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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 记忆与遗忘

1.记忆的分类

（1）根据记忆内容和经验对象划分：形象记忆、逻辑记忆、情绪记忆、动作记忆。

（2）根据记忆内容保持的时间长短划分：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

（3）图尔文将长时记忆分为两类：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4）根据信息加工和存储内容的不同：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2.记忆的品质：记忆的敏捷性、记忆的持久性、记忆的准确性、记忆的准备性。

3.遗忘

（1）最早研究：艾宾浩斯

（2）遗忘的规律：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而且遗忘的进程不均匀，最初进展得很

快，以后逐渐缓慢，其规律是先快后慢，呈负加速型。

（3）遗忘的产生原因：记忆痕迹衰退说（巴甫洛夫）、干扰抑制说（詹金斯、达伦巴

希）、同化说（奥苏贝尔）、动机说（弗洛伊德）、提取失败说（威廉·詹姆斯、图尔文）

高频考点 2 思维

1.思维的特征：间接性、概括性。

2.思维的种类

（1）根据思维的凭借物（思维的内容）划分：直观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抽象逻

辑思维。

（2）根据思维的逻辑性划分：直觉思维、分析思维。

（3）根据思维的指向性划分：聚合思维、发散思维。

（4）根据思维的创新性程度划分：再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高频考点 3 情绪与情感

1.情绪的分类：心境、激情、应激。

2.情感的分类：道德感、美感、理智感。

高频考点 4 意志

1.意志品质：自觉性、自制性、坚韧性、果断性。

2.动机冲突：双趋冲突（接近—接近冲突）、双避冲突（回避—回避冲突）、趋避冲突

（接近—回避冲突）、多重趋避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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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5 能力的分类

1.根据能力的构造划分：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

2.根据能力在人的一生中不同的发展趋势划分：流体能力和晶体能力。

高频考点 6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1.认知发展观：图式、同化、顺应、平衡。

2.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

（1）感知运动阶段（0-2 岁）：逐渐获得客体的永恒性。

（2）前运算阶段（2-7 岁）：万物有灵论、自我为中心性、思维不具有可逆性、没有

守恒概念。

（3）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去自我中心性、具有守恒概念、思维具有可逆性。

（4）形式运算阶段（11-16 岁）：具有抽象逻辑思维。

高频考点 7 维果斯基的认知发展理论

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心理发展观、内化学说、教育和发展的关系——“最近发展区”。

高频考点 8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1.婴儿期（0-1.5 岁）：信任/怀疑

2.儿童期（1.5-3 岁）：自主/羞愧

3.学龄初期（3-6 岁）：主动/内疚

4.学龄期（6-12 岁）：勤奋/自卑

5.青春期（12-18 岁）：同一性/角色混乱

6.成年早期（18-30 岁）：亲密/孤独

7.成年中期（30-60 岁）：繁殖/停滞

8.老年期（60 岁以后）：完善/绝望

高频考点 9 学习的分类

1.根据学习结果划分（加涅）：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态度、动作技能。

2.根据学习水平划分（加涅）：信号学习、刺激—反应学习、连锁学习、言语联想学习、

辨别学习、概念学习、规则的学习、解决问题的学习。

3.根据学习进行的方式划分（奥苏贝尔）：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

4.根据学习材料与学习者原有知识的关系划分（奥苏贝尔）：机械学习和有意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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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0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1.尝试—错误说（桑代克）

（1）实验：猫开笼取食实验

（2）基本规律：准备律、练习律、效果律。

2.经典性条件作用说（巴甫洛夫）

（1）实验：经典条件反射实验

（2）基本规律：获得、消退、泛化、分化。

3.操作性条件作用说（斯金纳）

（1）实验：迷箱实验。

（2）基本规律

①强化：正强化、负强化（逃避条件作用、回避条件作用）

②惩罚：正惩罚、负惩罚。

③消退

（3）程序教学

4.社会学习理论

（1）实验：波波玩偶实验

（2）观察学习的过程：注意、保持、复现、动机。

（3）强化分类：直接强化、替代强化、自我强化。

高频考点 11 认知结构学习理论

1.完形—顿悟说（苛勒）

（1）实验：猩猩取香蕉实验

（2）基本观点

①学习是通过顿悟过程实现的

②学习的实质是在主体内部构造完形

2.符号学习理论（托尔曼）

（1）实验：白鼠走迷宫实验

（2）主要观点

①学习是有目的的

②学习是对“符号—完形”的认知

③学习是在外部刺激（S）和行为反应（R）之间存在的中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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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知—发现学习理论（布鲁纳）

（1）学习的实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

（2）学习包括获得、转化和评价三个过程

（3）发现教学

4.有意义学习理论（奥苏贝尔）

（1）有意义学习的类型：表征学习（符号学习）、概念学习、命题学习。

（2）先行组织者

（3）接受学习

5.信息加工理论（加涅）

学习过程：动机阶段、了解阶段（领会阶段）、获得阶段、保持阶段、回忆阶段、概括

阶段、操作阶段、反馈阶段。

高频考点 12 学习迁移

1.学习迁移的分类

（1）根据迁移的性质和结果划分：正迁移、负迁移。

（2）根据迁移发生的方向划分：顺向迁移、逆向迁移。

（3）根据迁移内容的抽象和概括水平的不同划分：水平迁移（横向迁移）、垂直迁移

（纵向迁移）。

（4）根据迁移内容的不同划分：一般迁移（普遍迁移）、具体迁移（特殊迁移）。

2.早期迁移理论

形式训练说（沃尔夫）、相同要素说（桑代克、伍德沃斯）、概括说（贾德）、关系转

化说（苛勒）

3.现代迁移理论

认知结构迁移理论（奥苏贝尔）、迁移的产生式理论（辛格莱、安德森）、情境性理论

（格林诺）

高频考点 13 学习策略

1.认知策略：复述策略、精加工策略、组织策略。

2.元认知策略：计划策略、监视策略、调节策略。

3.资源管理策略：学习时间的管理、学习环境的设置、努力管理策略、学习工具的利用、

人力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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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4 知识学习的类型

1.根据知识本身的存在形式和复杂程度划分：符号学习、概念学习、命题学习。

2.根据新知识与原有认知结构的关系划分：上位学习（总括学习）、下位学习（类属学

习）、并列结合学习（并列组合学习）。

高频考点 15 技能

1.操作技能的形成阶段

操作定向、操作模仿、操作整合、操作熟练。

2.心智技能的形成阶段

（1）三阶段（冯忠良）：原型定向、原型操作、原型内化。

（2）五阶段（加里培林）：活动的定向阶段（准备阶段）、物质活动或物质化活动阶

段、出声的外部言语活动阶段、无声的外部言语活动阶段、内部言语活动阶段。

高频考点 16 问题解决

1.问题解决的基本阶段：发现问题阶段、理解问题阶段、提出假设阶段、检验假设阶段。

2.问题解决的策略：算法式、启发式（手段—目的分析法、爬山法、逆向反推法、类比

思维）。

3.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问题情境、定势与功能固着、原型启发、已有的知识经验、情

绪与动机、酝酿效应。

高频考点 17 创造性思维

1.创造性的特征：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

2.影响创造性的因素：环境、智力、个性。

高频考点 18 品德

1.品德的心理结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

2.态度与品德的形成过程：依从、认同与内化。

3.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论：前道德阶段（1-2 岁）、他律道德阶段（2-8 岁）、

自律或合作道德阶段（8-11、12 岁）、公正道德阶段（11、12 岁以后）。

4.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1）研究方法：道德两难故事法。

（2）三水平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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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习俗水平（9 岁以下）：服从和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相对功利主义定向阶段。

②习俗水平（9-16 岁）：寻求认可定向阶段（好孩子定向阶段）、尊重权威和维护社

会秩序定向阶段。

③后习俗水平（16 岁以后）：社会契约定向阶段、良心或普遍原则（普遍伦理）定向

阶段。

高频考点 19 学习动机的分类

1.根据学习动机的动力来源划分：内部学习动机、外部学习动机。

2.根据学习动机的作用与学习活动的关系划分：近景的直接性学习动机、远景的间接性

学习动机。

3.按照学校情境中的学业成就动机的不同划分：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

驱力。

高频考点 20 学习动机理论

1.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

实现需要。

2.成就动机理论（麦克利兰、阿特金森）：个人的成就动机可以分成两部分，其一是追

求成功的意向；其二是避免失败的意向。

3.成败归因理论（维纳）：

4.自我效能感理论（班杜拉）

（1）概念：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的从事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

成败归因维度

成败归因

因素来源 稳定性 可控制性

内部
外

部
稳定 不稳定 可控制 不可控制

能力 √ √ √

努力 √ √ √

任务难度 √ √ √

运气 √ √ √

身心状况 √ √ √

外界环境 √ √ √



考教师 金标尺

www.jinbiaochi.com

7

断。

（2）影响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因素：个人的成败经验（最主要因素）；替代性经验；言

语劝说；情绪唤醒。

5.自我价值理论：自我价值理论将学生分为高驱低避者、低驱高避者、高驱高避者、低

驱低避者四类。

高频考点 21 注意

1.注意的种类：无意注意（不随意注意）、有意注意（随意注意）、有意后注意（随意

后注意）。

2.注意的品质：注意的范围（注意的广度）、注意的稳定性（注意的持久性）、注意的

分配、注意的转移。

高频考点 22 人格的结构

1.气质类型：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

2.性格

（1）概念：性格是指人的较稳定的态度与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格特

征。

（2）性格的结构特征：性格的态度特征、性格的意志特征、性格的情绪特征、性格的

理智特征。

3.自我调控系统：自我认识 、自我体验 、自我控制。

高频考点 23 认知方式的分类

1.场依存与场独立型（赫尔曼·威特金）

2.沉思型与冲动型（杰罗姆·卡根）

3.辐合型和发散型

4.整体性和系列性

5.深层加工和表层加工

高频考点 24 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多动症、厌学症、学习困难综合症、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恐惧症

高频考点 25 影响行为改变的方法

1.行为改变的基本方法：强化法、惩罚法、 消退法、代币奖励法、行为塑造法、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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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我控制法、暂时隔离法。

2.行为演练的基本方法：全身松弛法（雅各布松）、系统脱敏法（沃尔帕）、肯定性训

练。

3.人本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罗杰斯）。

4.认知疗法：理性—情绪疗法（艾里斯）。

高频考点 26 教师职业倦怠

情感衰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降低

“金标尺教师”是金标尺教育集团专为教师资格证、教师招聘、特岗教师、

教师遴选、高校/职校教师考试研发的备考 APP 和小程序，专注本土教研、本土

师资，集题库、课程、模考、资讯、干货等功能于一体。

【历年真题】考生回忆，真题演练，洞悉考情

【全真模考】立足真题，在线模考，直播精讲

【职位检索】一键搜索，职位匹配，量身推荐

【海量题库】专项练习、笔试面试、深度解析

【直播课堂】结合本地，直播教学，督学提分

【考试资讯】每日更新，数据分析，及时解读

【上岸干货】教育热点，提分技巧，报考答疑

简章·笔试·面试·真题·模考·干货·技巧

考教师，金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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