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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思想方法作为数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过去的教学大纲，还是现在的新课标，都把
分类和整合作为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本文归纳总结了中学数学中常见的分类讨论因素和解题的基本步骤．在中
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选取了 1 名对分类讨论出问题的学生作为个案研究，通过对该学生的知识诊断和矫正，使其
掌握了对应的分类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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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类讨论的界定和相关研究
在数学教育界，王仲春教授等认为: “数学思想

是指人类关于数学对象和理性认知的过程，包括应
用数学工具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思考过程［6］．”朱
成杰指出:“数学思想是人们对数学内容本质的认
识，是对数学知识和数学方法的进一步抽象和概括．
而数学方法则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手段． 若将数学思
想与数学方法严格区分开来是困难的，因此人们统
称为数学思想方法［7］．”分类是揭示概念外延的一
种逻辑方法．

在数学教学中，贯穿着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
法，基础知识是课堂上的一条明线，而数学思想方法
则是的一条暗线．学生走出校园后，通常几年后就遗
忘了数学知识，而数学思想方法却铭刻在脑海中．实
际上，无论在哪一阶段的教学，培养数学思维能力一
直都是教学的目标，而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是培养
和提高数学思维能力的过程．在中学数学中，分类讨
论就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朱成杰指出:“数学的
分类是，按照数学对象的相同点和差异点，将数学对
象区分为不同种类的思想方法［7］．”

不会正确分类就不可能学好数学，分类思想在
中小学数学中非常有用． 通过对有关分类讨论思想

方法的文献研究和分析，结合我们自身的教学经验，
我们发现分类具有的三个要素:被讨论的对象;讨论
后所得出的类概念; 分类的标准． 朱成杰指出，一个
科学分类的标准必须能够把需要分类的数学对象，
进行不重复，无遗漏的分划［7］． 下面就引起分类讨
论的因素和分类讨论的解题步骤展开进行讨论．
1. 1 引起分类讨论的因素

当我们遇到的问题中的条件不足以得到一个确
定答案或无法求解时，就是要应用分类讨论的思想
方法求解［2］． 在学生解答问题时候，如何才能找出
正确分类的标准．为此，我们研读了相关的文献并结
合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归纳引起分类讨论的
因素［4］．

中学教学中，引起分类讨论的因素很多，常规的
方法有:

( 1) 涉及的数学概念需要分类讨论;
如:根据绝对值的定义，分三种情况; 由指数函

数的定义，分两种情况．
( 2) 根据某些数学定理、公式的限制条件或运

算的要求进行分类讨论;
如: 等比数列的前项和计算时，分公比两种

情况．
( 3) 根据图形的位置变化进行分类讨论;
如:考察圆相切的位置关系时，分内切和外切两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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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根据实际情况分类讨论;
如:概率问题中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分类求出基

本事件．
( 5) 当条件或结论不唯一时，需要分类讨论．
如:给出等腰三角形时，需要讨论顶角与底角．
( 6) 数学问题中含有参变量，这些变量的不同

取值导致不同的结果．
如:解不等式时，分三种情况．
( 7) 较复杂或非常规的数学问题，需要采取分

类讨论策略来解决问题．
在问题解决中，学生清楚引起分类讨论的因素，

就会采取针对性的方法解决． 教师在教学讲解这类
问题时，切勿忽略对引起分类因素的分析，使学生进
一步加深对分类讨论的思维方法了解．

结合引起分类讨论的因素，我们分析初高中的
数学知识，发现中学的分类讨论主要应用在以下几
个模块:

( 1) 初中分类讨论的应用［1］．研究表明，初中数
学中，分类讨论的问题常见于应用模块、方程模块和
平面几何模块，如:三角形，圆中的分类讨论等．

( 2) 高中分类讨论的应用［2］．研究表明，高中数
学中，分类讨论的问题常见于函数模块、数列模块和
概率模块．
1. 2 分类讨论解题步骤

依据分类讨论的标准———不重复、无遗漏的分
划，下面我们来探讨分类讨论的具体解题步骤［3］．
通过分类可以使大量复杂的问题条理化、简单化，从
而使人们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问题． 分类讨论解决
问题时，往往需要把综合的知识独立化，将复杂的问
题分成相互独立的子问题．我们遵循解题的原则，应
用相应的概念知识解决子问题．最后，将解决的子问
题归纳起来完成分类讨论的．分类讨论过程中，体现
了化整为零，分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思想方法．

分类讨论的解题步骤，归纳起来主要有 5 步:
( 1) 明确分类的对象．我们要确定讨论的目标，

弄清楚对哪个参数进行讨论．
( 2) 合理的分类讨论．这就要求，我们要明白讨

论的因素，然后根据讨论的切入点，对讨论对象进行
分类．同时，分类的时候要做到不重不漏，标准统一．

( 3) 逐步解决．在分类后，就需要解决每类的问
题．依据分类的标准，应用相关的知识概念，解答每
歩的问题，得到阶段性的结果．

( 4) 筛选结果． 这要求，我们根据题目的要求，

对上述的结果进行检验，选出满足要求的结果．
( 5) 归纳作答．将各类的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
分类讨论是中学数学中重要的数学思想之一．

遇到分类讨论问题时，需要我们认真分析，逐步区分
分类的实质，从现象和本质着手进行分类讨论．如果
学生灵活应用分类讨论方法，在解决数学问题中必
会获益匪浅．

2 个案研究
中学的数学中的分类讨论问题一直都是学生难

以掌握的问题．从历年的中高考发现，学生解决此类
问题错误五花八门:有不会分类讨论的、有讨论不周
全的、有讨论重复等，导致这类题的得分率偏低． 在
这里，我们从一个学生实际辅导过程，来做一个分类
讨论教学的个案分析［5］．
2. 1 研究对象的描述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一名高二文科班的学生，为
了方便表述称作 Z同学． Z同学，男，上课认真听讲，
学习态度良好，有自觉性，学习综合成绩通常在全年
段 10% ． 从近期的作业情况，发现 Z 同学在解答有
参数的导数问题频繁出错．
2. 2 案例研究

在个案研究中，我们先了解该学生在分类讨论
中出现的问题．我们针对问题，采取相应的辅导和矫
正措施，使 Z同学最终掌握了该类问题中的分类讨
论思想． 下面我们分三个阶段，来阐述个案研究
过程．

第一阶段: 一般了解
在导函数及其内容的学习后，为了提高学习水

平，教师有意识地带入有参数的习题． 在一次测验，
有一题，如下:

已知函数 f( x) = x － aex，a∈Ｒ，讨论该函数的
单调性．

解答时，Z同学正确地求出导函数 f' ( x) = 1 －
aex，就令 f'( x) = 0 试图求出 x 的值．之后，Z同学对
参数按照 a≠0 和 a = 0 两种情况讨论．最后，Z同学
不能正确地解答问题，其解题过程中还有计算错误．

从 Z同学的解答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该同学具
有分类的意识，但并不明白如何正确分类．从其解答
正确的部分，我们看到 Z 同学掌握了利用导函数知
识．我们查阅 Z 同学的作业，发现 Z 同学在导数的
分类讨论问题中频繁出错． 而且对比所有分类的解
答过程，发现 Z 同学均按照 a≠0 和 a = 0 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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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讨论．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猜测: Z 同学是
单纯的模仿以前的解题思路还是不会分类讨论． 带
着疑问，我们进行研究．

第二阶段:深入了解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接触含参数的导数问题． 在

些之前，学生所遇到的分类讨论问题是一元二次方
程的分类讨论．我们猜想该学生有可能是模仿一元
二次方程的分类讨论进行解题． 为此，我们对 Z 同
学进行一次诊断性测验，题目如下:

解方程: 3x2 + 2ax + 1 = 0．

Z同学快速做出答案: x = － 2a ± 4a2槡 － 12
6 ．

从答案看，Z 同学直接利用一元二次方程的求
根公式．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我们进行
访谈调查:

问: 这样做的，对吗?
答:哦( 思考几秒) ，没讨论有没有根．
问:怎么讨论呢?
答:看判别式大于或小于零
从 Z同学访谈过过程，我们可以得出: Z同学是

在快速做出答案的情况下，忽略了根存在的条件．同
时，反映该同学明白二次函数讨论的依据，掌握二次
函数分类讨论的思维方法． 这足以推翻我们前面认
为该同学只是模仿以前解题的猜测．但是，Z 同学在
导数的分类讨论频繁出错，原因在哪里．带着问题我
们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第三阶段:辅导矫正
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就对应的拿出上面的一道

题目，加强 Z同学对分类讨论的理解．其过程如下:
问:你看看这道题:“求函数 f( x) = x3 + ax2 + x

+ b的单调性”．你怎么做?
答:求导，分类讨论，考虑 a．
问:怎么考虑 a?
答:分 a≠0 和 a = 0．
问:为什么要分 a≠0 和 a = 0?
答:看根情况．
问:你比较一下刚刚做的题目 ( 第二阶段的题

目) ，发现什么?
答:噢，明白了．应该考虑 Δ判别式的问题．
从 Z同学的最后回答，我们可以看出该学生已

经理解了这类题引起分类的因素—有没有根，而不
是单纯的对参数与 0 进行比较大小．

第四阶段:检测反馈
通过前三个阶段，我们发现 Z 同学在解决带有

参数的导数问题时，不明白引起分类的因素是什么，
导致这类问题频繁出错．对 Z 同学进行辅导和矫正
后，我们来检测其是否真的掌握了这类分类讨论
题型．

我们根据引起二次函数分类的四种因素，即是
不是二次函数、有没有根、根的大小比较和根与区间
的关系，设计出相应的带参数导数的检测题目．依然
以作业的形式，给 Z 同学独立做答． 在我们没有加
任何干预的情形下，而该同学全部正确地完成．说明
该同学已经完全掌握了导数中的分类讨论．
2. 3 反 思

从对 Z同学的个案研究中，我们知道该同学具
有分类的思想和掌握二次函数的相关知识，但遇到
带有参数的导数问题就不清楚如何正确分类． 在面
对考察导数、二次函数和函数性质等复杂题时，Z 同
学关注点放在导数上而忽略分类讨论的实质在于二
次函数的知识问题，导致这类题目出错．我们对其进
行辅导和矫正时候，将二次函数的知识分离出来．待
Z同学掌握了其中的分类讨论思想后，再把导数和
二次函数的知识组合回归到出错的题目，逐步疏导，
使该同学掌握分类讨论的标准．

从个案分析中，我们提出几点教学反思:
教师在讲解数学思想和方法时候，要强调它们

的来源和起因，不是一味地向学生灌溉知识． 否则，
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淹没在知识中，逐渐讨厌数
学学科．当学生在面临复杂的问题时，往往不能找出
主要的关注点，从而阻碍问题的解决．教师在教学的
过程中，应该注重培养对知识分离和组合的方法，带
领学生一步一步剖析知识点进而解决问题．

教育家布鲁姆，提出人人都是好学生，只要给他
们足够的学习时间和辅助恰当的教学手段． 学生不
能取得好成绩和知识的漏洞息息相关． 在辅导学生
方面，教师应该与学生平等地进行沟通，找出学生的
本质问题．在了解学生的知识问题后，教师要选择适
合学生的方法，对其进行辅导、矫正和及时反馈，从
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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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Li Yun Zhao Xuezhi

( 1. Fuzhou Drum Tower Second Central Primary School，Fuzhou Fujian 350001;

2.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mathematical thinking method has aroused people's

attention． Both the past syllabus and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pu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s an
important mathematical thinking metho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step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and the basic steps of problem solving．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middle school，we selected a
student who discussed the problem as a case study． By diagnosing and correcting the knowledge，this student
mastered the corresponding classification theory．

Key words: classification discussion，mathematical thought method，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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