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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当前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当前的教学方式也逐步实现了多样化,其中研学旅行
是非常具有应用价值的教学方法,这一方法将旅行活动与学习项目进行有机结合,对知识内容更加深刻
的了解和认识。本文中我们就将针对庐山地质公园的研学旅行方案设计与效果评估进行探究,通过对于
游客的调查来更好地了解庐山地质公园研学旅行的现状以及有效的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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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HIBL plan for Lushan Geopark based on tourists'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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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China’s current teaching reforms, China’s current teaching
methods have gradually realized diversification. Among them, HIBL is a corresponding teaching method with
great application value. This method organically combines travel activities with learning projects, so a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content.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explore the plan design of HIBL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Lushan Geopark,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BL in Lushan Geopark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measur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orresponding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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