看法。所谓本人观点其实就是要用自己的理解和语言对文献进行总结、评

述。



在一次职业学校研讨会上，一位老师说：“理论只有用的上时才

有用”。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理论似乎是课堂上最不需要的东

西，它看起来深奥莫测、宽泛笼统，与教学实践毫不沾边。

在开题报告中，总是需要写出研究基础，于是往往搬来一

大堆理论，哲学的、心理学的、管理学的、社会学的、教育学的

理论，仅仅将各种理论往那里一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中职名师工作室建设研究与实践”——成人学习理论、建构

主义理论、终身学习理论。

1

2



l 为什么需要理论？
    基本观点：不能用无知去研究未知（先行激发、共时建构、

事后解释）
l 什么是理论？
    一组具有逻辑关系的假设、命题或者概念框架。
  （一）陈述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与命题（高的受教育程度

（自变量）倾向于低的生育率（因变量）
  （二）提供一套概念语汇和分析框架（杜威：经验；情境学

习理论：情境、实践共同体、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瑶山中有一种极严格的人口限制习俗。因之在瑶山中
堕胎和杀婴是公认的“道德习惯”。和我们一同进山的那
位“科员”曾经很热烈地批评过他们，“瑶人真野蛮，生
下孩子活活地杀死。”

          后来我们就问瑶人，“你们不爱孩子么？生下来杀死
多可怜呢？”他们的回答：“没有田地给他们，长大了不
是把瑶山都搅乱了么？”完全是马尔萨斯人口论者的论调。

——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建构理论的砖石和基本材料。
没有准确的概念，明晰的思想和文字也就无从谈起。

概念的抽象性对于理论有着重要
的作用，提供一种观察或勾画那
些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事物的方式。

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框架性知识和网络，它将各
种单个的研究成果相互连接，使不同的经验得以组
织。一旦从各种“一文不值”现象、事实和材料中
提炼出某种概念，就会令人耳目一新，大有价值

“化熟为生”

概念界定



掌握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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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本领 技巧 技术技能

——黄景容



核心概念界定

   词典定义      学者解读       校本理解      
   抽象性定义、操作性定义 
   核心概念之间关系的界定



从理论文献中借用概念

从经验材料中提炼概念

如何形成
概念？



概念操作化

       在教育课题研究中，经常会涉及到相对比较笼统、抽象的概念或

问题，不可以直接提出观测变量和指标。这需要进行概念的操作化过

程，从概念的抽象层，逐步下降到其操作层的过程,转换成可进行经验

观察的假设和指标的过程。（抑郁症测试）



教育选择：理性还是文化

• 现象
         ——相比于城市学生，外来工子女通常有着较低的教育期望和不

乐观的教育选择，一项关于武汉市外来子女教育期望的调查显示，仅
有约20%的外来工子女愿意在初中毕业后继续就读高中。（甘丽华，
2009）

         ——生活在经济社会条件较差的马拉维农村的学生，虽然遭受劣
势条件的制约，但他们却反常的表现出较高教育期望。（弗莱，2012）



           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外来工子女并没有像弗莱研究的马拉维

的农村学生那样，因为文化观念的激励而表现出较高的教育期望，

相反，他们的教育期望远远低于城市学生。是文化的解释在中国

不适用，还是外来工子女过于理性？在进行教育选择的过程中，

理性选择和文化价值观是如何交互作用的？

问题



研究假设

●  理性选择路径对于教育选择有着独立的影响作用
      个人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
      家庭资源越多，越倾向于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
      家庭非经济资本对于教育选择的影响大于经济资本。
● 文化图示路径对于教育选择有着独立的影响作用
●  理性选择路径与文化图示路径对于教育选择有着交互的影响作用
●  理性选择模型与文化图示模型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有着不同的交

互作用



变量与操作化

• 因变量：教育选择（“初中毕业后，准备做什么”进行操作化，
回答1.普高；2.职高；3.打工、参加工作；4.回家务农；5.呆在
家里；6.其他。

• 自变量：个人能力（主客观结合；标准化测试的数学成绩，青
少年对自己学习能力的评价）

    是否同意以下说法：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较同意；
4.完全同意中对于

    我觉得我是个聪明的学生
    我觉得我是个学习很努力的学生



概念操作化

• 经济资本（家庭经济收入……
• 社会资本（父母、亲友的职业类别……
• 文化资本（父母的文化水平、教育期望、

选择普高、中职的态度……

家庭资本



如何应用理论？



l 积极心理学观照下整体构建中职德育体系的实
践研究



l 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
l 问卷调查法、案例研究法（什么时候用、怎么用）
  （苏北农村中职生流失的原因与预防研究）
  （职业学校名师培养机制的实践研究）



案例1：问卷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编号）
基本信息  （1-6）

校企合作广度

合作主体广度
专业的合作企业数
企业的合作学校数
专业覆盖率

合作内容宽度 合作内容的项数

合作受众参与度
在合作企业参加顶岗实习学生比例

企业连续挂职3个月以上专业教师比例

校企合作深度
企业投入资源

企业投入资源种类
企业投入资源数量
企业投入方式

校企合作基础 契约性合作比例
企业主导性 企业主导程度

校企合作持续度

校企合作持续时间 平均持续时间
最长持续时间

 校企合作频度 项目合作频率
校企合作的稳定性 稳定合作企业比例

校企合作机制
校企合作管理与服务机构
校企合作法规与制度
校企合作机制运行效果

校企合作有效度
校企合作满意度 学校满意度

企业满意度
校企合作成果 就业率、双证书率、具体成果数
校企合作收益 学校、企业、政府综合收益

总体目标
校企合作现状

四维结构模型，32个
二级指标，13个相关
度大于3的二级指标，
修正，27个三级指标。



科技合作四维结构概念模型（李梦学，
2008）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题目编号

个人状况 基本信息 1-8

学校教学
教学状况 9、10、13-15

生存状况 11、12

学校教学管理   16-26

教师教学方式   27-40

教师教学态度   41-44

教师专业发展   45-52

教师工作满意度 53-62

案例2：  问卷框架

总体目标
探究教师层面影
响学生学业成绩
的因素



案例3：问卷框架

                                                                
专业对口
实习期限

跟班管理或指导

住宿餐饮

实习报酬
禁止性规定

    

问卷框架

实习形式

单位要求

组织实施

实习协议

管理要求

违纪管理

总     则

实习组织

实习安全

实习考核

实习管理

实习时间

实习保险

同岗位实习数

不合规行为
学生实习要求

原汁原味
深入浅出



办学理念
治理结构

常规管理

专任教师
兼职教师

资产管理

    

问卷框架

校务管理

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

教师管理

后勤管理

安全管理

章程制度

校园管理

学生教育

班主任（辅导员）

食宿管理

财务管理

科研管理

党委权力

行政权力

学术权力

民主权力

咨询监督权力

案例4：问卷框架



初稿

1.你所在学校的性质（）公办职业院校、

民办职业院校

2.您所在学校级别（）国家示范性高职

院校、除示范外高职院校、国家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性、示范外中职校

3.您的职称（）初级、中级、副高、正

高

4.您的年龄（）

修改稿

1.您的工作职务是

□①校领导□②涉及校企合作工作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如校企合作办、教务、科研、实训等）□③二级院系（部）

负责人□④其他人员

2.贵校的性质是□①公办高职□②民办高职□③公办中职

□④民办中职□⑤其他

3.您所在学校的隶属于□①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②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③企业□④其他
4.您所在的学校位于以下哪个区域□①东部地区□②中部地

区□③西部地区

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治理结构和实现途径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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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栏目：
学术视界
课程教学
区域巡礼
文化寻宝
课题博览
管理论坛

 jsjyzjb@126.com

 http://www.educators.cn/



中职校专业教学对接工作岗位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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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zi204@126.com
•15951905371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见山依旧是山，见水依旧是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