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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Software Teaching in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urse

Hu Jianwel

l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ends to elaborate on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software teaching in

mathematical modeling嘉妻耄耋善。To solve the problems met in software teaching processi the sel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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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内涵设计。高校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任重而道

远。

3．1体育基础设施要具备实用性、经济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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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4．2测量方法的选择

在实验方法选择后，对各种测量方法进行筛

选，使各种测量结果误差最小。为此需要对误差来

源及误差传递进行分析，还要对间接测量与直接测

量之间关系进行研究。间接测量与直接测量之间的

关系为：，，=舷I，勉⋯-Xn，a，，嘞，⋯．曲式中茗，,x2⋯为直
接测量量，仪。，a：⋯为固定参量。不确定度为

旷、／(善)2^．．(善)2《
式中善，⋯粤为传递系数，由测量公式的形式确

蹴， 蹴·

定。回因此在选择测量方法时，可以利用传递公式

来比较各种方法中不确定度是否符合要求．计算出

那种方法误差最小，以此来确定测量方法。

4．3测量仪器的选择

在选择测量仪器时。应充分发挥实验仪器的作

用 ，有效的进行实验。主要应在仪器的分辨率，精确

度 ，实用性，经济性上进行考虑。选择仪器时．不能

认为仪器的精度越高越好。

4．4测量条件的选择

确定测量的最有利条件，也就是确定在什么条

件下进行测量引起的误差最小。实验条件的选择是

否恰当，对于实验的成败和效果影响很大。实验装

置和器材是影响实验条件的因素之一，再选择实验

装置和器材时应注意满足实验所要求的条件。另

外 ，在实验过程中，物理参数的个数与数值，实验次

数 ，实验程序，实验操作和观察时间等，都可能影响

实验条件。

学生设计好实验方案后。指导教师要对实验方

案做出确认：

1．设计原理和方法是否正确；

2．仪器选配装置设计是否合理；

3．实验条件及实验步骤是否合理；

4坝0量误差估算是否符合实验要求。

若方案通过，学生即可准备实验，否则要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

5 设计性实验项目举例

5．1实验内容

形状不规则的物体面积测量。现有两块由同种

材料制成的矩形均匀薄板，在其中的一块挖出一个

不规则的孔，试设法测出不规则孔的面积(见图1)。

图 1矩形薄板

5．2要求与提示

两块薄板由同种材料制成，他们的密度相同；

薄板厚度的测量要精确到O．Olmm；设计实验方案；

合理选择仪器；测出不规则孔的面积。

5．3设计思路

长度测量是最基本的测量。从中学到大学均有

该测试项目．主要是通过该实验学习各种测量工具

的使用。为此实验教学中多是安排通过测量形状规

则的物体的面积或形状规则的物体的体积。但对于

形状规则的物体．个别学生往往根据面积或体积公

式去凑数据。不认真测量甚至不去测量就可以完成

实验报告。本实验要求测量形状不规则的物体的面

积 ，不仅使学生没有现成的公式去用，还促使学生

开动脑筋设计实验方案，推出测量形状不规则物体

面积所依据的理论公式。同时该实验的完成，还需

要测量质量，也就是说面积的测量用到了天平，使

该实验从原来的单一测量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设

计性实验。

5．4实验方案

由于两块矩形薄板．是由同种材料制成的，因

而它们的密度相同，于是有：

肚赤2瓣m2
则 s-劫2一旦．型丘，

C
2

Hk

其中，m、6l、cI、a2、62、c2分别为第一块第二块薄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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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强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

　　5．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体育消费观，促进体育消费；

　　6.设立体育健身指导员。

9.期刊论文 徐涛 刍议高校体育文化对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科技信息2010(8)
    运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了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创建"以人为本"的高校体育文化的基本方略,即加强体

育基础设施建设,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为榜样,激发大学生的潜在体育意识,继续推进高校阳光体育运动的发展.

10.期刊论文 陶跃农 对21世纪高校体育教育发展的思考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4,20(3)
    高校体育素质教育的基本特征为全面性、个体性、均衡性、发展性,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高校体育课程的目标、内容、教材体系、考核制度等,并提出

了现代高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加强体育学科建设,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体育文化教育应注意实效,进一步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加强体育科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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