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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的数学教学需要全面合理的设计，基于数学教学的本质，高等数学教学设计包括课前的学生学情分析、熟
悉教材、选择教法; 同时要对课堂教学进程准备充分: 分析好章节，做好新课引入工作，讲好概念，选择合适例题，设

计讲解方法等; 最后，课后要进行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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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金融数学专业经济学基础的

实验教学体系构建和教学模式的探索”( 粤教高函［2015］173 号) ;

华南农业大学教改重点项目( JG15022) ; 华南农业大学 2016 年校级

研究生示范基地“深圳市微达安计算机有限公司”资助( 16YJD-2) ．

0 引 言

“传说中有棵树，叫高数，树上挂了很多人”，

“不停地看时间，总算熬到高等数学 课 下 课 了”，

……这是不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对高等数学这门课

程的印象，从中可以看出学生对高等数学学习的恐

惧、不耐烦等心理情绪，这并非高等数学这门课程设

置的初衷，如何使得学生的高等数学课程学习达到

既定的目标，让学生的理性思维品格和思辨能力得

到一定的培养，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众所周知，教学

相长，能让学生沉浸其中的教学设计，会使学生的学

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能促使学生的智慧启迪

和创造力开发． 因此，有效的教学设计对促进高等数

学的学习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1 数学教学的本质

数学之所以重要，其中心原因在于它所提供的

数学结构的丰富与多样; 此外的原因是，数学给出了

一个系统，以便使用这些模型对物理现实和技术领

域提 出 问 题、回 答 问 题，并 且 也 探 索 了 模 型 的

行为［1］．

长期以来，数学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严谨系统的

演绎科学，数学活动只是高度的抽象思维活动，数学

教学就是概念、定理、公式和解题，数学教师只重视

严格的演绎逻辑推理，干瘪、枯燥无味，单一的、讲授

式占据主导地位． 而学生的学习则是上课听讲和课

后做题，题海战术是学习数学的唯一办法．
但是，数学教育是一个学习从相似的事物之间

抽取细微的差别，并将其组织为越来越精细的结构

的过程，数学教学计划的拟定者不应该以牺牲数学

动机和具体内容的教学来强调抽象与优美之处［1］．
新的教育观念更加强调师生双边的活动，强调

以发展的观点认识数学教学，比如，基本知识、基本

技能内涵的与时俱进的发展，数学教学活动中师生

共同的发展等． 数学教学不仅是知识的教学，还是发

展学生数学素养的教学． 教学中要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为学生创造条件，促进学生参与实践． 充分

认识在教与学当中，教师和学生的地位与作用，在数

学教学中，学生将是课堂的主体，是实现教学目标的

关键; 在数学课堂中，教师是教学设计的导演，是学

生参与到课堂的促进者; 在学生的数学学习中，教师

的作用是辅助者，引导者和合作者．
因此，有效的教学设计应该是能够让学生多参

与课堂的教学，在教师的引导下能让学生在课堂中

“动起来”，不但动脑，还要“动手动脚”，积极演算推

导数学问题，走上讲台在黑板上板演数学思维的过

程等; 课堂中师生的交流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能更流

畅，让学生获得数学的收益，让学生享受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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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等数学教学的课前设计

在进入高等数学的课堂教学之前，需要对学生、
教材和教法做些课前设计，以便使得课堂教学更加

有效．
2. 1 有效的学生分析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对象，对学生在学习上有针

对性的、较为全面的学情分析是教学课前设计的关

键之一． 对于进入综合类大学的学生，在一个教学班

级里会有文科生和理科生，首先了解教学班级中文

理生的比例，因为在中学阶段对文理生的数学学习

要求不同，带来了大学生具备的数学基础知识的差

异，这往往对高等数学的教学起点产生影响，所以，

从学生的学科背景了解学生的基础知识程度是必不

可少的［2］．
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与将要获得的知识是密切

相关的，把握学生的现有知识水平是教学设计的前

提． 要大体了解学生在中学阶段所学的数学知识中，

与高等教学相关的内容以及深度，还要了解学生掌

握的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情况，并对不同学生所选的

专业要有所了解，这些都是对学生所具备的数学学

习基础知识的准备． 此外，还有对学生的数学学习能

力和数学学习风格有所准备，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动

手操作的能力，数学的阅读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

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是学生高等数学学习所必备

的，可以根据学生理解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学习掌握

操作技能的能力，来设计教学任务的深度、难度和广

度，并依据学生间的学习能力差异来采取灵活的教

学策略． 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学习方式和学习风格，班

级相应的也有其学习风格，通过课堂的观察，捕捉相

关信息，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学生和教学班级的

学习风格予以关注，合理引导，因材施教，这也是高

等数学有效教学中所需要设计的．
2. 2 有效的教材分析

教材是教师备课的依据之一，是教师根据学生

的数学基础进行教学设计的原始材料． 由于高等数

学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大于初等数学，其中

每一个知识点的内容都相当丰富，并且难度不小，这

对习惯了在中学阶段对同一知识反反复复学习以求

灵活掌握的学生是个很大的挑战，更何况高等数学

的授课形式大不相同． 因此，如何熟悉教材，对高等

数学的教材进行教学设计就尤为重要．

首先，要转变教材观念，从“教教材”到“用教材

教”的转化． 而所谓“教教材”，就是教师依据教学大

纲，忠实地讲授教材的教学行为． 这种视教材为金科

玉律的教学，按部就班教材的内容，不改变教材模

式，教学非常死板，容易造成盲目遵循权威，生搬硬

套，以本为本，压抑高等数学的教与学． 熟悉教材并

不等于教教材，而是要用教材教，需要对教材有充分

的准备，精心组织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对教材加

以适当的“转化”，并注意教学知识的延伸与开发．
其次，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 学生会对教师的

解题十分惊讶，教师告诉学生的往往是最佳的思维

途径，最简捷的解题方法，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就是

不能形成自己的思维能力，学生听得懂，但是不一定

会解决问题，这可不仅仅是眼高手低的原因． 课本或

者许多教学参考资料，都是把完整的解答或者定理

证明呈现给学生，事实上，这些定理证明或者解答在

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完美，学生在听课或者学习中，所

面临的问题可能和这些定理证明或解答者当时的情

况类似，但是我们的教学中常常忽略了这些最初过

程． 因此，在依据教材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有意识地

设计，在教学中把原始的思维过程展现在学生的面

前，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从何而来，结合学生的数学知

识结构和认知水平，分析从哪个角度入手选择何种

方式来进入求解过程，最终问题解决了什么． 这整个

充分暴露教师思维的过程，为学生动手自己解决高

等数学的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和方法借鉴，能使学

生从教师思考、探索和再发现的过程中学到今后真

发现的本领，这也是教学设计所要达到的目标［3］．
学生是课堂中的主体，要积极调动他们学习的

积极性，教师是课堂教学设计的导演，是教学的实施

者和辅助者，也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在高等数学的

教学设计中，通过教师对用教材教学的精心设计，结

合学生的知识建构，做到教材、教师和学生的三合

一，达到高等数学教学的目的．
2. 3 有效的教法选择

数学教学方法主要指课堂上为完成一定教学任

务所采用的师生共同活动的方式、途径和手段． 既包

括教师教的方法，比如，讲解、指导和检查学生认识

活动的方法，也包括学生学的方法，比如掌握学习内

容、自我检查的方法，是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的统

一．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既是构成教学过程

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导、调节教学过程最重要的手

段，因此，高等数学教学的设计尤要重视教学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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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往往会使教与学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而对教学方法的决策需要从教师、
内容、学生三者相互作用的方式方面全面考虑决

定学习课程教学内容的总体方法，采用讲授法、讨

论法、发现法还是探究法、实验法等; 接着决定教

学活动过程中处理特殊问题的方法，比如激发和

维持兴趣，检查学习质量等; 然后对所选择的方法

作出合理规划，形成一套完整的课堂教学方法系

统． 高等数学的教学应该依据这些决策步骤和思

路，结合学生的特点以及数学知识的类型，设计好

每一次的课堂教学．
高等数学由于知识的难度和深度，相应于学生

的数学知识基础结构和认知水平结构，并非可以随

意选择教学的方式，最常用的还是讲授式． 不过，随

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推进，不少新的教学方法，比如基

于项目驱动的三位一体教学方式，案例教学方式，引

导探究式教学方式等等，在尝试着融入到高等数学

的教学中，这就为更为有效的高等数学教学方式的

探索提供了借鉴． 因而，依据现代先进的教学理念，

高等数学教学方式的丰富应该来源于对教学设计中

新方法的不断尝试和改进．

3 高等数学有效教学的课堂教学进程
设计

丰富的高等数学知识容量，深刻的高等数学思

想方法，加上有限的高等数学教学时间，都制约着高

等数学的教与学． 把握课堂教学的时间，合理有效地

安排教学进程，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是高等数学教

学有效率的保证．
从最一般的观点来看，数学历史可以分为四个

基本的、在性质上不同的阶段，数学萌芽时期、常量

数学时期即初等数学时期、变量数学时期即高等数

学时期和现代数学时期． 高等数学时期是以十七世

纪中叶，笛卡儿的解析几何的诞生为起点，终止于十

九世纪中叶． 目前普遍使用的高等数学教材中的知

识就是来源于变量数学时期的数学经典知识，对历

史经典数学知识的学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汲取传

承的精华，因此，在高等数学的教学进程中，对知识

的历史发展状况有所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助于

学生对将要学习内容的历史情境的把握．
以高等数学的历史背景出发，对高等数学的教

学进程设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操作．

3. 1 章前准备

高等数学的教材内容是按知识点分章编排的，

而且章节之间的前后顺序是有其内在逻辑联系的．
因此，在进入每一章新的知识学习时，首先要介绍每

章知识的历史发展史况，让学生对知识产生的历史

情境有所把握，不但能了解数学产生的背景，还能给

学生带来历史熏陶． 接着，要介绍该章知识在本书中

编排位置和所处地位、作用，使得学生能对高等数学

的整个知识框架体系有个大体的认识． 其次，就是对

本章知识的框架介绍，细化该章的知识脉络，让学生

先知道这章知识所要学习的内容． 然后，根据章节之

间的逻辑关系，介绍知识的前后联系和相关知识点，

使学生知道该章节知识的学习基础． 最后，对新章节

中习题的类型和分布也可以先展示，让学生了解该

章是重在证明还是计算．
3. 2 新课引入

目前，高等数学的课堂教学中，一般都采用直接

进入主题的形式，“上节课学习了某知识，这节课准

备学习后续内容”，开门见山，言简意赅，但这有可

能失去一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动力

的机会．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重视对高等数学教

学中新课的引入环节的设计，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增强学习的效率．
新课引入在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

下、连接贯通、激发兴趣、启迪思维的作用，好的新课

引入应该使学生对即将学习的知识产生或舒适、或
惊喜、或好奇、或神往、或跃跃欲试等． 对新课引入的

设计，关键是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学生情况，采取

不同的新课引入方法． 常用的新课引入方式主要有:

第一，追根溯源，向学生交待将要学习知识的来

龙去脉，甚至回到问题提出时的状态，有利于学生自

然地、顺利地接受新的知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和

掌握新内容． 可以先复习学过的数学知识，进而引入

新的教学内容，即复习引入; 也可以通过讲故事，讲

历史，介绍新授课的背景知识等背景引入; 还可以观

察引入，实例引入，类比引入，总之“以旧引新”．
第二，设疑探究，创设情境，预埋伏笔，设问置

疑，或挑起矛盾，形成认知冲突，激发学生兴趣，有效

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例如，在讲

极限或者讲级数时，可以向学生讲一讲芝诺悖论以

及阿基里斯追不上龟的故事． 在学习定积分的概念

时，可提问学生是否知道怎样计算椭圆形面积．
第三，趣味引入，将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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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简单、结论有趣的一些实例带入新知识的学习，体

现出数学知识的应用，吸引学生的关注． 教师从生活

实践中，将数学知识信手拈来，喻教于乐，让学生以

愉悦的心态进入，例如，学空间解析几何时，讲讲拥

挤的公车中“人被挤成照片”．
新课引入重在质量，可以是旁征博引，说古论

今，洋洋洒洒; 也可是市井生活，小题大做，寥寥数

语; 还可以是答疑解惑，妙语如珠，指点要津，关键是

能给学生以启迪，或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 3 高等数学概念教学的设计

数学概念是数学的基石，没有它，便无法去构筑

理论体系［4］． 有些数学学科的概念根植于客观的现

实世界，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但有些数学学科的概

念的产生则源于数学自身的需要［5］． 高等数学的概

念大多属于前者，基本上都是以运动的面貌出现的，

是动态的产物，而这使得面对全新概念和内容的大

一学生在开始接触微积分概念时很容易出现困惑，

极限、无穷小等概念令他们难以理解． 因此，在教学

设计中要研究高等数学概念的认识过程特点和规律

性，根据学生认识能力的发展规律来选择适当的教

学形式．
数学概念是进行数学推理和证明的基础和依

据，数学概念教学的本质是要使学生在脑中形成概

念表象，帮助学生在脑中建构起良好的概念图式，建

构起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掌握和应用． 高等数学

概念是一系列探索活动的产物，教学设计中要让学

生亲历知识发现过程，充分暴露数学概念生成的思

维方式，从直观表述向严格的形式化转化以揭示出

概念的本质，借助数学概念的生产传导给学生生动

活泼的理性思辨．
一方面，部分高等数学概念的形成主要依赖对

感性材料的概括与提炼，教学中通常是先给出具体

例子，使学生首先从感性上认识概念的特征，所选择

的感性材料要尽可能丰富学生的表象，可同时给出

多种形式的具体例子，比如数列极限，给出多个不同

形式的数列，结合画图的直观感受，使学生一开始就

感知到数列可以不同的方式趋于极限，从而将注意

力集中到对极限本质的认识，抽象出数列极限的概

念． 而借助于数学语言符号来表达的数学概念，其用

语、用词一般都非常严密、精炼，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教学设计中必须抓住概念中的关键词句进行解剖分

析，揭示每一个词、句、符号、式子的内在含义，使学

生深刻理解概念的本质属性．

另一方面，高等数学中很多概念都有着良好

的物理背景或几何背景，教学设计中应该充分利

用这些资 源 以 及 学 生 已 有 的 数 学 现 实 和 生 活 经

验，引导和启发学生进行概念的发现和创造工作．
比如，二重积分定义的教学设计中，可以借助水立

方体积的计算，从曲顶柱体体积计算的现实背景，

展示分割、替代、求和、取极限的数学思想，利用学

生动手操作进行平面薄片质量的计算实践，再引

出二重积分的抽象定义，使学生看到数学概念的

来龙去脉，体验到数学概念的形成过程，了解其中

蕴含的哲学思想．
再者，欧拉认为:“数学这门科学，需要观察，也

需要实验． 模型和图形的广泛应用就是这样的例

子”［6］． 高等数学具有几何直观的优势以及更广义

的直观性，教学设计中，应该合理地借助直观性来帮

助概念的引入、形成． 比如，极限严格定义的给出就

利用了一维数轴中实数点运动趋势的几何直观． 同

时，还可以利用某些数学中平行相关概念，通过类比

来认知、同化数学概念，掌握数学概念． 这样逐步类

比和联想，理清概念间的联系，促进新概念的自然进

入，有助于接近已学过概念的本质及整个概念体系

的建立． 比如，多元微分学中极限、连续、偏导数、全
微分和方向导数之间的联系以及与一元函数相关概

念的差异，在教学设计中可以利用空间维数的升降

和相关反例等来直观理解和体系建构．
3. 4 例题的选择和讲解设计

数学知识体系是从概念、定理到性质再到应用

的过程，对数学定义和定理的理解应用是通过例题

的形式来展开的，好的例题应该是紧扣定义或定理，

能使学生从它的求解过程中得到启发，加深对基本

概念、定理的理解，有助于启迪思维、触类旁通． 例题

选择的好坏对高等数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效果有重要

影响．
在例题的设计中，首先，选取典型性、针对性的

题目，把最能反映定义本质属性，最能反映定理的意

义、条件和结论的逻辑关系以及用途，容易混淆概念

和学生容易出错的题目作为例题． 其次，例题的设计

要注意从易到难，注意层次，呈现例题的难度有梯度

性的变化，并涵盖变式，依此营造具有挑战性的课堂

氛围，或以设问的方式，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

生探求未知的欲望． 再次，例题的设计要注意学生的

数学基础和考虑学生的专业，例题既要满足学习基

础好的学生的需要也要顾及学习基础差的学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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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让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在教学过程中各尽所能各

有所为，同时，例题的设计要考虑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的课程内容需要，融入专业知识的例题更体现了

数学的应用价值，能提高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

和积极性．
例题的讲解设计，可以先让学生动笔做一做，引

发认知冲突，再详细讲; 也可以先讲解思路，再让学

生练习． 讲解的关键是让学生了解教师的数学思维，

从教师怎么思考问题为起点，把我们的想法而不是

最终的结果展现给学生，转化到学生角度，帮助学生

进行数学的思考，从熟悉的情境逐步变化再到解决

新问题，强调核心思想方法，再对解决问题的思路做

一个简单的总结． 教学方式可以是教师主讲，引导学

生的适当参与，讲解某道例题的求解思路和过程． 也

可以是学生主讲，教师给予及时的点评，比如，提前

布置，随机抽取学生讲．
除了例题，课后习题的作用也是对知识理解巩

固，深入拓展． 对应于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学时，与

高等数学的课堂学习内容，课后的学习更为关键． 因

此，设计作业时，应该选取有代表性的类型题，课后

习题或者补充习题，或者就是例题，以帮助学生消化

和掌握课堂所学的丰富内容． 还可以设计每章知识

的小测，让班级交换批改，让学生互相展示对高等数

学知识学习的效果，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和学

生自身的反思．

4 高等数学的课后教学反思设计

反思也即元认知，是以自己的认识活动过程及

结果为认识对象的认识活动． 人们通过反思，认识得

以升华，实践行为趋于合理，得到自我的发展，形成

反思的能力． 数学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借助于对自己

教学实践的行为研究，不断反思自我对数学，学生学

习数学的规律，数学教学的目的、方法、手段以及对

经验的认识，发展自我职业水平，提高教学实践合理

性的活动过程［7］．
高等数学作为高等学校的公共基础课程，几乎

都由青年教师承担此教学任务，而高校青年教师很

多并非师范专业毕业，对教育教学理论、心理理论等

并不熟悉，也由于繁重的教学任务，并未经过给老教

师当助教的经历就直接走上讲台，这就造成高等数

学教学中照本宣科、授课生涩等很多问题，更凸显出

要不断进行教学反思的重要性．
对数学教学反思的设计，主要有对数学教学内

容、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教数学的活动过程及结果

方面的反思． 第一，从数学思想方法角度反思，挖掘

蕴藏在数学表层知识中的极为丰富的数学精神、思
想、方法、原理、规则、模式等深层知识; 从历史角度

反思，探究数学知识的产生发展过程，弄清来龙去

脉，获取有关数学知识的历史材料; 从数学教材角度

反思，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要对教材的内容选择、
编排特点、教材的变迁、知识的呈现方式、教材的加

工处理、例题习题的选择和功能等进行反思． 第二，

对学生的特点，数学学习基础，数学学习活动过程，

数学学习困难成因、影响因素，数学学习结果等反

思，更要对学生数学学习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各种

问题进行反思． 第三，对高等数学教学决策过程，教

学行为过程，教学结果，教学技能与技术有效性，或

者对某一具体内容的教学问题，或者教学措施进行

反思．
并不能让每堂课都达到完美，总会带有遗憾，

所以教学反思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通过写高

等数学教学后记，记成功之举、记失败之处、记自

己教学机智和学生创造性见解、写再教设计等; 或

者写反思日记，真实记录数学教学的效果、成功经

验、学生的意见、上课的具体感受、存在的问题以

及通过反思后得出的解决办法与设想等． 哈贝马

斯认为:“要是能够解释自己的不合理性，他就是

一个具有主体合理性的人”，良好的教学需要反思

的、理性的和自觉的决策，高等数学的教学反思可

以使数学教师的理论知识趋于一致，使数学教学

从凭借自己有限的经验进行简单重复的教学实践

向合理型转变［8］．
总之，高等数学的教学过程可以是丰富多彩的，

教师应该广泛利用现有资源，基于不断创新的教学

理念和教学方式，加强对高等数学教学的设计，让学

生充分享受高等数学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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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Effective Teaching Desig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Jiang Xueping

(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Abstract
Effective mathematics teaching needs comprehensive and reasonable design．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design including preclass student analysis，familiar with the
material selection，can be prepared for teaching． Meanwhile，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should be well
prepared． It includes good analysis section， introducing new lessons， telling a good concept，choosing the
appropriate examples，designing explain methods． Finally，teaching reflection after class is needed．

Key words: advanced mathematics，mathematics teaching，design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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