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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explore the regular pattern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has unique
teaching value, and teachers' teach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overall grasp of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eaching material.. The paper takes the version of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s an
example to show the following features: compiling with unit form and dispersed form;the unit has
unified presentation form;the patterns have diversified explicit types and with open-ended ques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eachers first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 of compiling textbooks, and creatively use textbooks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requirements of standards.Secondly, in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we should leave enough
room for students to explore, emphasize process evalu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and emotional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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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数学教材中的“探索规律”内容具有独特的教学价值，教师教学要基于课标和教材的
整体把握。研究发现小学数学教材“探索规律”内容编写采用了单元集中编写与穿插编写相结的
形式，设计了多种形式的探索规律问题，同时注意了问题的开放性等特点。建议教师在教学中
要结合《标准》要求，把握教材的编写意图和特点，创造性的使用教材；在教学设计以及实施
中要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探索空间，突出过程性的学习评价，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和情感态度价值
观教学目标的实现。
1. 引言
“探索规律”是数学学习和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一种常见活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将
“探索规律”列为数与代数领域的独立学习内容，它的地位、教学价值以及实施方式的研究已经
引起人们的关注[1-3]。在中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对“探索规律”内容本身以及它在现行教材中
的整体编排，包括具体内容、呈现方式、问题背景等还缺乏较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导致在教
学设计和教学实施中不能站在新课标以及教材整体的高度来把握,难以实现其教学价值。基于
课程标准基本要求，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的小学数学教材（简称“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为研
究对象对此问题展开研究，以期对该部分内容的教学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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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学数学“探索规律”内容的价值
2.1 对“探索规律”的认识
“探索”一般是指“多方寻求答案，解决疑问”，在自然语境中，“探索”常与“发现”、“问题”、
“科学”联系在一起。《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4]（以下简称《标准》）对“探索”的界
定是指“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理解或提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发
现对象的特征及其与相关对象的区别和联系，获得一定的理性认识”。“规律”一般是指“事物之
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趋势”,是揭示事物之间或现象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型[2]。在义务教
育阶段，数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数”和“形”，在一个过程中，一组“数”或“形”反复出现（或按
照某种必然趋势出现），这一组数或形构成一个“模式”（pattern），模式中单元之间稳定的、
本质的联系就是“规律”（rule）。因此，小学数学中“探索规律”可理解为独立或与他人合作，
对客观事物和现象之间内在、稳定、反复出现的关系进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要明确
构成规律的元素以及依次不断重复出现的基本单元（了解规律结构），然后还需要能根据规律
的重复特性预测出后面的元素（预测发展趋向）[2]。探索规律内容的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数
感、符号感”，“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发散性思
维，渗透数学建模思想等的良好载体”。
2.2 “探索规律”内容教学要求与基本定位
关于“探索规律”，《标准》对第一学段的内容要求是“探索简单情境下变化规律”，第二学
段的内容要求是“探求给定情境中隐含的规律或变化趋势”，并给出四个例题对此加以说明。结
合《标准》要求和现有教材中的相关实例，我们认为“探索规律”内容在小学数学教材中有如下
定位。首先，从内容的层次上来讲，“规律”的学习不应将其视作为是教材中相应具体知识的“拓
展”和“深化”，它与知识、技能的学习不是一种“依附”关系，而应将其视作为与教材中“知识”
平行，甚至略高的一种内容地位。其次，《标准》中“规律”的理解不能“泛化”，它是指“变化
规律”、“变化趋势”以及“给定情境中隐含的规律”，前者强调“变化情境中的”，能依据所呈现的
对象形式写出下一个对象，后者应是指特定的实例、现象或一组材料中隐含的数量规律。
3. 小学数学“探索规律”内容教材研究
新课程实施后，国内使用的各种小学数学新教材都按照《标准》的要求，编写了各种形式
的“探索规律”内容。如人教版通过“数学广角”、“找规律”两种栏目形式编写独立单元设计的“探
索规律”内容，内容包括搭配中的数学规律，植树中的数学规律，图形和数的变化规律等。苏
教版在四年级和五年级集中编写了五个单元的“找规律”内容，内容涉及了间隔排列、周期现象、
框数中的数学规律等。为了较为具体、深入的研究小学数学教材中“探索规律”内容，以下仅以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写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数学）》[5]（以下简称西师
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对小学数学教材中“探索规律”的内容的编写特征，价值取向以及教学
进行研究。
3.1 编写方式上采用单元集中和穿插渗透相结合
纵观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探索规律”内容的编写采用了独立单元编写和渗透、穿插编写
并重的模式。教材在二（下）、三（上）、三（下）、四（上）、四（下）以独立节的形式编写了
六个“探索规律”的单元，如表 1 所示。这六个主题在认知和思维要求上层层递进，低段主要以
感知、描述重复性出现，递增、递减或简单倍数规律为主，高段主要以探索关系性规律为主。
这些以独立单元形式编写的“探索规律”内容非常注重问题背景与现实生活、自然现象相联系，
例如在二（下）教材中设计了“生活中的数学规律”，通过向学生呈现斑马花纹，花瓣数量，丝
织品花色让学生感知生活中的数学规律，初步让学生认识到数学与生活、自然的联系。除了以
单元集中的形式编写外，在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每一册中，教材还结合该册的具体内容，将“探
索规律”的六个主题通过例题、课堂活动、练习题、思考题形式进行穿插渗透编写。进一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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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后发现教材中集中编写和穿插编写的探索规律问题在数量非常接近，如图 1 所示。这表明探
索规律内容的教学我们应遵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方式，不应该毕其功于一役，急于求成。
特别是对于穿插渗透编写的这一部分内容教学，我们在教学时仍应该突出“探索规律”内容的本
质，让学生经历探索规律的过程，来培养学生的观察、比较、分析、猜想、验证等思维能力。

年级
上册
下册

表 1 西师版小数教材中“探索规律”单元统计
二
三
四
利用计算器探索特殊数的
数的倍数规律
运算规律
图形、符号排列规律；
数与形结合的数量关系规
图表中数的排列规律
生活中的数学规律
律

图 1 单元集中与穿插渗透编写问题统计
3.2 内容设置多样
作为描述事物本质联系的规律，总是隐藏在具有一定外显形式的事物背后。教材中规律的
外显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数的规律、式的规律、形的规律以及数与形结合的规律。[1]从探索规
律问题在教材中出现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例题、课堂活动、练习题、思考题、复习题以及综
合与实践等其它方式。我们对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探索规律内容的外显形式和出现方式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 2 “探索规律”的外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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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探索规律”问题的出现方式
从统计结果看，该套教材中“探索规律”问题的外显形式涵盖了数的规律、式的规律、形的
规律、数与形结合的规律四大类型，从出现的频率来看，数的排列规律、式的运算规律出现次
数最多，符合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儿童的认知特点，也充分考虑了《标准》要求的“素材的选
取要体现课程内容的实质”要求。从“探索规律”问题的现方式多样，包括了例题、课堂活动、
练习题、思考题、整理与复习等，其中又主要以练习题、例题、课堂活动和复习题的形式出现。
这样编写为实现探索规律的教学价值和目标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和线索依据。教师在教学中应针
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生活经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对教材中探索规律教学内容从形
式、类型以及数量等多方面进行设计和加工，真正实现探索规律内容的教学价值。
3.3 体现学生探索规律的过程
教材中的以独立单元形式编写“探索规律”内容，设计上非常注重学生探索规律的过程。呈现
方式上以例题，课堂活动，练习题的先后顺序呈现本单元的内容。在例题和课堂活动部分，教
材大量采用“云图”提示的形式，通过设计启发性的提问，对话旁白等来引导学生观察、回忆、
比较、验证、分析等思维过程，实现经历规律的探索过程，积累探索规律问题解决的活动经验。

图 4 “探索规律”中的过程
如图 4 教材截图所示。在练习部分则要求学生在尝试中独立探索规律，解决问题，学生
在练习和作业中进一步体验探索规律的完整过程。教材编写上为实现“探索规律”的教学价值创
造了充分的认知和学习空间，我们在教学中更应该遵循这一思路，通过创设形式多样、层次分
明的学生活动情境，让学生经历探索规律问题的解决过程，充分将《标准》中”过程与方法”
目标落到实处。
3.4 问题设置注重开放性和创造性
《标准》提出“创新意识的培养是现代数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应体现在数学教与学的过程
之中”。而开放性的问题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重要载体，在教材中设置具有开放性的问题可
以对教师教学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探索规律”问题的选取中，该套教材注意了问题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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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例如像图 5 所示的思考题，学生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出很多答案，如从循环规律角度可
为 10,20,10,20，10 ,20；从等差递增的角度可为 10,20,30 ,40,50,60；从倍数递增的角度可为
10,20,40,80,160,320；从前两项决定后一项的角度可为 10，20,30,50,80,130,210 等等。除此之外
该教材在探索规律任务设计上注重让学生创造规律，例如图 6 所示的问题，除了要求学生延续
规律外，还给学生创造规律提供了空间。选取具有一定开放性的问题作为“探索规律”的材料，
既有利于学生从多个角度参与，体验学习的乐趣与成就，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培养
其创新意识。但从整套教材来看，这样的问题或情境数量上还比较少，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可以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意识地增强这一部分内容，让学生体验创造规律的过程，培养其创新意
识。

图 5 “探索规律”中的提问形式

图 6 教材中的探索规律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按照《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要求，新课标小学数学教材将“探索规律”作为单设内容凸
显了它在数学中的价值和地位，我们在教学中应基于《标准》的精神和要求，站在一个较高的
角度理解到“探索规律”问题的实质，认识到它的教学价值，准确定位这部分内容的教学要求，
不随意拔高，也不简单处理。
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在“探索规律”内容的编写上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如在编写模式上既
很好的继承了《大纲》教材穿插、渗透编写的经验，又以独立单元形式进行集中编写，体现《标
准》新要求。又如在独立单元编写体例上体现了“规范与统一”，即按照例题、课堂活动、练习
题的先后顺序编写，和整套教材具有统一的体例。再如在内容的选取上做到“多样与开放”,即
选择了外显形式多样的、具有开放性的规律性问题作为探索的对象等。我们在利用教材进行教
学时，应基于《标准》，整体把握教材对“探索规律”内容的编写特点，领会教材编写者的意图，
并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实现“探索规律”内容的教学价值和目标。
4.2 教学建议
4.2.1 突出过程性和情感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探索规律”内容的学习并不以知识点或具体
的技能掌握的多少为主要的教学目标，也不是对前面所学相关知识的综合应用过程。探索规律
学习，重在一个“探”字，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观察中发现，在比较中猜测，在验证中修正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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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中建构。因此，探索规律内容的教学目标要突出过程和情感目标，把学生体验探索规律
问题解决的过程，学习观察，比较，概括等方法，积累探索规律问题解决的相关经验，丰富学
生对数学的认识和领悟，锻造学生完善的人格等确定为探索规律内容教学的主要目标。
4.2.2 给学生探索留下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设计中，教师要为学生的探索过程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首先教师不要用自己的想法代替学生的思考，而应和学生做“换位思考”，努力尝试站在学生角
度思考探索规律问题的解决过程。其次教师要创设多种层次的学生活动，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
优势，让学生动脑想，开口说，动手做，真正把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给学生留下足
够的探索、体验过程。
4.2.3 突出过程性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对学生学习起着导向的作用。探索规律内容的学习，教师应突出过程性评价，即
不以知识掌握的多少论英雄，不以规律问题解决的多少论成败，而应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
否真正参与和体验了探索规律的过程，是否在探索的过程中对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有所感悟并获
得了积极的情感体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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