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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大学扩招而导致的生源个体差异和数学基础差别越来越大，如何保证高等数学的教学质量成为高校教师和管理

部门的重要任务。应该结合对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分析当前高等数学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要突出其对专
业课程学习的重要作用，将高等数学教学与学生所学专业有机结合，根据专业需求对高等数学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资源
分配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思路，
使高等数学课程真正具有针对性、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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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知识点时，和学生未来将要学到的专业课程建立联系；

高等数学是高等院校十分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学

其二，如何展示高等数学在专业领域里的现实应用，通

分较多，学时较长，学习难度较大。学好高等数学，不仅

过应用实例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真正感觉到高

对学生学好后续专业课程、实现专业培养目标有巨大作

等数学是有用的，从而提高学习积极性；其三，如何合理

用，还对部分有兴趣继续深造、从事专业研究的学生有

配置教学资源，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背景，将教师和所

极大帮助。如何根据专业需求，
对高等数学的教学模式、

教学生的专业合理配对。

教学内容以及相应的教学资源分配进行改革，使高等数
学课程真正具有针对性、实用性，这对于提升办学水平、
加强学风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都具有重要作用。[1]

二、
高等数学教学的现状分析
反思当前的高等数学教学，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教学内容偏重理论和计算，缺少专业衔接。目

作为农林院校的代表，我校目前面向非数学专业开

前的高等数学教学，仍然沿袭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

设四门覆盖面、侧重点不同的高等数学课程：高等数学

学模式，一般采用“定义、定理、证明、举例”四步讲授方

A、高等数学 B、大学数学和文科数学。其中高等数学 A

法。重知识的传授，轻能力的培养；重技巧的训练，轻数

面向全校工科类专业开设，主要覆盖工程学院、信息学

学思想的学习；重理论知识的教学，轻数学应用的训练。

院等；高等数学 B 面向全校经管类专业开设，主要覆盖

对于我校而言，由于上课班级学生人数过多 （120 人左

经管学院、公管学院等；大学数学面向全校农林类、生物

右），教学时数偏少 （由传统的 176 学时缩减为 128 学

类专业开设，主要覆盖农学院、林学院、生命学院等；文

时），
时间紧，
任务重。教师往往为了赶进度而满堂灌，
忽

科数学则面向其余学院。虽然四门高等数学在设计课程

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教学互动性。习题课、
讨论课缺乏

体系、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时数时已经根据不同的专

与专业相关的应用型内容，学生被动地听课、记笔记，照

业而有所不同，但使用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等教学指

葫芦画瓢地做作业，对所学的知识缺乏独立思考和研

导性文件基本上是统一的，即便有所不同也只是根据教

究。只注重定理的证明、
公式的推导以及习题的演算，
特

学内容作了适当的删减，教学要求基本上是从纯粹数学

别突出解题技巧，而忽视或轻视了高等数学在未来专业

的角度来考虑的，没有将数学与专业课程的需要有机地

培养中的作用。这对于大多将来要从事具体专业应用的

结合起来。

非数学专业学生来说，
是严重不足的。一方面，
枯燥的解

目前关于高等数学如何实现专业导向的研究还有

题训练会使学生产生疲惫心理，丧失学习兴趣；另一方

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已有的研究成果要么是从宏观理论

面，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教学方法会使学生轻视数

上分析专业导向的必要性 [2] [3]，要么是将专业导向问题

学的作用，
在学习后续专业课程中会遇到较大麻烦。

转化成了分班教学问题 [4] [5]，最终还是让学生来适应教

（二）教学大纲缺乏灵活性，教学内容雷同，专业针

师的教学风格。本文将重点关注三个方向：
其一，
如何将

对性不强。高等数学知识点既多又难，为了保证教学质

高等数学教学与学生所学专业有机结合，讲解高等数学

量，除了理论课教学外，必须有相应的习题课来巩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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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时作为保证，很难做到面面

（一）教学内容改革

俱到，融会贯通。我校在 2013 年以前，高等数学的教学

根据学生专业的特点对高等数学教学内容进行调

时数有 176 学时，这一时数和其他高校大致相当。在这

整，和学生将要学到的专业课程建立联系。对以后在专

种情况下，教学内容可以保证覆盖所有知识点，并且有

业课学习中要用到的数学知识点进行重点讲解，专业方

时间开设习题课。然而自 2013 年开始，
我校对本科生培

向不需要或者淡化的数学知识点则不花费过多时间。在

养计划进行了重大改革，对大部分课程的教学时数进行

讲解重点知识点的时候要加入具体的专业应用问题，使

了压缩，高等数学的教学时数减至 128 学时。在这种情

学生意识到高等数学是与专业密切相关的重要课程。

况下，我们对高等数学的教学大纲统一进行了修改，对

根据各专业的特点编写适合各专业学生学习的数

教学内容进行了取舍，
删掉了部分知识点。然而，
这些统

学习题、
应用题。在教学中根据专业课的需要大胆、
灵活

一删掉的知识点对某些专业学生的后续学习来说是必

地处理教材内容，
比如在“高等数学 AI”
课程的教学过程

要的。比如电子类、
电气类学生后面在学习复变函数、
信

中，因为函数、极限、导数等内容，学生在中学已学过，那

号与系统等专业课程时经常要用到傅立叶级数、第二类

么在教学中对这些部分就不用细讲，只需加强复习、总

曲线和曲面积分、格林公式，而这些内容在新的大纲里

结。又比如积分变换在工科专业的后续课程中用得比较

已经被弱化为选学内容，可教可不教。已经有部分专业

多，因此对积分变换、函数展开成级数这部分内容中的

任课教师反映，学生的高等数学基础太弱，以至于影响

一些较复杂的定理证明就只需介绍其证明的思路，着重

到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因此，
在课时少的情况下，
更要

讲授定理的应用，而不必讲究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增加高等数学教学大纲的灵活性，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
设计不同的教学大纲，
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
（三）教学资源分配不合理，任课教师与所教专业学
生随机配对，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经常有教
师抱怨学生太过功利，理论学习兴趣不高，考试要考的
才学，
对找工作有利的才学。其实，
把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的责任推到学生身上是不恰当的，教师更应该从自身找
原因。可以说，传统的高等数学教学与学生所学专业脱
节、
分离较严重，
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真正能在教学
过程中加入专业衔接，以此来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师少之
又少。这主要是因为教师受限于自身的专业背景，对所
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缺乏了解，不敢或不会进行专业引
导。而事实上，不少高等数学的任课教师对某一专业后
续课程是有深刻了解的，比如有金融数学背景的教师较
熟悉经管类专业课程，有复分析背景的教师较熟悉电子
类的专业课程。但是目前的教学资源分配上没有考虑教
师和学生的优化配对，没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
好钢没有用到刀刃上。
综上所述，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强化专业导向，
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合理分配教学资源，是高等数学教
学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
基于专业导向的高等数学教学改革
基于专业导向的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方针为：

对积分变换这一部分要系统地讲授傅里叶变换和拉普
拉斯变换的概念、性质、应用等知识点，加强这一部分内
容的习题训练，使学生理解积分变换的数学思想与方
法，牢固掌握傅里叶变换和拉普拉斯变换的性质，并能
灵活应用其性质解决一些数学、电磁学、流体力学等与
专业相关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学习相关专业课程
时不必为一些繁琐的数学知识而伤脑筋，才能为工科专
业的人才培养夯实基础。
（二）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要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可以通过展示高等数学在专业领域里的现实应
用、具体的实例分析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高等数学
教学的目的不仅是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数学思想方法，提高学生空间
想象、直觉猜想、归纳抽象、符号表示、运算求解、演绎证
明、体系构造等多方面的能力，而且还应该培养学生学
习新的数学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不仅使学生掌握
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而且应该在此基础上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使用数学工具的能力、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改革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注重数学思想的讲授。让学生掌握数学的思想形成
及科学的思维方法比掌握知识更为重要。教师要教会学
生用数学的方式去思考、探索问题，使学生善于挖掘隐

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突出其对专业培养的作用，将高

藏在书本背后的问题和方法；教师还应将自己多年积累

等数学教学与学生所学专业有机结合，为学生学习专业

的数学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崇尚数学的理性精

课程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展示高等数学在专业领域里的

神。其二，
重视直观性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各种手

现实应用，加入各种应用实例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段（如画图、类比、动画等）在概念、定理、证明、解题中突

学生真正感觉到高等数学是有用的，从而提高学习积极

出其直观性，培养学生的数学直觉。直观性教学法可以

性；通过科学调配教学资源，达到教师专业背景和学生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其记忆力和学习效率。其三，

专业相辅相成。

开展学术讲座，介绍专业最前沿的应用所涉及的数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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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教师要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科研情况，向学生介

学生所学专业有机结合，在讲解高等数学知识点时，要

绍数学与各专业结合的一些研究实例，开阔学生的视

和学生将要学到的专业课程建立联系；其二，通过学术

野。

讲座展示高等数学在专业领域里的现实应用，使学生真

（三）教学资源配置改革

正感觉到高等数学是有用的，从而提高学习积极性；其

作为公共基础课，高等数学的任课教师人数众多，

三，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在对公共基础课排课时，要调

这些教师虽然大方向都是数学专业出身，但是所学习和

研、了解所有教师的专业背景和诉求，使教师的专业背

研究的方向各有不同，有的具有金融背景，有的具有信

景和所教学生的专业合理配对，充分发挥专业引导的功

息背景，有的则具有工科背景，每个教师都有自己较熟

能。

悉的专业方向。如果能够实现对某专业熟悉的教师教这
［ 注

一专业的学生，就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更科

释 ］

学合理地引导学生的发展。以往的排课方法都是按教师
的姓氏字母排序和学生的学院专业随机配对。这一方法
造成了教师和学生的专业不匹配，教师往往不了解所教

［1］ 丰雪，李波，张阚．农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大
学数学改革［J］．大学教育，2013（16）．

学生的专业发展情况，无法进行专业引导。要改变这种

［2］ 李晓伟，张栋峰．高等数学在电力工科专业中的基础性研

不合理的教学资源配置方法，就要充分了解教师的专业

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S2）．

背景和教师希望教授某一专业学生的诉求，在排课时实
现任课教师的专业背景与所教学生专业的合理配对，充
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
增加对学生的专业引导。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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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这一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将高等数学教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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