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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次函数作为中职数学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通过二次函数知识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有效梳理
函数、方程式以及不等式之间的关系,对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以及知识储备展开有效培养,是中职院校培
养学生数学思想与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深度分析高职院校数学课程二次函数教学要点,
供广大教育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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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dratic function is one of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mathematics course.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quadratic function, it can help students to effectively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s, equations and inequalities, which is effective for students'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knowledge reserve. Cul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thinking 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main points of
quadratic function teaching in mathematics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the reference of colleague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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