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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让学生上机应用 Google Earth 平台，利用空间数据进行空间分析，从而解决教学和实

际中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实现了地理信息技术与日常地理教学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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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理念与理论依据 

新课程倡导“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堂师生角色定位。以“学生为主体”要求在学习过程

中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而以“教师为主导”则要求教师为教学过程做好充足的准备，让得到学习主动权

的学生有素材有工具有效率地获取新知识。同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学习环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要求

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建构

主义的教学理论则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
[1] 

。
 

活动探究课的课堂形式能让学生主动接触地理现象、分析空间数据、完成相关课题、归纳地理规律，

达到教会学生获取地理信息的方法 ，培养学生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看待地理现象，解决地理问题。

通过教师编制的学案、设计的探究课题、准备的探究素材及学生间的分工合作，也保证了学生学科知识

框架完整和课堂的效率。 

GIS 是空间数据管理和分析的工具，它具有数据收集、存储、提取、分析和可视化的功能。GIS 技

术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可以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书本知识传授模式，它提供了一种分析解决地理问题的

环境，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以自主地利用 GIS 进行数据分析、表达，获得地理知识。显而易见，GIS

技术的运用可以使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2]
。 

Google earth 是目前技术门槛 低，普及程度 广的 GIS 平台。利用教师整合的能在 Google earth

运行的空间数据库，在现有条件下实现了以班级为单位的 GIS 上机操作。 

二、课标及教材解读 

“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影响”对应的主要课标准点为“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具体课标项是“举

例说明地表形态对聚落及交通线路分布的影响。”中图版教材对课标进行了一定的拓展。教材讨论了自

然环境中的地形、气候、水文、矿产资源四大要素，对城市这一聚落的分布、空间形态、内部布局的影

响。 

选择这一课题进行活动探究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 

② 与活动探究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城市，对城市有真实的认知。 

②赣州市管辖多达 18 个县市，各县市发展程度不一，区位特点多样，本校位于中心城区与各县市

联系密切，学生较易理解影响不同城市的自然环境要素。 

③ 课题涉及的地形、气候、水文等自然要素在互联网可以收到丰富的数据。 

④ 州市章贡区，建城久远，历史积淀丰富，城市化进程在加速，有多所高等院校，对城市研究的

成果丰富，便于收集乡土素材。 

⑤该课题主要是分析城市与自然环境间的相关性，会大量利用到空间分析中的“叠加分析”，Google 

earth 大众版可以胜任。 



三、活动探究开展的条件 

该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传统课程,教学的开展需要一定的软硬件支持。 

1.硬件条件 

利用学校现有机房进行并进行了简单改造，安装 Google earth 软件如图 1，并在局域网中建立一

个共享文件夹，以给学生分发空间数据。 

 

图 1 改造后的机房 

2.软件条件 

学生素质：在课前的调查中，92%的学生知道 Google Earth 软件，65%的学生用过 Google Earth，

93%的学生家里有可以联网的电脑，其中 45%的电脑中安装了 Google Earth。参与班级中考成绩突出，

新学期地理成绩领先，平时课堂表现活跃，见识广，动手能力强。 

教师素质：笔者对 GIS 制图兴趣浓厚，积累了丰富的空间数据，能运用 Arcgis、Supermap、Global 

mapper 及 Google earth 等平台对空间数据进行编辑整理。 

四、教学目标设计 

1.知识与技能 

识记地形、气候、河流、矿产资源对城市的影响；理解以上自然要素产生影响的过程与机制；归纳

自然环境对城市选址、城市形态、城市布局的影响；体会到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影响的深刻。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填写学案对教材进行预习，掌握基本理论框架。 

通过小组合作分析空间数据和筛选互联网信息完成指定课题，在现实中验证相关理论。 



通过小组合作分析空间数据和筛选互联网信息完成自选探究题，对理论进行综合运用。 

通过对空间数据和互联网的使用，锻炼信息时代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锻炼团队合作精神；体验到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激发对科学的向往；增加对家乡历史、现实和未来

的了解，培养对家乡的热爱；领悟到人地关系的密切及人地和谐的必要。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自然环境对城市选址、形态和布局的影响。 

难点：城市的居住条件、建设成本、对外联系、资源开发、空间布局、未来发展等方面与自然环境

中地形、气候、河流、自然资源等要素的关系。 

六、教学整体设计思路、师生分工 

1.整体思路 

以学案预习为先导，梳理知识框架；以课题探究为依托，还原知识发现过程；以地理信息技术为手

段，加深理解提升能力。 

2.师生分工 

(1)教师为主导 

①分析知识结构，梳理知识间的逻辑联系，编写学案。 

②梳理教学思路，规划课堂，设计教学流程。 

③编写探究课题，准备探究素材，建立了一个 Google earth 可以使用的空间数据库。 

④课堂引导，督促流程进度，纠正认知偏差，指点软件和网络的使用，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2)学生为主体 

①组织结构：全班分为四个组，每组约 16 人，每组选出一名组长，并分成由 1 或 2 名同学组成的

8 个小组。 

②任务分工： 

组长：分配小组任务，推动流程 

组员：1 人记录+1 人上机操作；完成领取到的课题，整理好其他人对该课题的解答；在完成自身任

务前提下，对有兴趣的其他课题就行补充，并提出建议。 

七、教学过程及素材说明 

1.教学过程 

本次活动探究课，主要由学生自主按流程完成如图 2，所以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生互动过程。本

次活动探究课从 15:05 到 15:50，以下是本次活动探究课的流程。 

①课前学生阅读课文，完成学案，熟悉理论。  

②15:05 组长分发课题。 

③15：20 前组员完成必答课题和自选课题，剪裁下自选课题。  



④15:21 组长收取各组自选课题。  

⑤ 15:22 组长将组员完成的自选课题转交给各课题负责人或小组负责人。 

⑥15:27 前组员将收到的答案与原来答案进行整合修正。 

⑦15:28 组长收取各必选课题，交给老师。 

⑧15:28 四个大组负责探究题的小组对探究题进行汇报，汇报过程中要演示支持其结论的数据或资

料。 

⑨15:45 左右教师作课堂小结。 

 

图 2 学生按流程完成课题 

2.空间数据库 

学生上机时即可以利用 Google Earth 本身庞大的数据库，也可使用教师为有关课题收集制作的专

题数据，还可根据需要访问互联网查询相关资料，学生的探究活动有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支持。 



 

图 3 课题相关数据库 

3.课前学案 

通过学案的填写，指导学生预习，梳理教材知识框架，明确学习目的，发现学习重难点。 

4.课题设计 

（1）必答题模块 

该模块为帮助学生用地理现象验证地理理论，课堂上每个两人小组需要完成一个必答课题，其他课

题课后单独完成，以作业形式上交。 

1、地形与城市 

1.1 选取赣州有代表性的县市，说明地形如何影响城市选址？ 

1.2 概括兰州城区空间形态特点？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 

2、气候与城市 

2.1 请从四个城市稀少区任选一个，从气候条件分析该地城市稀少的原因？  

2.2 找出赣州市《赣州总体规划图》中的的工业用地及结合赣州全年盛行偏北风的特点，从风向角

度评价工业布局？ 

3、河流与城市 

3.1 根据材料分析河流在赣州县市选址中的作用影响？ 

3.2 从河流角度分析重庆、上海为何能成为区域和国家级的中心城市？概括武汉城市形态（外形）

的特点，说明形成原因？查看瑞士伯尔尼（老城）的卫星遥感图，理解河流对城市防御的作用。 



4、矿产与城市 

4.1 设想攀枝花市没有发现铁矿石该地是否有可能形成较大城市？ 

（2）自选题模块 

该模块课题综合性强，与现实联系紧密，利于提升学生问题解决能力。该模块的四个课题平均分给

四个大组，先由组长指定某一小组（假设为 A组）负责完成，其他小组成员在完成必答题后可选四个课

题中的一题完成作答，作答完后，由组长将答案转交给负责课题的 A组，A 组参考其他答案后，完善答

案，这一模式可以文字代替语言讨论， 后由 A 组并作汇报。 

5、探究思考 

5.1、概括章贡区选址的区位因素?从古至今赣州城市形态总体由老城区的东北角向西向南拓展，分

析不同时期影响赣州城市形态（即城市格局）原因？ 

5.2、观察巴西利亚城市形态的特点？查阅资料分析原因。运用资料说明巴西新首都选择巴西利亚

的原因？ 

5.3 、据资料概括美国主要城市分布的区位因素有哪些？ 

5.4 、如果有机会在地球上选一个区域建一座城市，你们会选在哪？说明你们的理由。 

（3）学生任务单 

为让学生在课堂上任务明确，同时能够高效利用相关数据，设计了如下任务单，该任务单由组长分

发到每个 2人小组如表 1。 



 

表 1 学生任务单 

八、教学总结与反思 

时间要求：15：20 前组员完成必答课题和自选课题，剪裁下自选课题。 

15: 27 前组员将收到的答案与原来答案进行整合修正。 

课题性质 题号 课题 
课题负

责人 

小组

负责

人 

探究思考 5.1 

概括章贡区选址的区位因素?从古至今赣州城市形态总体由

老城区的东北角向西向南拓展，分析不同时期影响赣州城市

形态（即城市格局）原因？ 

  

答案： 

答案补充：课题交流后填写，空格不够可写背面并在此注明：  ） 

参考地

图说明 

可能选用地图（图层在 GE 中的位置与题号一致）： 

GE 中：  “0 赣州数据”栏 

电脑桌面上“自然环境对城市影响”文件夹中”赣州资料”         

其他: 

自选课题 题号：   课题： 负责人： 

答案： 

参考地

图说明 

选用地图（图层在 GE 中的位置与题号一致）： 

 



1.地理信息技术与日常教学的融合 

通过让学生的上机操作，让学生和观摩老师领会到，地理信息技术不仅仅是必修三的一章内容，更

是信息时代赐予地理教学的倚天剑屠龙刀。地理信息技术的加入，让一门中学生学习的基础科学可以如

此地接近现实。通过对日常教学中所用到的主要地图进行数字化，建立一个中学地理教学空间数据库，

并借助 Google earth 这个平台进行操作展示，普通教师获得数据库后经过简单的学习就可使用，这大

大地降低了将地理信息技术引入日常教学的技术门槛。 

2．地理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活动探究课 

学生进入机房后注意力很快就被 Google earth 和互联网上巨大的信息所吸引
[3]
，所以如软件使用

的培训、学案填写、成员分组、任务分工等工作需在课前完成。虽然电子版的任务单可节约成本，也便

于共享交流，但纸质任务单更利于学生明确探究目的，便于小组内的分工合作。课程流程的监督要由小

组长负责，并要给小组长明确指令，才能保障进度的有序进行。教师要不停在课堂上走动，提醒整体进

度，监督个别学生，为学生提供必要帮助。 

本次活动探究课中因为没有对汇报学生进行必要的筛选和培训，学生汇报没有很好地展示支持其结

论的空间数据，四个小组汇报质量参差不齐，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通过本节课的尝试，笔者认为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对数字信息有很强的敏感性，很容易接受

新事物，在课堂上他们可以很快地利用到教师提供的参考数据，这说明进行适当培训后，学生便可利用

地理信息技术分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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