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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majors have different 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for advanced mathematics knowled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in different majors of Baise
University, the proposed measures for the reform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are given.
The aim is to give reasonable teaching plan and ability to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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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不同对高等数学知识的掌握内容和要求程度不同，通过对百色学院不同专业的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
实际情况分析，给出了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建议措施。旨在给出合理的教学计划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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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不仅地位越显重要，不断地向自然科学、经济、
金融、社会等各个领域渗透，而且在这些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和突出的影响。高等数学课作为高等院校
非数学类理工科各专业学生学习的基础课程，对专业的后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仅停留在纯
理论层面上的高等数学的教学模式，已经不符合社会对各类人才的要求，把数学方法运用到解决实际问
题上来才是高等数学教学的目标。因此，对高等院校不同专业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显得非常必要，
国内许多学者也对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参看[1]-[7]。

2. 高等数学教学的现状和问题
现在仍有许多问题存在于高等数学的教学中。首先是教师的认识问题。每位教师对问题的认识和理
解以及如何处理可能会有些意见不一致。比如，有些老教师认为要重理论，并且要用板书教学效果好，
而年轻的教师则认为在教学中引入多媒体，而不是全部板书，能加快教学的进度，并对一些几何化的问
题，通过软件编程，动态表现一些几何性质，更能加深同学们的理解。其次是教学内容和学时安排不合
理，新的教学大纲和原来的教学大纲比较发现高等数学的课时严重下滑，减少了十多个课时，但是教学
内容并没有减少，也就是说老师在提高教学进度的情况下还要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不下降，教师一般情
况下会安排一些课外作业进行巩固，但课堂内几乎没有了习题课的时间，学生的练习不能得到及时的反
馈，学习质量并不能得到保障。第三是教材版本单一，缺少专业针对性。没有根据具体的专业知识需要，
选择不同的教材，而是所有专业统一的教材。第四是教学计划的制定没有其它专业的老师的参与，导致
教学内容重点不突出。第五是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动机普遍是外在压力，对学习高等数学的重要性和专
业实用性不明确。
为此，给出高等数学教学内容改革的一些建议。

3.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必要性
作为高等院校非数学类理工科各专业的基础课程的高等数学，学习它能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开阔思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还能培养学生思维的严谨性。怎样使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或教学重点满足不同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并
让学生学会学以致用，是做好这门课程教学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高等数学内容多、课时少，怎么做好其教学，对于不同的专业，哪部分内容最重要，这都是值得探
讨的问题。在高等数学的内容中，各知识板块、章节都有重点，各专业需要掌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教
学内容应该根据专业来安排，按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以满足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注重高等数
学基础内容教学的同时，应结合专业实际情况，做到不同专业不同的侧重点。如微积分部分可以说是高
等数学的核心内容，对于物理相关专业，高等数学中的曲线积分、空间直角坐标系及向量运用较多，是
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应作为一个重点。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多结合专业相关实际事例，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该专业的实际问题，让
学生学会应用所学数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体会高等数学服务于专业，与专业课之间的紧密联系。
因此，教师应在日常的教学中不断探讨、研究并完善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使高等数学真正的服务于不
DOI: 10.12677/ae.2018.81002

14

教育进展

李自尊

同专业的学生，发挥它在不同专业的作用，突出它的地位。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为此，文章对不同专业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改革进行探析，以便能更有效地进行教学，提高教学效
果，做到学以致用。

4.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改革探析
根据百色学院《关于修订 2010 级普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文件中提到的“夯实学
生基础，兼顾学生就业和考研深造的需要，理工类专业在低年级开设足够深度的高等数学”，并使计算
机基础课程教学达到基本要求。目前高等数学的教学还无法达到以上文件的要求，还需要不断完善其高
等数学教学内容的安排和管理。如何提高高等数学教学，应做到教学计划由数学专业教师主导，其他各
专业教师配合，大家一起沟通和探讨，从而努力提高高等数学的教学质量，以满足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要求。

4.1. 教学大纲的制定应有针对性
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不同，对学生的数学基础要求不同。学校首先应研究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了
解不同专业对高等数学应用的要求，重点是对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要求，哪些内容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必
要，应增加和加强，哪些内容可适当删减。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专业进行筛选和优化高等数学
的教学内容。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大纲，提高并保证高等数学的教学质量。

4.2. 教学时数和教学内容安排的合理性
虽然在提倡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教学的改革中，许多高校总的课堂教学时数普遍被压缩，但各专业
在争相强调本专业课程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应削减高等数学的课时。高等数学课程作为高等院校不同专
业的公共基础必修课，课时应该得到保证。国内一般本科院校理工科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高等数学开设
两个学期，周学时有 6、5、4、3 四种情况，开设高等数学(上、下）册。学校对不同专业的学时有 80、
64、51、48 四种情况，但对低于 64 学时的专业，课时就显得不足，学生学习起来难度大，对他们后续
的发展不利。建议每个专业的学时都增加到 64 学时以上。只有在课时得到保证的情况下，高等数学的教
学内容才能有保证，教学质量才能达到教学要求，使学生对高等数学的掌握程度达到要求，这样才能保
证不给学生增加后续课程学习的困难。
教学时数和教学内容的合理安排，使得教学质量有保证，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能力强、后劲充
足，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4.3. 教材选择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根据不同专业的教学大纲，结合专业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不同专业的教材也很重要。关
于不同专业的高等数学教材，国内出版的有很多，基本可分为四类：理工专业类、普通专业类、经济专
业类和文科专业类。各专业可以根据专业需要选择不同版本的教材，使教学更有针对性。让授课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根据专业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根据不同专业对各知识的要求，做到核心内
容重点讲，重点内容一般讲、一般内容自学为主，充分发挥好教材的作用。有条件的院校，各专业系可
以和数学系合作，共同研究和探讨适合本专业的教学内容，自主编写适用于本专业的特色教材。

4.4. 注重高等数学的专业实用性
大部分不同专业学习高等数学的学生都觉得高等数学跟自己所学的专业联系不大，在专业实践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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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如何去应用所学过的高等数学知识。大多数学生学会了基本计算的技巧，会计算课本上基本的例题和
习题，却没有把高等数学与专业应用联系在一起，遇到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实际问题时就束手无策，不懂
该如何应用所学高等数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出现此情况的原因并非学生学得不好，而是学生面
对实际问题时找不出所学知识与专业联系，对所学数学知识缺少实际方面的应用。
例如：在现实的工作、生活中，许多人总是在不停地计算成本，诸如怎么能用最少的费用办最多的
事、怎么用最少的成本购进商品等问题。对这类成本计算问题，学习了高等数学，掌握了运筹学思想，
利用最优化模型，就能很快解决。又如现在社会普遍关注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传染病问题，利用数学
的思想找出问题的切入点，建立数学模型，从而得出控制传染路径的方案。这些都是很典型的高等数学
实用性的例子，因此，在教学内容上，注重高等数学的实用性教学，增加与本专业密切联系的相关例题，
让学生感知到更多高等数学的专业实用性，教会学生如何在本专业上应用所学高等数学知识，把学生对
高等数学的学习从知识层面转向应用层面，充分认识学习高等数学的重要性。

4.5. 着重培养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逐渐培养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让他们充分认识高等数学学习对专业的发展和应
用的重要性。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摆脱学习高等数学是外在压力驱使(如考试压力、老师管的严）
的心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以“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方式进行教学，多与学生互动沟通，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注重高等数学的实用性教学，让其和各专业联系起来，使学生理解高等数学对各
专业学习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发挥高等数学的实际作用，把学生从学识层面提高到应用层面来，激发学
生对高等数学的探索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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