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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数学模型教学是很多教师普遍采用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数
学知识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提高数学思维能力。教师在使用模型教学时应注重数学语言的
转换、构建数学知识结构、感悟数学模型与实际的关系,讲清模型特点并且让学生体会从多角度思考问
题。教师在使用模型教学时应该抓住数学教学的核心内容,不可让学生生搬硬套,偏离数学本质。
[关键词] 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教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TQ018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初中数学模型教学在实际

的分解,从而找到解题思路。

出实际上蕴含了一些限制条件或者变相

2 学生学习数学所遇到的困难

地提供了一些条件,很多学生是不能够

方法的使用也是褒贬不一,一些教师很

很多学生在学习数学时,是有很强

理解的。解答数学题目的首要步骤就是

好的运用了模型资源,使得学生的认知

的畏难思想的,原因是长期在学习数学

审题,,而审题的关键就是对数学题目的

水平上升了一个层次,也有的教师对于

的过程中体会不到成功的喜悦。他们在

理解,也就是对数学语言的理解。很多学

模型解题并没有形成深刻的认识,使得

解题时往往没有思路,看到题目不知道

生因为忽略或者不理解题目中的某个细

教学出现了问题,本文笔者将结合一名

从何思考,从何处入手。对于简单的题目,

节而无法高效的解答问题,因此在数学

一线教师在实践中对于这种教学方法的

如果题目内容只包含一个知识点,教师

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

体会谈一些见解。

教学中应用广泛,从教这对于这种教学

只要准确找到知识欠缺的部分,补足学

的审题能力,对于一些数学语言细致的

1 数学模型与数学模型教学

生的短板,问题还算比较容易解决。但是

讲解。

首先什么是数学模型呢？

对于一些复杂的题目,尤其是中考试卷

数学模型是运用数理逻辑方法和数

中的拔高题,学生困惑的群体就更加庞

例题1：不透明的文具袋中装有规格

大,学生不清楚题目中的条件蕴含着什

相同的红、黑两种颜色的通用中性笔芯,

数学模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开

么样的契机,从哪个角度开始解决问题,

其中红色的有3支,黑色的有2支。

始使用数字的时代。随着人类使用数字,

如何添加几何题目的中辅助线问题更是

就不断地建立各种数学模型,以解决各

学生解题的“死穴”。

学语言建构的科学或工程模型。

比如：

(1)从文具袋中随机抽取1支笔芯,
直接写出恰好抽到的是红色笔芯的概

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对于广大的科学技

学生们需要教师为他们搭建通往解

术工作者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对

题之路的阶梯,即使不能够完全解决最

教师的工作业绩的评定以及诸如访友,

难的题目,也需要在面对题目时有一个

采购等日常活动,都可以建立一个数学

大致的思考的方向,从而通过不断地学

模型,确立一个最佳方案。建立数学模型

习得到提升。

＝－

是沟通摆在面前的实际问题与数学工具

3 实施数学模型教学,让学生
感悟数学模型思想

“<”或“＝”)

之间联系的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
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数学模型是为了

实施数学模型教学,可以很好地提

便于学生着手分析与研究题目,对于复

升学生的数学综合思维能力。在课堂教

杂题目采用“简化”的方法,对复杂数学

学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问题进行抽象的处理,保留主要因素,略
去次要因素,得出的一种能反映数学题

3.1学会从数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增
强数学语言感悟能力

目本质特性的理想模式。学生能够通过

很多学生解决数学问题困难,其实

对大量基础模型的学习达到对复杂题目

是从读题就开始的。很多数学题目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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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2)从文具袋中随机抽取2支笔芯,
求恰好抽到的都是黑色笔芯的概率。
例题2：点(x1,y1),(x2,y2)在函数y
2
x

的图象上。

(1)x1<x2<0,则y1________y2(填“>”
(2)x1<0<x2,则y1________y2(填“>”
“<”或“＝”)
例题3：菱形的一个内角为120°,
边长为8,那么它较短的对角线长是(
A．3

B．4

C．8

D．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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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题1的第二问中,“从文具袋中

三种。事实上,当初中三年的全部知识都

等式组的知识分析计算,最后帮助家

随机抽取2支笔芯”这个条件就暗含着

学习完毕后,有关于中点的知识模型有

人选择何时的话费套餐。在这一实践

“拿出一支笔芯不放回,再拿出一支笔

如下：

活动中,学生可以更好的感受数学在

芯”的意思,有些学生不能正确理解题

中点定义；(2)中垂线定义、性质；

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而且在这类的问

意,致使答题错误。在例题2中,条件

(3)等腰三角形三线合一；(4)直角三角

题中,经常会出现学生不太熟悉的名

“x1<x2<0”和条件“x1<0<x2”分别包

形斜边中线定理；(5)中位线定理；(6)

词术语：本地网,通话费、收费标准、

含了选取的两个点分别在同一象限和

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7)平行四边形性

通话时间、时间段等,若让学生自己到

不同象限的条件,有些学生对此是不了

质定理；(8)倍长中线模型；(9)平行线+

电信局进行调查将这些名词的意思完

解的。在例题3中,给出了“菱形的一个

中点模型。

全弄明白后,教师再分析讲解,学生就

内角为120°”这一条件,那么题目中蕴

如果学生在头脑中存储了这些系

易搞懂了。学生经历“遇到实际问题-

含的就是：连接较短的对角线,可以得

统 的知 识,那么再遇到有关于中点的

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总结数

到两个全等的正三角形。那么类似的条

问题时,学生就会有思路可寻,能够找

学模型-回顾与反思”的过程,比单纯

件给出的方法还有：连接菱形较短的对

到思考的方向。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

从课本上学习要理解深刻。

角线,长度等于菱形边长；过菱形一个

程 中,要 注意不断地帮助学生完善他

顶点作对边垂线,垂线平分对边；连接

们 头脑 中的知识体系,使其在学习的

菱形两条对角线,它们的长度比为 3 ：

过 程中 思维日渐丰满,加强知识的思

1；一个菱形相邻的两个角的度数比为

维检索能力。

2:1等等,学生如果对这些不同的表述
方法均能够理解,那么解决这道数学题
就没有问题。

3.3感悟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
一般过程

3.4掌握基础模型的特点,增加知识
储备
初中阶段,数学模型很多,尤其一
些几何模型有着非常显著的特点和一
些独特的解题方法,教师在进行习题教
学时应该抓住的“根”就是数学模型,

数学是一门实际应用性很强的学

习题教学的“魂”在于数学思想方法.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要

科。它不仅具有题材贴近生活,题型功能

好的试题往往将几个熟悉的模型结合

经常培养学生对“数学语言”的熟练度,

丰富,涉及知识面广等特点,而且其应用

在一起,考察学生的多方面能力。所以

做一做“数译汉”、
“汉译数”,加强学生

性、创造性及开放性的特征明显。新课

教师可以通过上专题课的形式,将复杂

的数学语言转化能力,对于学生的解题

程标准把探索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和

的问题分解,提炼出每种模型的基本特

有很大帮助。而平面几何中的定理都是

数学思想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已落

点、解题方法、常规结论、应用背景等,

用文字语言表述的,但是证明时的论证

实到各种版本的数学教材中了。在传统

每个步骤力争实现模型的泛化,解法的

需借助符号语言来表达,其间图形语言

的数学教学中,教师不太重视数学在实

通用,让学生掌握问题最本质的内在。

作为文字语言和符号语言的必要补充,

际生活中的应用,而且大多数的数学题

这样的课程适合在复习的时候呈现,比

为数学思维提供直观模型。因此,在平面

目的确距离生活较远,但是当有合适的

如每个学年度的期末复习,或者整个初

几何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对三种语言

情景与机会,我们就应该鼓励学生带着

三最终的备考复习等。

的转化训练。

数学的观点融入生活。在数学教学中,

教师在进行模型授课时,一定不能

让学生真正地到生活中去体会数学模型

只让学生记忆模型的结论,必须分析模

的实际应用效果,有利于学生对数学模

型的由来,也就是说要让学生“知其然”,

构建完整的数学知识框架是我们解

型的掌握和应用。比如：北师大版数学

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学生才能在记

决数学问题的基础,想要学好数学必须

教材在学习不等式这章内容的时候,设

忆的基础上学会真正的应用。

重视基础概念,必须加深对知识点的理

置了这样一道题目：

3.2学会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分析问
题,形成数学的知识框架

例如：十字架模型,教师在讲解的时

解,然后会运用知识点解决问题,遇到问

某电信公司有甲、乙两种手机收费

题自己学会反思及多维度的思考,最后

业务,甲种业务规定月租费10元,每通话

正方形特殊情况-正方形一般情况-长方

形成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学生在某一问

一分钟收费0.3元；乙种业务不收月租费,

形特殊情况-长方形一般情况-简单应用

题的解决上出现困难,很多时候是他内

但是每通话1分钟收费0.4元。你认为何

-复杂应用的思路进行授课一定让学生

在的知识体系不完整造成的。比如：中

时选择甲种业务对顾客更合算？何时选

明晰：每一步的结论如何得到,图形之间

点问题是初中数学试题中比较常见的一

择乙种业务对顾客更合算？

的条件发生了那些变化,对结论产生了

候就要从正方形的特殊情形入手,按照：

类问题,很多学生在解决这类问题时常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贴合学生

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当“十字架”模型

常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对于这类学生,

的 实际 生活的,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让

融入具体题目中的时候,学生才能从复

当教者去询问学生：
“你知道哪些与中点

学生回家调查身边亲人的手机使用情

杂背景中把它认出来,并且选择合适的

有关的方法？”,学生往往只能说出两、

况,了解话费套餐的使用细则,利用不

解法进行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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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第四问的思路：二倍角问题,
我们可以利用等腰三角形进行转化。

由于教师对数学模型教学的热衷,
目前的数学模型,尤其是几何模型越来

策略一：

越精炼,越来越趋于让学生掌握完美的

如图：我们如果想在直线BA上找一

结论.这样很多学生在学习完模型后,容

个点D,使得∠CDB=2∠CAB,我们只需要

易去死记硬背图形、结论。但是当题目

构造一个如图所示的等腰⊿ADC。

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靠死记硬背的学

∵AD=DC

生就无法解出题目来了。所以,教师在讲

∴∠DCA=∠CAD

解模型的时候要注重数学本质,与学生

∵∠BDC=∠DCA+∠CAD

一起分析透彻每条结论形成的原因。学

∴∠CDB=2∠CAB

生只有清楚的得知模型的由来,才能真
正地融会贯通。
例如：和平移有关的直线运动
(1)将直线y=2x沿y轴向上平移一个
单位所得图形的解析式。
(2)将直线y=2x沿x轴向右平移一个

根据对称性,我们知道在CB的左侧
3.5体验模型多种方法解题,发展数
学思维
在初中的数学综合题目中,很多题
视一题多解,因为一题多解是从多角度,
多层次,多方向思考和解决数学问题,集
中体现了数学思维的宽度和广度,体现
出数学方法的严谨性和灵活性,是考验
学生知识把握和解题经验的有效形式,
也是培养并发散学生数学思维逻辑的良
好手段.因此,教师要在教学中多做一题
多解的教学设计,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引导学生提升数学综合解题能力,

(3)将直线y=2x沿y=x方向向上平移

还有一个点D‘,也满足∠CD’B=2∠CAB。

2 个单位所得图形的解析式。

策略二：

目不止有一种解法,教师在教学时要重

单位所得图形的解析式。

如图,如果我们想得到∠ACO的二倍

在做这道题目时,有些学生很快就

角,也可以通过做直线CO的对称图形的

能说出第1题,第2题的结论,原因是学生

方法得到。

记得函数平移口诀：上加下减,左加右

例如：∵A0=1CO=3

减。但是做到第三问,由于没有口诀,有

∴根据勾股定理,AC= 10

些学生就不会做了。所以在做第一、二

∵BO=AO=1

问时,教师就应该引导学生：求表达式的

∴S⊿ABC=

1
2

1
2

从而在题目变化时,也能“万变不离其

∴BD= 3 510
由勾股定理得：CD= 4 510
∴tan∠ACB=

最根本途径是找到在图像上的特殊点,

=

宗”地解决问题。
模型教学对于初中数学教学有着非

3
4

常大的影响,是初中数学教学开展过程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中,教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教师采取

例如：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适当的方法,通过模型教学方式,培养学

2

抛物线y=ax +bx+c过点A(-1,0),B(3,0),

生建模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解决数学

C(0,3),点P是直线BC上方抛物线上的一

综合问题的能力。

动点,PE∥y轴,交直线BC于点E.连接AP,
交直线BC于点D.(1)求抛物线的函数表
达式；(2)当AD=2PD时,求点P的坐标；(3)
求线段PE的最大值；(4)当线段PE最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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