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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计算软件在功能上更倾向于某一领域的技术

内容，其适用范围相对通用数学软件较为狭窄。但针对

特有的问题，使用对应的软件，不仅效率高，而且可以

得到更加合理的输出结果。

数学绘图软件功能单一，主要解决数学问题的图

形制作。这类软件操作简单方便、易于掌握。

高级编程语言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功能

上和数据灵活处理上有一定的优势。有些问题的解决必

须借助这类工具的实现，它可以作为数学软件的补充。

其他相关软件当中的Excel可以作为简单数据的

处理工具。MathType、LaTex是专业的排版软件，可以

使论文中的数学公式看起来紧凑美观。

根据笔者多次软件教学和培训的实际经验，并考

虑到课时限制、各专业学生计算机能力参差不齐等因

素，数学建模课程的软件教学可采用如下方案。

选择通用数学软件当中的MATLAB作为重点教

学内容，熟悉并掌握其基本用法，了解其主要功能和在

线帮助的查询方法；选择其他类别当中的Excel、

LinGo、LinDo作为辅助教学内容。了解它们的基本用

法和主要功能。

考虑到数学绘图软件、MathType、LaTex等软件的

易用性和高级编程语言Turbo C的普及性，这类软件

不作为教学的内容。

此外．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因材施教，笔者在参考

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数学软件的大纲和讲义

进行了重新编写。讲义内容注重软件的基础知识和软

件帮助文档的使用。力求学生在课堂当中入门，并掌握

深入学习软件的方法。

2教学方法优化

数学建模的相关软件不仅可以求得数学模型的结

果。还可以用来分析数据、观察数据，并从中获得建模

的方法。软件的学习者可以借助计算机绘制函数图形、

做出模拟动画。从观察中发现规律，从规律中猜测性

质，对猜测的性质进行证明或反证，对证明的性质进行

综合应用。在教师的指导下对数学知识进行再学习，获

得在传统学习环境中无法获得的能力。随着建设应用

型大学要求的提出，数学建模及其软件方法已逐步成

为一种新的数学教学模式和--fq极具生命力的数学教

学课程。数学建模的软件教学可以从如下几个阶段进

行。

2．1教师队伍的建设

数学建模及其软件的教学。对教师自身的能力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教师必须掌握大量的数学

建模的知识和方法，掌握数学建模相关软件的使用，还

必须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如何应用数学有着深刻的

理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软件版本的更新和

相关知识变更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因此在教授学生之

前．可以定期举办一些数学建模及软件的教师培训班、

研讨班，也可以请专家讲学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只

有不断提高和更新教师队伍的知识水平，才能与时俱

进．将最新的最高效的软件知识教授给学生，才能更好

更高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2．2学生基本能力培养

教师通过课堂讲解并演示相关软件的操作界面、

基本使用命令、基本功能和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数学

概念，并通过上机练习使学生熟悉这些基本命令的使

用。在这一阶段，上机练习可以通过作业审查的方式来

进行。教师可以针对每次上机练习的内容指定相对应

的作业。务必使学生在课堂独立思考并完成作业，教师

可对作业审查不合格者进行再次讲解，直至其正确完

成作业内容。

2．3学生具体能力培养

结合数学建模理论知识的学习进度，深入讲解建

模软件的使用方法、功能和步骤。指导学生进行各种数

学计算和处理。首先是引导学生利用计算机去完成数

值计算、数据处理、计算机模拟等。其次是引导学生进

行简单的数学建模，并利用数学建模软件设计，编写程

序。上机调试，分析结果。让学生体验软件的求解在数

学建模中的作用。体验计算机知识的数学应用，体验反

复调试程序的苦恼和获得成功的喜悦，以提高学生用

计算机求解数学模型的意识和能力。

这一阶段是软件学习的重要阶段，也是数学建模

能力培养的重要阶段。

2．4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这是数学建模及其软件教学的高级阶段，可分为

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在数学建模课程的最后阶段，教

师引出实际问题让学生建立模型，然后利用计算机建

模软件对其模型进行求解、分析和检验的建模全过程

实践。另一方面，通过每年的全省、全国以及国际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活动，以数学建模竞赛集训的形式展

开，培养学生具有对生产、生活、工程等实际问题的洞

察力、理解力、抽象力和分析能力，通过采集、整理、分

析判断数据和信息，发现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建立数学

模型，利用计算机对所建立的模型设计算法，编制程

序，上机计算，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处理、检验与评价，

从而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还要写成科技论文。学

生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提出问题。可发挥自己的特

长和个性，从不同角度、层次探索问题解决的方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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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经

验，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另外．软件学习的重点是了解功能、掌握命令语

法，可以在相关参考资料的帮助下完成。应注意的问题

有：不必面面俱到、各个精通，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现用

现学完全可以，最重要的是知道该用哪个、可用哪个。

数学建模不同于软件开发，不需要考虑程序运行的界

面，也不必追求程序的优化程度，针对具体问题可以几

个软件联合使用。在软件培训期间，各参赛组成员在软

件学习方面可以有所分工、各有所长。

3教学效果评价

3．1教学效果的评价

数学建模是建立数学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一门

科学。如何将数学模型通过计算机求解出来则成为软

件学习的主要目的。因此。上机实验报告就可以比较全

面地反映出学生对软件的熟悉程度和运用能力。上机

实验报告主要由软件程序(命令)、运行结果分析和解

题过程3个部分组成。其中，软件程序(命令)和运行结

果分析可以正确反映学生对题目的求解是否有误；解

题过程是学生分析思路和查询帮助的过程的记录，它

可以真实反映学生的思维方法和自学能力。以注重思

维方法和自学能力作为上机实验报告的评价标准，从

而达到培养学生主动思考、认真分析的习惯。

同时。数学建模竞赛也是检验数学建模课程软件

教学效果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选拔学生组队参加数

学建模竞赛，学生获得的成绩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的评

价标准。

3．2考核方式

数学建模课程不同于传统数学课程，因而不能采

用闭卷考试的方式．可以对该课程的软件教学采用开

卷形式，由教师指定问题，学生选择，以上机实验报告

为答卷。上机实验报告中软件程序(命令)和运行结果

分析各占30％，软件程序(命令)编写的规范是完成求

解的必要前提。运行结果分析和讨论是培养学生勇于

创新的有效途径：解题过程占40％，这是上机实验报告

的重点．根据学生记录的解题过程，可以考查其独立处

理问题的能力。

4 结束语

通过数学建模软件的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对数学学习的

兴趣，在课堂中做到积极学习，而且可以使得他们在以

后的工作学习中。自觉主动地利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

问题。因此，对该课程教学的探索意义重大。通过对教

学内容的精心选择，对教学方法的不断总结，改进学生

成绩的评定方法。引导和鼓励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

学习。必将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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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目标知识模型是基于逐步订正的“作物生长动态统计方法”进行动态量化的,在确定决策点最大光合生产潜力的估算值的基础上,通过量化温度、水分

、土壤肥力和栽培管理水平等对加工番茄产量的影响,结合前三年历史平均产量水平而建立的：品种选择知识模型是利用生态学原理和多目标决策方法

,通过定量计算加工番茄品种特征值与环境因子和生产需求之间的符合度,进而推荐适宜的品种；播期的确定主要以茬口安排、品种熟性和生育的环境要

求为基础,以成熟期置信度为衡量标准,以定量化生理发育时间为时间尺度确定品种的适宜和最晚播期；种植密度是根据“以产定枝,以枝定苗”的原理

,通过引入品种分杖性和株型参数,并依据品种、肥水管理水平等对种植密度的影响,以动态量化不同产量水平与适宜有效分枝数之间的关系计算得到。在

种植密度的基础上,应用相对权重法量化土壤理化环境、播种质量和整地质量等多个生态因子对出苗率的影响,进而确定适宜的播种量；水分运筹是在量

化加工番茄产量与需水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计算总的需水量,再根据土壤水分平衡原理,通过获取气象资料计算田间蒸散量和有效降雨量,结合加工番茄

的需水规律,动态计算加工番茄整个生育时期的游溉定额和各生育时期的水分分配定颁；肥料运筹动态知识模型是根据养分平衡原理和养分需求规律建立

起来的,模型首先量化实现目标产量与所需要氮、磷、钾养分总餐的关系,计算出加工番茄一生需肥量,再根据土壤的理化特性及基础养分含量等计算土壤

氮磷钾当季供应量,确立了氮磷钾的总施用量、有机氮无机氮的配比以及无机氮基肥与追肥的适宜比例等肥料管理技术中的关键技术。

    根据加工番茄动态发育所积累的生理发育效应恒定的原理,通过定量计算温度和光照对加工番茄的生理发育效应影响,引入品种基本发育因子,建立了

加工番茄品种以生理发育时间为尺度的适宜动态生育时期预测模型：运用Monsi公式,计算了转色期至初采期的最大适宜叶面积指数,并以生理发育时间为

预报变量,以相对化LAI动态数学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加工番茄适宜叶面积指数和动态设计的知识模型：根据Logistic曲线增长规律,建立了干物质积累动

态模型,引入收获指数,建立了基于分配指数的各器官干物质分配和产量预测动态模型：通过动态计算到达各主要生育时期群体养分积累量及其各阶段干

物质积累,建立了加工番茄适宜地上部植株养分指标动态知识模型；加工番茄的株高变化是通过定量基于生理发育时间的实时株高与通过品种植物学参数

的机理性模拟而得到的最终株高之间的关系来描述的。在构建加工番茄栽培管理动态知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加工番茄栽培管理知识库表达系统

,在Delphi7.0平台上构建了基于知识模型的加工番茄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了预测功能和决策功能的集成,为加工番茄栽培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管理决策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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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期刊论文 赵龙厚.龚晓岚 浅谈计算机技术在数学建模中的应用 -空中英语教室（新教师教学）2010(5)
    本文重点分析了数学建模的特点,探讨了计算机技术与数学建模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阐述了计算机算法设计与计算机相关软件在数学建模竞赛中的

作用和地位.

8.学位论文 姜乃辉 中学数学建模教学的探究 2005
    数学教育在提高学生素质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提高中学数学教学质量，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使学生学到有用的数学

。随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推进，要求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趋势日益明显，近几年的高考数学试题增强了对密切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的应用

性问题的考查力度。为此，笔者认为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开展数学建模教学无疑是我们中学数学教学改革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本文以中学数学建模教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学建模的基础理论概述，明确了数学模型及数学建模的基本内涵和数学建模的基本过程及其特征

，探讨了当前形势下开展数学建模教育的重要意义，本着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原则，着重从理论上及实践上阐述：中学数学建模教学具体实施的方法和

途径。在文章的最后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提出了几点探讨与启迪。文章的重点为建模教学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具体论述总结了各种方法的优势，希望

能给其他从事中学数学教育的同事以启迪。

    数学建模要求学生结合计算机技术，灵活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而且能培养

学生团结协作、不怕苦难、求实严谨的作风。将这样一种思想引入中学数学教育中，对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

，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和能力，必将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数学建模的教育价值，将会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

9.学位论文 詹耀华 高职院校开展数学建模教学的探究 2006
    本文以高职数学建模教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学建模的基础理论概述，明确数学建模的基本内涵和数学建模的基本过程及其特征，探讨当前形势

下高职开展数学建教学的重要意义，本着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原则，着重从理论上及实践上阐述：高职数学建模教学具体实施的原则和途径。

    数学建模要求学生结合计算机技术，灵活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对数学建模思想的渗透，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探索

精神和创新意识，而且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求实严谨的作风。将这样一种思想引入高职数学教学中，对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

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和能力，必将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数学建模的教育价值，将会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得

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

10.期刊论文 谷照升.张淼 与数学建模相关的计算机技术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1)
    文中重点讨论了在求解数学建模问题时适于选用的几种软件工具和编程工具,并介绍了各自的特点及其比较研究,最后,给出在培训和实际应用中需要

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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