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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学能力培养的高校数学教学模式构建分析 

许 燕 

吉利学院  四川成都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持续提升，高校教学改革也正在积极进行中，数学作为高校教学工作中

的一项基础性学科，在具体从事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需要从实际出发，综合加强对该学科特点的分析和研

究，在此基础上根据现阶段数学教学内容数量和难度的进一步扩大，对原有的教学策略进行调整优化，通

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全方位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水平和能力，为教学优化以及教学质量的改善起到积极

地促进作用。高校在从事数学教学活动时，应该充分关注学生知识素养和实践技能的综合培养，紧跟时代

要求构建全新的数学教学模式，从而最大限度提升数学教学成果。本文在研究中将主要围绕数学能力培养

展开，在对数学能力和数学教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化阐述的基础上，探讨高校数学教学模式构建的实际

策略，以此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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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our economic level, the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lso an active way. Mathematics, as a basic discipline in the teach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concrete teaching activities, need to start from the reality,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discipline.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level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content quantity and difficulty further expansion. The original teaching strategy is adjusted 
and optimized, and the mathematics learning level and ability of students are improved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certain ways and means, whic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When engaging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ctivit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quality and practical skills, and build a new 
mathematics teaching model to keep up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so as to maximize the improvement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results.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mathematical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the 
systematic elab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hematical ability and mathematics teaching,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mode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staff. 

【Keywords】mathematical ability; College mathematics; Teaching mode; Construction analysis 
 

引言 
高校数学教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利用数学基础理论知识，形成系统化分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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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从以往的研究和调查中已经发现，学生数学认知结构的优化和完善将在一定程度上直

接影响并决定学生数学应用能力的提高，数学认知结构主要指的是学生对数学知识结构形成的一个认识结

果，需要注意的是，学生本身就存在个体差异性，在对数学的认知上也会由于个人能力和实践经验的不同

表现出在水平上的相对差异，因此教师在高校开展数学课程教学时，面对教学内容和难度的持续增加，需

要采用合适的方法积极引导和帮助学生，使学生可以构建完整的数学认知结构，在此基础上推动并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使学生可以真正成长为社会需要的高质量人才。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要不断根据相

关要求进行思想和观念上的创新升级，探索新兴的数学教学模式，将知识理论的教学和学生数学能力的提

升有机融合起来，真正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复合型人才。 
1 数学能力和数学教学之间的关系 
学生在具体参与学习活动的过程中，只有真正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以及具体的课程教学需求，掌握大量

的基础数学知识，才能真正提升自身的课程学习能力，真正实现全面优化和发展。通常情况下，学生掌握

的数学知识和对应的数学能力的获得呈现出正相关的特点，通过利用数学知识可以有效解决当前课程教学

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从而真正体现出整个学科体系的应用价值。与此同时在实际进行相关问题解决

和优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结合学生的数学认知特点，对学生已经掌握的数学知识和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

和手段进行巩固和优化，全面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但是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也要对整个学科体

系教学建立更加清晰和可观的认识，可以清楚意识到学生数学能力的提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

求借助训练和引导等手段进行强化和培养，只有真正进行有目的的练习，才可以进一步帮助学生借助自身

所学的知识，完成数学认知结构的系统化构建，在此基础上遵循相关原则对数学知识进行重新排列，真正

实现彼此的科学链接，为学生数学应用和解决能力的提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 高校数学教学模式的现状 
2.1 学校大量扩招，增加了课程教学事务 
近年来，伴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持续深入，许多学校在进行人才招收的过程中，进一步放宽了相关标

准，导致学校的学生数量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这一政策的实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优

化发展，给予了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使其可以拥有更加良好的学习体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招

生规模的扩大也会使得学生在水平质量上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对各个学科教师参与教学实践工作带来

了较大的困难和挑战。对于高校数学教师而言，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面对各方面的问题，不但需要

清晰的认识到学生在数学基础和认知水平上的差异性，更是要结合不断复杂和深入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

模式的优化升级，但是从现如今高校数学教师教学的现实情况来看，整个教学模式的展开仍然采取传统的

教学手段，数学课程种类和数量的持续增加只是耗费了学生和教师更多的精力，却往往难以达到理想化的

教学效果，导致教师的积极性持续降低，对学生数学能力的全面提高以及学校数学教学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都容易产生消极的影响[1]。 
2.2 与学生认知规律不符，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现阶段从我国数学教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教师在参与数学课程教学的时候，已经不再关注

对学生数学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更是忽视了启发性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教学过

程中对应试教育给予了过多的关注。但是这种模式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已经发现，它往往和学生的认

知规律相违背，学生在参与数学学习的时候，如果只能借助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和掌握相关定理和计算方

法，那么在实际参与具体数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时，也就无法使用对应的数学知识进行处理，和现阶段高

校有关人才培养的目标也会有所背离。因此，在现如今的高校数学教学中，数学教师必须从实际出发，对

学生的数学能力进行有效的提升，通过数学知识的讲授使其和整个教学达到内在的平衡[2]。 
2.3 学生学习兴趣较差，教学效果不理想 
就现阶段的数学教学而言，正是因为教师在教学的具体展开中，忽视了对学生数学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只是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降低学生兴趣的同时也导致整个教学效果不佳。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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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数学教学无论是在难度上还是内容数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升，学生在进行相关内容学习时，也会

面临较多的阻碍，因此教师在从事具体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和安排数学学科教学

内容，在此基础上加强创新意识，真正推动整个教学模式的优化升级，使其更加顺应现代化教学模式的发

展需要。通过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分析高校数学教师在教学内容上的规划和具体落实，从而了解教师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表现在教师在整个数学教学过程中，只是沿袭传统的数学教材，这就导致整个数

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使得现代化的教育教学理念无法得到真正的体现，降低教学效果的同时也无法提高

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3]。 
2.4 教学方式筛选欠妥，课堂氛围不佳 
传统高校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进行教学方法选择和应用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学生知识理论

的教学，需要学生可以掌握具体的数学理论，从而实现数学素养的一定提升。然而随着现代化教学改革的

持续深入，在实际参与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构建，要求可以从实际出发，多

个角度着手培养学生不同方面的能力。这就导致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具体筛选时，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无

法真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也造成整个课堂教学氛围无法达到理想化效果，对学生

综合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更是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由此可以看见，如果在实际教学中不能选择适当的教学方

式，就很可能对整个课堂的良好构建产生消极的影响[4]。 
3 基于数学能力培养的高校数学教学模式构建策略 
3.1 确定教学目标，剖析教学重点 
新课程标准的实施要求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从教学目标着手加强分析和研究，从知识技能

领域、过程与方法领域以及对应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部分进行细化统筹，在进行目标优化和设定的时候，

教师需要从这三大结构着手，考虑到学生的发展实际从而建立立体化的三维目标，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数学

学科教学内容的创新和整合。在具体进行课程备课的时候，教师应该将教材内容作为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内容的个性化设计，在考虑到教材的同时也要摆脱教材的局限性，防止学生学习过程

中在思想和思维等方面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在从事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更是应该对学生情感思维和实践技

能的培养提出具体性要求，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对课程教学中的教学重点进行客观把握，在此基础上确

保课程教学质量。在从事具体的数学课程教学时，教师在开展具体的课程内容教学之前，可以先在黑板上

展示本节课堂教学的重点，为学生了解和把握学习重难点提供适当的援助和帮助。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学

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吸收，更是要求教师在具体的课程展开中，可以利用多媒体和板书设计等不同的教

学方式，对学生的大脑神经等实施刺激，最终帮助学生形成对相关知识和内容的直观性感触。除此之外，

在具体从事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活跃数学课堂学习氛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要求教师可以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合理引入一些适当的教学资源，真正借助外力的作用促使学生对新知识建立深刻的印

象，从而有效提升学生在不同情况下对数学知识的内化和吸收效果[5]。 
3.2 丰富教学模式，引导主动学习 
传统高校数学教学中，数学教师由于已经习惯了自己经常使用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活动的展开中常常

要求学生可以服从教材的知识逻辑安排，这就导致整个教学严重忽视了过程本身具有的逻辑性，在此阶段

对学生有关知识接收的承受力度也没有进行客观的研究和分析。在传统思维的局限下，教师通常采用的是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只是从单一化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数学知识的传输和指导，学生的主动性处于被压制的

地位，导致整个教学效果不佳。而且这一教学模式在整个教学中的具体实施，也使得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联

系进一步降低，对学生利用数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难以产生积极地影响。要想真正改善现阶段

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需要教师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创新和更新教育理念，从以往的课堂掌

控者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引导者，创新和优化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增强数学教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内容的吸收和内化，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措施和手段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在

具体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课堂讨论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为创新学生思维，提高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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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真正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拓宽学生视野的同时优化课堂教学成果[6]。 
3.3 巧用教学方法，营造有趣氛围 
数学本身就是一项十分注重逻辑性的学科，在具体从事课程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可以具备良

好的思维能力和理论基础。要想真正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特别要关注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使学生可以

增强主动探索的欲望，从而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如果学生在参与数学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调动不同

的感官参与，那么达到的效果将是最佳的。要想真正构建科学有效的高校数学课堂，也要创新和优化教学

方法，有效发挥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优势，借助形象鲜明的图像和视频，调动学生不同感官的充分参与，在

此基础上教师也要结合学生的实际经验进行课程情境的创设，确保整个教学过程可以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体现出数学实用化和生活化的特点。在构建情境的过程中也要进行问题的创设，并且要联系实际寻找问题

的解决方法，使学生可以增强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在对相关知识形成背景性了解的基础上，可以提升逻

辑思维能力[7]。 
4 结束语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现阶段高校在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学科教学时，需要从实际出发加强

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数学作为基础性学科之一，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更是要对数学能力和数学教学的

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现阶段数学教学现状，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优化创新，使其更加适

应现代化教学的发展需要，在对教学目标充分把握的背景下，丰富教学模式，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

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可以更加主动地参与数学学习，全面提升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使学生

可以在现阶段的学科教学中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真正为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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