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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对小学生来说是抽象度较高的一门课程,需要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
传统数学教学中往往出现“教师难教,学生难懂”的教学瓶颈。GeoGebra(简称GGB)作为一种将抽象知
识点具象化的思维建模工具具有可视化程度高、空间感强、过程动态可重复等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学习
效率,锻炼思维能力,实现知识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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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GB in primary school math teaching
Yan Zhang
DongHua Primary school，Panlong district, Kunming
[Abstract] Mathematics is a highly abstract cours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hich requires certain ability of
abstract thinking and spatial imagination. In traditional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teaching bottleneck of
"teachers are difficult to teach, students a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often appears. GeoGebra (abbreviated as
GGB), as a thinking modeling tool for visualizing abstract knowledge point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visualization, strong sense of space and repeatable process dynamic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exercise thinking ability and realize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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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GB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
用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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