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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le的图形绘制功能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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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Maple的图形绘制功能，从典型实例出发，介绍了Maple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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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

高等数学在高校课程设置中越发体现出其重要地

位。现阶段，高等数学不仅是所有理工科专业的心

修课程，而且很多文科专业，甚至是中文、外语这些

看似与数学不相干的文科专业也在开设高等数学

课程。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如何根据不同的教

学内容和教学对象，适时地进行教学改革，引入现

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高等数学的教学水平，增

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

数学教育重要的课题。

Maple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符号计算软件之

一，它具有强大的交互式工程数学计算功能，丰富

多样的函数包，其简单灵活的平面和立体作图技术

更使得它成为当前最普及的数学教学软件。本文从

3个方面介绍Maple的图形绘制功能[11在高等数学

教学中的应用。

1 利用几何图形理解抽象概念

极限是高等数学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极限

概念、8一Ⅳ，8苟定义是高等数学课程中最先要学习

的内容。对于初学者来说，它也是最难理解的一部

分内容。借助Maple，通过几何图形能够很好地体现

此概念的内涵。
．⋯n一1‘例1：已知％=旦=生业，写出该数列的极限。

解：输入以下Maple语句：

data：=seq([n，(n+(一1)‘n一1))／n】，n=1⋯25)：

y(X)：=1：

xl：2plot([data]，style=point)：

x2：2plot(y(x)，x=1⋯27，color=blue)：

display(xl，也)；

可得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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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可知：limn+(-1)"q．：0。
^—∞o ，l

例2：求极限l，i枷m si工nx及l，i。m。工sin三。
解：输入以下Maple语句：

心：2tsin(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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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f(x)，x2一infinity⋯infinity)；sm髫．x

plot(f(x)，x=一0．005⋯0．005)；

g(x)：=(sin(1／(x)))／(1／(x))：

plot(g(x)。x=一infinity．．infinity)；

plot(g(x)．x；一0．005⋯0 oOs)；

可得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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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由以上图形，不仅可能观察到：J枷im工sinlz=O，

姆半=1，还可清晰的发现工_o及工_∞时函
数的变化趋势。

2利用几何图形理解记忆数学定理

高等数学中的许多概念、定理之间存在着本质

的联系，通过几何图形，能直观地体现这些概念定

理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加深对定理的理解并由此记

忆定理的结论。

． 中值定理是微分学中的重要内容，泰勒中值定

理的公式复杂，学生很难记忆，其是用多项式近似

代替任一函数的思想。学生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难

度。利用Maple语言来实现“数形结合”。能够更好

的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

例3：用多项式函数逼近sin(x)的图形演示。

输入以下Maple语句：

p：5array(1⋯14)；q：2array(1⋯14)；

for k by 2 tO 13 do

p陶：2convert(taylor(sin(x)，X=0，k+1)，polynom)

end do；

for i by 2 tO 13 do

q【i】：2plot(p[i]，X=-2木Pi⋯2唪Pi沪一3⋯3，color=red)
end do；

u：=plot(sin(x)，x=一4木Pi⋯4牛Pi，y=一3⋯3，color=blue)；

aispl．y((u，seq(q[2*j一1】，j=1．．7)))；

可得图6，其中：凡：y=x，F3：v：工一兰，
3 1

硝：_一蔷+兰51，．．·，P13：y=x-3妄+知+嵩。
由图6可知，次数越高的泰勒多项式，就越逼近

4 sill∽。

图5 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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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图7。

3 利用几何图形建立空间思维形象

在空间解析几何一章的教学中．需要绘制空间

曲线、空间曲面图形。及空间曲面所围成的空间区

域的图形等。教材中往往显示的都是平面图形，学

生很难建立空间图形的概念，而用手工作图又相当

困难，利用Maple的绘图命令可以方便地建立三维

空间的函数图形，使学生建立空间想象，不仅可以

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而且还可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 v2

例4：绘制双曲抛物面百一百2 z的图像。

双曲抛物面又称为马鞍面，我们用截痕法来讨

论它的形状。用平面x=t截此平面，所得截痕Z的方

f 弘f，

黜卜等=z—百t2 o这是平乱气埔开口朝下
f2

的抛物线，其顶点坐标为石2f，Y20，z2i。当t变

化时，Z的形状不变，位置只作平移，且Z的顶点的轨

I Y=0，

迹为抛物线L：t，：兰。因此，以z为母线，L为
r 4

准线，母线Z的顶点在准线L上滑动，且母线做平

行移动，这样得到的曲面便是双曲抛物面。

输入以下Maple语句：翻

a：=plot3d(X‘2／4一y^2／9，X=--25⋯25，y=-25⋯25，axes。

boxed)：

b：=spacecurve(【0，Y，一(1／9)勺‘2]，Y2⋯25·25，color 2
blue，thickness=2)：

c：=spacecurve([x，0，x‘2／4]，x=⋯25·25，color 2black，

thickness=21：

display([a，b，c】)；

allvalues(solve({x=O，0／4)宰x‘2一(1／9)木Y‘2=z)，x，z)))；

allvalues(solve({y=O，(1／4)半X‘2一(1／9)宰y^2=z)，{y，z)))；

圈7

在利用Maple进行演示的过程中，母线、准线清

晰可见，还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观察，这些都有助

于学生更好的了解和掌握马鞍面的形状及函数表

达式。

4结束语

除了以上的例子，Maple的图像绘制功能还可

以更广泛地应用于导数的应用、定积分、多元函数

微分法、重积分等章节中的教学中。在采用传统教

学方式的同时，适当加入一些数学软件的应用，特

别是其图形绘制功能方面的应用，不但能使学生更

加容易理解所学的知识，打好基础，而且能使教学

更加生动形象，从而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积

极性，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完成对所学知识的巩固

和拓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计算能

力、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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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aple Software's Drawing Function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

Zhou Zhenchuanl．Lv Tongbin2

(1．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1，China；

2．Anhui Changl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Hydropower,Hefei23 1 603．China)

Abstrcat：Taking the advantage of Maple software's drawing function，the application of Maple in ad-

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is introduced by some typical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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