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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日常的数学学习当中,拥有数学思想方法后可以在了解数学知识时,更加的深入的解决分析
问题,达到学习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青岛版初中数学教材便是明白这一点,将比较常用的数学思想进行总
结,常用的为归纳、类比、化归等方法,笔者则根据青岛版初中数学教材中化归思想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与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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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aily mathematics learning, after possessing mathematical thinking methods, you can solve and
analyze problems more in-depth when you understand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achieve the effect of
learning with less effort. The Qingdao version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 understands this
point and summarizes the more commonly used mathematical ideas. The commonly used methods are
induction, analogy, and reduc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rsion concept in the
Qingdao version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 And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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