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开题论证，
                从蓝图到实施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朱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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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课题立项通知了，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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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批准立项了，为

什么还要做开题论证？

怎么论证？

课题申请书 不就是

对课题的论证吗？

开题论证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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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论证的价值



开题论证的价值

一、有效鉴定

课题的价值

二、促进研究

方案的完善

三、研究质量

的可靠保证

四、使课题组成

员进入研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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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论证的方式



开题论证的方式

一、个别咨询
课题负责人单独向个别专家进行课题重要性、可行性等方面

的咨询。可分为当面咨询和书面咨询二种。

二、课题组讨论
课题组全体成员在一起讨论，明确相关问题。

三、集体讨论
课题组成员与专家在一起进行讨论。可以集专家所长、交换意见、思想

碰撞，使问题具体化、明晰化、完整化，有助于改进研究方案。

集体讨论方式的效
果优于个别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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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论证会的准备



开题论证会的准备

一、撰写开题论证报告

三、聘请开题论证专家
（3-5人），并提前将开
题报告等资料提供给专
家。（外聘专家至少1人）

专家应包括：
1.对教育热点和前沿问题熟悉者；
2.与课题相关领域研究较深入者；
3.对科研管理或方法论方面专长者。

二、确定开题时间地点
1.时间：在1-3个月内完成开题论证。

2.地点：一般选在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

四、布置开题论证会场
1.座位布置：圆形或椭圆形。

2.专家和课题组成员相对而坐，设置座次牌。

3.布置会标：写在黑板上或多媒体呈现。

4.调试好多媒体设备。

5.安排好记录人员。



开题论证报告的撰写
一、课题申报书与开题报告的关系

比较项目 课题申报书 开题报告

主要功能 用于课题评审，对课题作出评
判

用于开题论证，对课题作出诊断

面对专家 课题评审专家 开题论证专家

主要内容 侧重于课题的价值阐述和可行
性分析

奖研究假设具体化，研究内容和
方法结合起来进行通盘考虑和设
计，侧重于对课题研究实施可行
性的分析

两者联系 开题论证是在课题申报的基础上，对课题可行性的进一步论证。
开题报告可以在课题申报书的基础上撰写。



开题论证报告的撰写
二、课题申报书与开题报告核心内容的区别

内容项目 课题申报书 开题报告

文献综述 研究现状、已有成果和观点、不足
与局限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特别要说明对本
课题已有研究基础和突破口

研究内容 总体概述准备研究的问题 具体说明研究问题，要细化

研究方法 计划用什么方法 具体说明如何运用这些方法

研究目标 简要概述要达到的研究目标 针对内容具说明要达到的目标

研究队伍 初步确定课题组成员 任务分工到人 ，建立子课题组。

研究成果 初步预期成果形式 具体的预期成果形式

研究时间 研究各阶段的大致安排 根据任务确定具体的研究日期安排



开题论证报告的撰写
三、开题报告的内容

1. 选题目的。

2. 课题价值。

3. 研究条件。   

4. 研究方案。

5. 过程分析。

6. 结果预测。



开题论证报告的撰写
四、开题报告要这样“写”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开题报告不是从零开始“写”出来的，而是在课题

申报书的基础上“改”出来的。

       1. 补充文献综述。   

       2. 细化研究内容。

       3. 明确研究目标。   

       4. 调整研究方法。

       5. 明确人员分工与职责。

       6. 确定研究日程。



开题论证报告的撰写

第一步：开个好头

文献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寻找切入点，

对此前同类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一个梳理。

在整个报告里属于略写部分。包括“综”和“述”

两方面。

“综”主要是对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文献进行归纳

整理，提炼观点，综合分析的过程。

“述”就是对各家学说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注意：
       1.瞄准主流。

      2.随时整理。 

       3.问题导向。

1.研究背景：主要指时代背景、政治背景。回答了

为什么要进行该课题的研究这一问题。

从宏观到微观。一般从现实需要角度去论述。阐述产

生本课题研究的直接动机，要紧扣研究问题而谈。

2.研究目的意义：研究目的意义、研究价值

总的来说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理论方面，具体来说对教育教学的理论的完善有什么

意义？

实践方面，对解决教育实际问题有什么好处？

注意：具体有针对性；能指导操作；涵盖子课题，

有具体贯彻要点。

第二步：站稳脚跟



开题论证报告的撰写

研究依据与假设

研究目标
研究内容

概念的界定

       对课题核心概念的界定，也包括其他重要

概念的界定。目的是明确问题的内涵外延，划

定研究边界，达到规定研究内容、确定研究重

点的目的。

       结合本研究内容，对理论基本观点的阐

述，并提出待检验的推理和假设。

        研究依据：政策依据、理论依据和实践

依据。

         研究假设：预期带来变化、影响。

       达到的具体目的，最终要解决哪些具体

问题。

       写出合理、准确、简明的目标。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框架。

         比研究目标更加具体、明确，从某个

角度上看是对研究目标的一种细化和分解。

1

2

3

4

第三步：大刀阔斧（核心部分，要详写）



开题论证报告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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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与经费保障
         组织保障是对课题研究团队和任务分担的安排。

        经费保障研究所需的经费等条件和保障情况。

 研究路径设计

       依据研究性质，规划出该课题研究遵循的研究框

架和研究思路，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分析的过程。

 研究阶段划分
        研究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并分别说明和阶段
的时间安排、主要研究任务和要实现的目标。

 研究方法选择
       根据研究内容选择研究方法，在表述上不能仅仅
是研究方法的定义和概念，而要结合研究具体环节
阐述如何运用何种方法。

第四步：细致入微（如何进行研究）



开题论证报告的撰写
第五步：完美收官（略写）

（一）研究预期成果

（二）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实验报告、调查报告、著作、

论文、案例、工具量表、教材教具、光盘

视频、经验总结

（三）成果展示注重质量

能发表尽量发表，争取核心期刊。

研究报告、论文为必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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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论证会的召开



开题论证会的召开

1.课题负责人陈述课

题开题报告。

2.配合使用PPT。

壹 贰 叁 肆

1.主持人介绍参加开题论证

与会领导、专家及来宾。

2.介绍学校基本情况、课题

组成员及课题立项有关情

况。

3.专家组成员宣读课题立项

通知书。

1.与会领导、专家讲话，进行课

题论证指导。

2.课题组成员与专家互动。

3.专家组成员宣读课题开题论证

意见和建议。

4.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老师进行

表态发言。

1 . 会 议 记 录 ；

2 . 录 音 资 料 ；

3 . 照 片 资 料 ；

4 . … …

介绍出席会议人员 课题组作开题论证 专家组评议与研讨 论证会资料收集



开题论证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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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准之日起两到三个月内

完成开题论证会

开题报告上交上级教科规划

办备案，原件作为结题时的

材料要件进行存档

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开题

报告，做好会议记录并存档

开题报告各项内容要完备，

签字、盖章要完整，不能遗

漏

开题报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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