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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算法进入高中数学新课程的重要意义，讨论了新课程中算法初步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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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秋季广东、山东、宁夏和海南作为首

批实验省份开展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以后，目前实

施新课改的省市自治区已经过半。按计划，2010年

全国所有普通高中起始年级都将实行新的《普通高

中课程方案(实验)》和15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

这次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国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提高国民素

质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一次改革。

在新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中将

“算法初步”列入了高中数学毖修课程，这是算法

第一次进入高中课程，如何教好这部分内容成为高

中数学教师面临的紧迫问题。本文在对相关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的教学实践，就算

法教学策略的有关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希望能提高

对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中新增算法内容的认识，从而

对教好高中算法课程有所帮助。

1 开设算法初步的意义

现代社会正经历着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

转变，以计算机为主体的信息技术正在逐渐改变人

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大到天文、地

质、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小到听音乐、玩游戏、

打电话、订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计算机无所

不能，几乎已经成为现代入的全能助手。但是，计算

机完成任何一项任务都必须依赖算法。算法作为信

息科学的基础和核心，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已经充分凸现出来，并日益融入现代社会

生活的许多方面，其思想和初步知识正成为普通公

民必备的常识。也正因为有了算法才使得数学能够

成功地应用到几乎每一个学科领域和现代社会的

各个方面。学习和体会算法的基本思想对于理解算

理，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发展有条理的思考和表达

是十分重要和有效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的《普

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将算法初步列入了高

中数学必修课程。在高中阶段设置算法内容，对于信

息技术与数学课程的整合，促进高中生算法思维的

形成和对构造性数学的理解，提高高中生应用数学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算法概述

算法(dgontrma)的概念源于算术(algoris神，算法
一词最早来自公元九世纪波斯数学家比阿勒·霍瓦

里松的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代数对话录》。中国古

代数学就是以算法为主要特征的。它的具体体现

是：归纳推理、数表、算盘以及数学歌诀。中国古代

数学的算法内容相当丰富，如刘徽设计的计算圆周

率的割圆术。计算多项式值的秦九韶算法，《九章算

术》中介绍的四则运算、约分术、开平方与开立方、

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

收稿日期：2009--05—22

基金项目：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研究基金赍助∞≤膨—01 o)

作者简介：骈俊生(1961一)，安徽天长人，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计算教学争教学法。

万方数据



第3期 骈俊生，等：“算法初步’垡学策略 ．115．

解法等都是我国古代数学研究中有关算法的成果。

20世纪的英国数学家图灵(1912—1954)提出了著名

的图灵论点，并抽象出了一台机器，这台机器被我

们称之为图灵机。图灵的思想和工作是重要的，他以

计算机的抽象概念为基础给出的算法定义，对算法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算法一般是指解决一类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现

代意义上的算法通常是指可以由计算机执行的一

类问题的程序或步骤，这些程序或步骤必须是明确

和有效的，它指挥计算机准确地执行一个指定的任

务而且能够在有限步内完成。计算机解决任何问题

都要依赖算法，计算机程序本质上是一个算法。一

般地，当算法在处理信息时，初始数据会从输入设

备读取，算法实现后，会有一个或多个运算结果由

输出设备输出。

为了能设计出优良的算法，同时便于阅读和交

流，计算机专家们提出了算法结构的思想。算法一般

由顺序结构、条件结构和循环结构等3种基本结构

组成，3种基本结构可以组合成各种各样结构复杂

的算法。顺序结构是由若干个依次执行的操作步骤

组成。这是任何一个算法都离不开的基本主体结构。

条件结构是以条件的判断为起始点，根据条件是否

成立而决定执行哪一个处理步骤。循环结构是指在

算法设计中，从某处开始有规律地反复执行某一处

理步骤，这个处理步骤称为循环体，循环体的执行

次数由一个控制循环条件决定，满足条件反复做，不

满足则停止。

算法既可以用自然语言和数学公式加以描述，

也可以用程序框图进行直观的表示，而如果要让算

法在计算机上实现。则需要将算法用计算机能够理

解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程序设计，所用的

语言称为程序设计语言(programming language)。

程序设计语言有很多种。它们都是由一些有特定含

义的程序语句所构成，不同的程序设计语言有不同

的语句形式和语法规则，但基本结构是相同的，任何

程序设计语言都包含有与算法的3种基本结构相

对应的输入输出语句、赋值语句、条件语句和循环

语句。人们在学习和研究算法时往往使用程序框图，

主要原因是这种方式能直观、方便地显示算法的全

貌，便于交流，特别是在设计算法时能较好地考虑算

法执行时的动态性。

例如：已知几个正整数排成的数列(斐波那契

数列)

口l，锄，口3'⋯口p1，％

满足如下条件

嘞21，a2=l，at=at_2+a4,_1(3-<k--<n，kEN)

下面我们来设计计算数列第／7,项的算法(仅画出程

序框图)。

分别用A、8、C表示％、魄小像，我们可以画出
计算％的算法的程序框图(如图1)。注意这个程序

框图中已经包含了顺序结构、条件结构和循环结构

等所有3种算法的基本结构。

圈1 计算斐渡那契数列的程序框图

3算法初步的教学策略

3．1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算法的兴趣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

时代的兴趣，往往会成为学生将来事业成功的重要

基础。瓦特从观察蒸汽冲起壶盖的兴趣开始发明了

蒸汽机，使人类的工业文明步入崭新的蒸汽机时

代，牛顿在观察树上掉落苹果的浓厚兴趣中起步，

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我们如果希望自己的学生能

够更好的掌握算法知识，必须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和兴趣。所以要特别重视第1节算法课，在刚开

始进入算法内容学习时，可以举一些引入入胜的例

子，例如通过介绍和分析求两个正整数的最大公约

数的两种算法——辗转相除法和更相减损术。使学

生在欣赏中外古代数学优秀成呆的过程中。体会两

种算法的异曲同工之妙，借以激发学生学习算法的

兴趣。

教师还可以用具有算法特征的中国古代数学

的辉煌成就来激励学生学习数学、学好算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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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数学在历史上曾达到过灿烂的高峰，取得了举

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与古希腊数学相比，中国古代

数学表现出了强烈的算法倾向，从问题出发、从原

理出发，重视算法的概括，不讲究命题的形式推导，

它们不仅是简单的经验法则，而且是一种归纳思维

能力的产物。这种机械化数学从思维形式上讲与古

希腊数学的演绎风格迥然不同，却又相辅相成，在

世界数学的发展史上。它们交相辉映，共同推动了

世界数学的发展。例如秦九韶算法使得计算n次多

项式只∽所需的乘法次数从旦【!掣次剧减到n次，
Z

而且将问题归结为反复计算n个一次式口k=蜘卜，+口“

仿=l，2，⋯，％移庐∞的简单循环，这些正是一个优秀算

法的特征。非常适合编写程序上机运算。值得一提

的是，秦九韶算法国外叫做霍纳算法，但是霍纳发

现该算法却比我国宋代数学家秦九韶晚了五、六个

世纪。

3．2既要讲“算则”．又要教“算理”

在教学中，要注意不要把算法讲成单纯的算法

语言课或程序设计课。要体现数学与算法的有机结

合，让学生理解数学在利用算法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以及算法对学习数学提出的要求。我们不仅要让学

生学习“算则”，更要让学生体会到算法的思想，理

解“算理”。同时在教学中，应通过实例来说明由数学

的算法到计算机算法的过渡过程，让学生理解和初

步掌握算法的基本思想和操作过程。

3．3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

现代数学以技术化的方式迅速辐射到人们日

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现代高新技术越来越表现为一

种数学技术。数学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某些

方面直接为社会创造着价值，这就要求人们具有更

高的数学素养。而算法是数学素养非常重要的方

面。作为运用数学的重要载体，算法可以帮助人们

更好地用数学语言表述和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问

题，算法思维则有助于对工作的统筹安排和进行程

序化处理。

算法～方面具有具体化、程序化、机械化的特

点，同时又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精确性。计算

机要求算法精细并严格，对于一个具体问题，算法

设计的全过程就是思维的条理化、逻辑化的过程，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让学生体会算法的

思想，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算法设计还具有一

题多法和多题一法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算法

教学使学生有机会用算法思维来表达自己独到的

想法，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3．4培养学生用数学的动手能力

算法教学也需要通过实例使学生学会如何由

数学的算法过渡到计算机使用的算法，再由上机最

终实现算法，从而使学生理解学习算法的必要性，理

解算法各个基本内容(结构、框图、语言等)的作用。上

机实现或模拟上机实现是检验学生学习算法的一种

方式，也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部分。在实例教学的层

次上，让学生理解和初步掌握算法的基本思想和操

作过程是很重要的，学生在应用这种交叉学科的关

联性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被激发起极大的探究热

情，既能加深对相关数学内容及方法的理解和认识，

又可以培养学生用数学的动手能力。教师可以利用

典型实例(如二元一次方程组求解、一元二次方程求

解、素数判断、函数作图、排序等)介绍算法的基本思

想、基本结构以及基本语句，然后以“辗转相除法与

更相减损术”、“秦九韶算法”、“排序”、“进位制”等为

例，引导学生进行模仿、操作、探索，使学生在动手操

作的过程中学会设计程序框图以表达解决问题的过

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算法思想渗透到高中数学

课程其他有关内容的教学中去。例如，在二分法求方

程近似解、求函数图像交点坐标、数列求和以及解不

等式等内容中都可以渗透算法思想。这样能够使学

生学会运用算法知识解决更多的问题。

面对新课标，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本文只是在

算法初步的教学策略方面谈了一些认识，相信随着

新课程的全面推开，广大数学教师一定会在算法教

学实践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出丰富的

教学经验，从而更好地实现新课标中算法设置的目

的及其对高中生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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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算法的基本知识、方法、思想日益融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为现代人应具备的一种数学素养.笔者根据普

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中的教学要求,结合近几年高考对算法的考查,就"算法初步"的复习进行了深思.

6.期刊论文 宗世英.宗世哲 普通高中课程中的"算法"教学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2010(12)
    本文阐述了算法的含义和历史沿革,以现代教育理论为基础,从高中数学和信息技术课程的各自特点、目标和教学实际出发,构建了一个充分发挥两门

课程特长,螺旋上升、相辅相成的教学方案,旨在促进高中算法教学,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算法思维.

7.期刊论文 冯满堂 例谈《算法与程序设计》的教学特点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0,09(9)
    从"问题解决"的视角对<算法与程序设计>模块的教学特点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对该模块的教学提出了3个教学特点,分别为:以"问题解决"为主线,以

算法设计为依据;强调程序的逻辑性与结构性,循序渐进地引导;注重算法思维培养,有效促进迁移.同时,结合一些典型的教学案例对这些特点加以说明,以

期为高中<算法与程序设计>模块的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8.期刊论文 王吉庆 算法思维与创新精神——信息技术教育的核心价值 -信息技术教育2007(7)
    现在的中小学学科各种各样,归类而言,在自然科学类学科教育中比较强调培养学生如何认识世界与发现规律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精神,例如

数学学科的数形的逻辑关系与演算推理能力和严谨的态度、生物学科的分类逻辑等;

9.学位论文 钱云花 新课程背景下中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研究——以“算法与程序设计”课为例 2007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互联网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逐渐得到应用和普及，社会对具有一定信息素养的人才需求量日渐增大。2001年《高中信

息技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以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为根本目的。

    第八次新课程改革将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分为必修与选修两部分，算法与程序设计是五个选修模块之一。‘通过该模块的学习，学生能掌握初步

的程序设计方法并通过该学习过程培养学生的算法思维，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算法是计算机科学的理论核心，新课程中修改原有信息技术课

程中的“程序设计初步”内容，将计算机的算法学习纳入其中，体现了算法内容对学生信息素养提升的必要性。由于是首次将算法概念明确纳入普通高

中信息技术课程，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许多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本文首先通过对国内外信息素养定义的比较研究，对信息素养的概念及涵义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当前中学生应该具备的信息素养。从信息知识、

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伦理道德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并提出提升学生信息素养的对策。

    接着本文对该选修课在高中的教学发展变化进行了阐述，明确了算法与程序设计课存在的意义，它对高中生信息素养的培养起了什么作用，本文比

较了该模块与数学中算法课的区别与联系，对该模块培养学生解决非结构化问题的能力给予了关注。

    最后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基于问题的教学策略、任务驱动教学策略，分析了两者的利弊。通过具体的教学实践，探讨目前普通高中算

法与程序设计课在课程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具体教学实践研究，提出了当前的算法与程序设计课应该注重对学生解决非结构化问题能力的培养，比较了该课与数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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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课的区别与联系，并针对当前该课在课程设置，课程目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可操作性，为学校信息技术

教育提供了可参考的建议。

    由于本文研究的时间较短，想研究的内容又很多，造成了研究问题不够深入的缺憾，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算法与程序设计课对学生解决非结

构化问题能力的培养，以及如何对学生已取得的信息素养进行量化评价的问题。

10.期刊论文 陈刚 加强算法教学全面体验新课标特色——对高中算法教学现状的分析与对策 -考试周刊2008(3)
    若问新课改中高中数学最大变化是什么?是算法,绝大多数人会这样说,事实也正是如此.算法原为计算机程序设计的组成部分,现在把它放到高中数学

课本的必修部分,充分体现了新课标重应用、重能力的思想.课标中明确指出:通过算法初步的教学,使学生能体会算法的基本思想以及算法的重要性和有

效性,初步形成算法思维;发展学生有条理地思考与表达的能力,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理性精神和实践能力.算法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数学中就蕴涵

了丰富的算法思想.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算法在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日益融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大到各种规划

、政策的制订,小到解决具体的数学问题甚至生活中诸如洗衣、煮饭之类的小事,无不蕴含着算法思想.总之,算法思想已成为现代人应具备的一种数学素

养.算法是数学及其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计算科学的重要基础.它既是高中数学的新增内容,又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在高中学生而言,培养算法思想对其

思考、分析问题上的条理性和逻辑思维的严谨性的养成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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