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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初三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成绩来探讨其使用不同解法的倾向性。结果发
现：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成绩良好,对于不同题型优先选用的解题方法存在显著差异,无实数解的题目
更多同学优先选用公式法,有解的题目更多选用配方法；并且不同解题方法之间也存在差异,其中无实数
解的题目使用的公式法显著多于其他两种方法,而有解的题目使用的公式法和配方法显著多于因式分
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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