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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s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courses in the university. Its importance in the whole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highlighted.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is
uneven,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cannot play its due role. This is related to the curriculum setting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which is out of touch with the society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students. The convergence problem of modern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all fields is the focus of the
majority of educators. Among them, the connection problem between domestic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major and the connection problem between college mathematics and actual demand ar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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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是大学最基础的课程之一，它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程度已经凸显。但是数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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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齐，数学教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与数学教育的课程设置脱离社会、脱离学生的实际需求有
关。而其中大学数学教育与专业之间的衔接、大学数学与培养需求的衔接问题尤为突出。本文根据各高
校目前数学教学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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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壮大，目前一些二本院校的生源基础薄弱，学习主动性欠缺，大部分
二本院校教师反映入校新生学习高等数学感到困难，对大学的学习方法很难适应，上课积极性不高，
玩手机现象层出不穷。很多学生认为数学课程没有作用，这与数学教育脱离大学生实际需求，脱离
专业需要以及教学内容上强制灌输等有关。在目前数学教学过程中，存在重理论知识传授，缺乏对
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的教学倾向[1] [2] [3]。这主要表现在：侧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定理的传授和理
论的逻辑推导，缺乏基本概念引入的实际背景介绍，对基本定理的讲解一般是给出详细的公式推导
证明，然后套用公式用大量习题介绍计算技巧，没有培养学生观察，抽象和获取定理证明思想的直
觉能力。
同时，数学教育与专业培养目标也缺乏联接，学校虽然针对不同专业实行不同的数学教育，但是
数学教育与专业之间还是存在脱钩的现象。随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高等数学作为强有力的工具，
在理工科专业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显突出。然而，这么重要的课程并没有真正促进专业课程的教学，
很多专业课程教师反映，高等数学的开设流于形式，很难起到数学工具与思维的作用。学生的高等数
学知识不够扎实，眼高手低，无法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动手构建简单的数学模型。综合上述高等数学
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者认为其根源是学生缺乏专业应用机会，实践能力没有得到强化。高等数
学的教学改革在高校转型过程中显得尤为迫切。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教学内容与各后续专业内容衔接不到位
现阶段高校的高等数学教学重理论轻应用，教师重视的是数学概念的完备表述和定理公式的严谨证
明，或许由于课时的限制，不得不删减与专业相关的内容。比如，微积分中的极限的运算，中值定理和
导数变化率的应用问题与经济管理专业中的边际效用、边际替代率有关；工商管理专业中《项目可行性
研究》中的风险分析与线性代数中的特征值，特征向量有关；电子专业中的《信号与系统》会用到复变
函数中的拉普拉斯变换；机械原理中的解释法会用到高等数学中的空间解释几何[4]。而数学老师在讲解
这些理论的时候，撇开这些联系，缺乏技能性的训练，缺乏针对专业问题具体分析能力的培养，与其他
学科的内容完全脱节，处于一种“独角戏”的状态。学生普遍反映，大学数学太枯燥，太抽象，花大力
气进行学习之后，却茫然地不知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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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进度与专业基础衔接不到位
学校尽管根据不同专业对数学教育进行了分类教学，但在教学进度安排上还是没有全面考虑学生的
基础及专业衔接。比如对于生物类专业的学生，教学大纲要求他们学习数学二的内容，数学二下册内容
涉及了微分方程，多元函数，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分以及级数等内容，这么多内容只安排了 48 课时，
这样教学进度非常快，生化类学生本身基础薄弱，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感觉很难跟上进度。另外，学生
每期都有课程实习，物理实验，而这些实践课又常常与数学理论课时间冲突，导致学生舍此求彼，逃离
枯燥的数学课，间断性的学习更加大了数学学习的难度，从而导致学生积极性降低，恶性循环。同时，
现有的数学教材很少有数学与具体专业的衔接案例，让学生体会不到数学教育的重要性。

2.3. 课程设计与教育目标衔接不到位
大学的数学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运算能力，更应该注重学生运用数学思想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与学习能力。大部分本科毕业生每年都有进公司，进银行的，招
聘官看重的就是他们的思维和学习能力，他们相信数学逻辑训练的重要性。目前数学教育的手段，数学
教育的课程设计与这个目标相背离。高校数学教育还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板书教学，数学软件只在数学
专业中有这样的课程设计，而很多的统计软件实际上对很多专业的学生都非常重要，走向银行岗位的学
生不懂统计，走向会计岗位的学生不懂精算，走向建筑岗位的学生不懂画图软件，他们走向岗位后，需
要太多有用的数学知识，而大学数学的课堂都没教给他们，使得他们在新的岗位上无所适从。

3. 关于数学教学上衔接的几点建议
鉴于如上的问题，大学数学必须针对专业培养目标，进行课程整合，沿着与专业知识教学相结合的
方向改革。

3.1. 调整教学内容，加强专业课程案例的渗透
首先，加强数学教师与后续专业课程教师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与专业教师的交流，让数学教师心中
有数，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做到有的放矢。比如，在面对电气专业的学生时，数学教师讲解曲线积分和
封闭曲面积分时，可以运用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案例；面对理论物理专业的学生，讲解傅里叶变换时，
数学教师可以引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的案例；在面对文科生时，数学教师可以在教学内容中穿插一些思
政元素和哲理思想，比如讲解二元函数极值问题时，由二元函数的的图形的连绵起伏，寓意人生的起起
落落，低谷时不气馁，高峰时不骄纵。这样学生可以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里找到数学知识的用武之地，
体会到数学知识的趣味性与用途。同时更深刻地理解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其次，建立合理的授课安排制度。在分配教学任务时，应该安排部分教师专门负责有相关要求的专
业的数学教学工作，而不是每年没有计划地随意安排，不规则地变动。这样专任教师才会对学生所学专
业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有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才会在讲解数学知识时，穿插与专业背景吻合的案例。
最后，数学系要成立大学数学课程与专业课程契合团队，创建数学与后续专业契合的案例库。定期
对教师进行其所教学生专业课方面的培训。

3.2. 改革管理政策
针对教学进度与专业衔接不科学的问题，我们建议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应该有所作为。
首先，对教学课程的设计要统筹管理。大学数学属于通识课，所有学生都是选课，来自不同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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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院，为避免数学理论课与其他专业的课程设计及实习时间冲突，低年级最好不安排课程实习，或要
安排课程实习的话也可以选在周末的时间，或全校安排一个统一的实习周，将所有的实践教学安排在统
一的时间内。
其次，教材的选取与课时要匹配，不能将大量的内容集中在小量课时中完成，使得教师纯粹为了赶
进度，而没时间去注重学生探究能力和科学思维素质的培养。

3.3. 改革课程体系
鉴于数学教育与专业目标背离的现象，我建议从数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入手改革。
数学教育不能还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上，数学教育应该增加更多有用的课程，应该包括理论教学，
数学软件教学，数学建模的教学。数学软件应该将各种统计软件，计量软件，作图软件作为主要的内容。
数学建模教学不仅仅在学校建一个建模社团，举行几次数学建模竞赛就够了，许多的专业需要学生很强
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将数学建模的教学应该普及到每个需要
的专业。在数学理论课教学中，教师既要注意数学知识的教育，更要注意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育，尽可
能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数学课的教学中，要大胆让学生进行猜想、建构模型，然后用计算机进行验证。
利用直观材料显示抽象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上来，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当然，课程体系做出这样的改革，需要数学教师具有更好的数学素养，相关部门应该帮助教师尤其是青
年教师成长，出资让他们去参加各种数学软件培训，让每个数学教师都至少懂两门软件，尽可能地懂精
算，懂金融。有强大的师资队伍，有科学的课程体系，有规范的教学管理，数学教育一定能和专业目标
科学地衔接起来。

4. 总结
文章基于大学数学与专业脱节，与实际脱节的现状，从教师的授课内容、教师相关专业知识的提高、
管理政策以及课程体系的改革几个方面对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提出一些改进措施，希望能开辟大学数学
教学新思路。从而促进公共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相互融合，促进高等数学的基础性与工具性有机融合。总
之，数学教师需要更好的成长，职能部门应该意识到数学教育的重要性，加大数学教育的投资。学生应
该改变对数学的认识，增加学习兴趣，这样才能取得高校数学教育的效果，达到现代教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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