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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on teaching materials, students, teacher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math teaching, the study proposed to integrate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ideas into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on teaching materials, students, teachers and teaching methods, expire students’ 

interests of learning and abilities of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by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meet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 e 

institutions’ demand for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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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中教材、学生、教师和教法四方面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将数学建模思想渗透到应用型本科

数学教学中，解决教学中教材、学生、教师和教法四方面存在的问题，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兴趣的同时培养学生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以达到应用型本科院校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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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应用型本科教育主要面向企业，培养从事实践性、操

作性较强的工作，在生产与经营管理一线解决实际问题的

应用型技术人才，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

学内容体系，与普通高等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的本

科主要是培养研究型高级人才，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

开发；高职高专培养操作型人才，强调技术操作；而应用

型本科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强调应用理论研究和技术应

用。 

数学模型作为一种数学方法，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研究

目的，在做出一些必要的简化假设下，运用形式化的数学

语言，去抽象地、概括地表达所研究对象的一种数学结构。

它或者能解释特定现象的现实性态，或者能预测对象的未

来性态，或者能提供处理对象的最优决策或控制。数学建

模就是建立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通过对实际

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研究分析出其固有的特征和内在规律，

提出必要的假设，建立起反映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求出

该模型的解并应用于类似普遍的实际问题中。 

数学作为应用型本科专业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在教

学中应该传授学生数学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掌握数学的思想

方法、形成数学应用思维。为适应“以知识为基础、以能

力为重点、以服务为宗旨，注重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

展，学习、实践和职业技术能力相结合”的应用型本科教

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可以结合数学建

模思想，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兴趣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数学应

用意识，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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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材方面：内容陈旧，太注重逻辑理论，少关注实际应

用 

应用型本科数学课程主要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内容基本上沿用传统的知识体系，

或者是将原有本科数学教学内容进行压缩，内容陈旧并且

一味地追求理论的完整性，没有考虑“必需、够用”的原

则。教材使用较多的定义和定理，没有将现代的数学思想、

数学观念和数学方法融入其中，只注重严密的逻辑推导，

忽略它们产生的背景与渊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很难真

正理解这些概念，更谈不上进行实际应用。 

2.2  学生方面：基础较差，缺乏兴趣，学习效率低下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民办应用型本科院校入学门

槛一度降低，新生数学基础较差，很难适应应用型本科数

学课程的学习。大部分学生学习数学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对数学中的定理和公式采取死记硬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少数学生对数学毫无兴趣，加上没有良好的学习习

惯，上课开小差、睡觉、玩手机现象时有发生。以上现象

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在数学课程学习中学不到数学的思维

与方法，无法达到应用型本科人才的要求。 

2.3  教师方面：观念落后，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引导意识不

够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教育，

要求教师了解服务于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一线的实际

情况，在数学课程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将数学教学与学生所

学专业、就业岗位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达到用所学数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这方面

的观念非常落后，对应用型本科数学课程教学目标把握不

清楚，无法对教学内容做出适当的调整，加上对学生所学

专业课程内容的不了解，在数学教学中按照自己在数学专

业学到的知识与方法进行讲解，忽略数学概念的产生背景

和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难以培养学生用数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意识，难以提升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应用能力和创

新精神。 

2.4  教法方面：模式单一，学生参与度低，教与学脱节 

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本应该体现其实践性，但很多教

师仍然停留在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

中，课堂上教师口若悬河地讲解那些抽象的数学理论，忽

视这些数学理论的来龙去脉与实际应用，课堂缺乏实践性、

趣味性和学生主体性。陈旧、单一的教学方法加上很少使

用现代化的辅助教学手段，使得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严重脱节，学生参与度低，教学效果不言而喻。。 

 

3．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的探索

与研究 

数学既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现实生活中的许多

实际问题与数学知识息息相关。在应用型本科数学课堂教

学中，如果教师能结合数学建模思想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

活紧密联系，将生活中的问题用数学知识建立对应的数学

模型，并用此模型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类似的普遍问题，把

生活问题数学化，使数学价值最大化，学生对数学的认识

与兴趣便会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得

到大大提高，教学效果就会有质的突破。下面主要从四个

角度谈谈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的探索

与研究： 

3.1  用数学建模思想处理教材内容，建立数学知识与现实生

活的联系 

    应用型本科数学课程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与实际问题紧密

相连，教师处理教材内容时，在保证完成基本教学计划的

前提下可以适当增减教学内容，将那些理论性强而应用价

值不高的内容可以删去，对那些应用价值高的内容重点讲

解并适当扩充，尽量用数学建模思想建立数学知识与实际

问题的联系。如：在《高等数学》教材内容处理时，将第

二重要极限与复利、连续复利及贴现建立联系，将导数的

概念与经济学中的边际与弹性建立联系，将一阶常系数线

性非齐次微分方程与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波动建立联系等。

在《线性代数》教材内容处理时，将矩阵与循环比赛名次

的确定建立联系，将线性方程组求解与交通流量问题建立

联系，将线性规划问题与最优生产计划建立联系等。在《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内容处理时，将概率乘法公式及全

概率公式与抓阄公平问题建立联系，将贝叶斯公式与实际

问题中如何追究责任建立联系，将二项分布、中心极限定

理及正态分布的近似计算与人寿保险问题建立联系等。 

3.2  用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激发学生学

习数学的兴趣 

    在对部分应用型本科学生进行调查和座谈时发现，他们

认为数学是一门枯燥无味、毫无用处的课程，对数学的学

习没有兴趣而是很大程度迫于考试。究其原因，是因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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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按照课本理论进行机械讲解，学生不

能深刻理解数学公式、定理的含义，不能将这些理论在实

践中灵活应用，无法感受到数学的价值。如果教师在教学

中结合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效果便会

得到改观，因为数学建模能使实际问题直观的展现在学生

面前，在分析处理问题时，学生可以将抽象的数学知识与

实际问题建立联系，更快、更准确地理解数学符号的含义，

从而能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数学建模能最大限

度地体现数学的应用价值，学生能在数学建模过程中体会

数学的魅力，感受到数学有用的同时激发出对数学的兴趣。 

3.3  借助数学建模思想提升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实现对学生

的正确引导 

    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教学质量的好

坏，教学质量的好坏是所培养学生能否成才的关键。要搞

好应用型本科数学的教学，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数学

知识，还要有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应用型

本科数学教师在大学期间接受的都是传统的数学教育，依

据他们现有的教育观念和知识结构，很难真正实现数学知

识与实际问题的对接。为达到这些要求，应用型本科数学

教师应该敢于更新观念，在教学中借助数学建模思想重新

学习，提升自身的数学建模能力的同时实现对学生的正确

引导。 

3.4  结合数学建模思想采用任务驱动法进行课堂教学，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 

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模式单一、教

学方法传统，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不大，参与度低，教师

的“教”与学生的“学”脱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教师

可以结合数学建模思想采用任务驱动法进行课堂教学：对

每次课的教学内容设置一项任务或提出一个问题，该任务

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息息相关，要求学生对相关数学知识

的学习，灵活运用这些数学知识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并

用此模型来完成教师所设置的任务。学生在完成教师设置

的任务过程中，可以采用分组合作、集体讨论、课堂学习

与课后查阅资料的方式积极主动参与任务的完成，从而达

到以“任务”驱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目的，不但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得到激发，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还会得到加强。比

如：在讲授正态分布时，教师可以结合正态分布设置一项

任务，让学生通过对相关知识点的学习，灵活运用相关知

识来完成所设置的任务。 

    任务：某高校计划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300 名，其中

前 40名为公费生，自费生 260名。报考人数 1657人，考试

满分 400分，考后得知，考试平均成绩为 166分，360分以

上的高分考生 31人。小强在这次考试中得 346分，请问他

能否被录取？能否成为公费生？ 

解析：该问题是学生本科毕业考研时非常关心的问

题，可以用正态分布来估算录取分数线及考生名次。由于

有 1657人参加考试，可以认为考试成绩 X 服从正态分布，

且平均分 166 分，即 X ~ ),166( 2N 。因为 360分以

上人数为 31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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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考生中，高于小强成绩的人约有 

43026.01657  人，因此小强的名次大约是 44名，在

40名之后 300名之前，他能被录取但不能成为公费生。 

 

4．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对高级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日益增加，应用型本科院校越来越注重对学生应用能

力的培养。理论与实践证明，在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中，

教师结合数学建模思想研究教材、学生和教学方法，不但

可以有效地解决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还能

培养学生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达到应用型

本科院校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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