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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许多本科学生而言,高等数学的学习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在高等数学学习中,采用分层
次的教学方法也是基于实际情况而定的。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被因材施教,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
件,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数学素质。本文介绍了分层次教学的依据、必要性、原则和分层次的方法,最后提
出了如何对高等数学进行分层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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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students of mos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he learning foundation of higher mathematics is
relatively weak. In the learning of higher mathematics, the use of hierarchical teaching methods is also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Ensuring that every student can be tau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creates
conditions for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ir mathematics qualit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sis, necessit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hierarchical teaching,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how to teach advanced mathematics in differ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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