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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实验已渗透到军事科学及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方方面面。为更好
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提倡在高等数学的教学中有机融入数学实验。本文分析
了军校高等数学教学的现状,提出了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实验的策略,为培养学生学会用数学解
决实际问题并逐步养成定量分析的思维习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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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have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we should advoca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in the teaching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military academ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mathematics experiment into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raining
students to learn how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mathematics and gradually develop the thinking habit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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