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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independent college and the relevant previous studies and research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mathematical experiment course in independent college. 

Meanwhil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y of the curriculum in independent college an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levant practices，it also 

summarizes the reform ideas and measures about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mathematical experiment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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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本文以独立学院为背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学习归纳，论述了独立学院开设数学建模及数学实验课程的重

要性。在充分调查和研究了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了课程开设中的不足，并根据相关实践经验，总结了数

学建模及数学实验课程改革的意见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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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改革和发展，独立学院作为

一种崭新的办学模式，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教育部“26号令”第二条明确指出：“本办法

所称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

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

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以北

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为例，该校以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

应用技术型大学，培养高素质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为

总目标[14]。 

数学建模即是将一个实际问题根据特定的需要，做一

些必要的假设，翻译成数学语言，利用数学的方法结论对

这个数学问题进行分析和计算，最后将所求的结果回归实

际，解答实际问题的过程。它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4]。

数学实验是借助数学软件,结合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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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一门实践课。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的姜伯驹教授

认为“应该通过数学实验课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用

数学软件探索数学理论或应用实践，或者通过探索自己的

想法获得真知。”这种方式变被动的灌输为主动的参与，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16]。可见，

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思想的渗透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应变能力，创新能力，符合独立学院的办学宗

旨和办学模式，对提高独立学院的办学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并且，传统的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抽象性强，重理论轻

实践，能够很好的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明显实践

环节训练较少，缺少“应用性”，大部分学生也只是被动

接受所学知识，将数学知识隔离开来，缺少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学建模课程和数学实验课程

的开设则是让学生体会数学的应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独立思考能力。从这个角度讲，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特

点，改革和完善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模式是迫

切而必须的，同时，通过对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课程的改

革，也为独立学院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2222．．．．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的开设情况及存在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的开设情况及存在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的开设情况及存在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的开设情况及存在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独立学院多以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开设

专业也多是应用型专业而非研究型专业，数学建模和数学

实验课程主要是作为公共选修课开设，全院二年级及其以

上年级的理工类专业学生均可选，每学期开设32学时，班

级容量为120人。表1为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2014级开设

专业情况表及选修情况。由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各系选修

人数只占该系人数的10%左右并且分布不均匀，尤其像艺

术系英语系这样的专业基本上对这样的课程没有兴趣。 

表表表表1111 海滨学院14级学生数学类选修课情况统计表。 

系别名称及人数系别名称及人数系别名称及人数系别名称及人数    

选修数学建模人数选修数学建模人数选修数学建模人数选修数学建模人数

及及及及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选修数学实验人选修数学实验人选修数学实验人选修数学实验人

数占比数占比数占比数占比    

自控系（340人） 29（8.5%） 2（0.6%） 

计算机系（170人） 3（1.7%） 0（0%） 

土建系（306人） 28（9.1%） 18（5.9%） 

经济管理系（782人） 55（7.0%） 40（5.1%） 

英语系（102人） 0（0%） 4（3.9%） 

艺术系（238人） 0（0%） 2（0.8%） 

机械类（340人） 35（10.2%） 40（11.7%） 

电信系（418人） 61（14.5%） 46（11.0%） 

交通运输系（204人） 22（10.7%） 84（41.1%） 

化工系（78人） 7（8.9%） 0（0%） 

由于实践时间短，经验少，教学过程还主要模仿其主

干学校的方式，偏向研究型教学，也造成了诸多问题。 

2.12.12.12.1．．．．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多多多多，，，，学习时间少学习时间少学习时间少学习时间少    

大部分高校的数学建模课程以姜启源教授的《数学模

型》为主要参考教材，分为数学模型简介，初等数学模型，

简单优化模型，数学规划模型，微分方程模型，离散模型，

概率模型，统计规律模型等[7]，内容丰富，具有生活气

息，能够让学生充分体会数学的普遍适用性。但是对于独

立学院的学生而言，他们的数学功底薄弱，有些数学知识

是他们所不具备的，听起来往往是囫囵吞枣，还未弄懂怎

么回事，课程就结束了，更谈不上了解其知识对后续课程

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 

数学实验课程同其他实验课程一样，是一门实践课

程，不同之处是数学实验是指借助数学软件，结合所学

的数学知识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就需要学生们首先

要了解数学软件的操作，大部分学校主要是以matlab为

主进行教学，很多学生能够通过学习，进一步体会数学

的思想，并能够掌握更加有效率的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方法。但是实验课更重要的是以学生为主进行实

践，由于课时限制，学生们的实践时间就会相应压缩，

教师无法做到每个人都去指导的话，就会有很大一部分

同学无法真正的掌握其内涵。 

2.22.22.22.2．．．．教学教学教学教学方法单一方法单一方法单一方法单一，，，，考核方式片面考核方式片面考核方式片面考核方式片面    

由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教

学方法还多以讲授法为主，学生讨论和实践为辅。表2是

张文博等在《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调查报告》中对403

所院校数学建模课程考核方式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出各高

校考核方式多以提交结课报告或者论文形式为主。而独立

学院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在缺乏有力的监督和考核方

式下，很难做到自主研学，课外实践，这也是导致学生们

学习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表表表表2222    403所院校数学建模课程考核方式统计表[7]。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被访者比例被访者比例被访者比例被访者比例%%%%    被访者数量被访者数量被访者数量被访者数量    

试卷 33.50 135 

专题报告 41.44 167 

结业论文或大作业 34.74 141 

2.32.32.32.3．．．．师资队伍经验缺乏师资队伍经验缺乏师资队伍经验缺乏师资队伍经验缺乏，，，，硬件设施资料等不完善硬件设施资料等不完善硬件设施资料等不完善硬件设施资料等不完善    

一方面，独立学院的教师组成基本上都是“两头大，

中间小”即退休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多，中年教师少的局面。

退休老教授的学识和阅历都很丰富，但是他们精力有限，

对一些数学软件的应用能力有限；青年教师精力充沛，学

习能力较强，但是教学经验不足，知识水平有限。 

另一方面，独立学院各门课程都在探索和改革中，数

学建模课程的发展更是相对滞后，据了解很多学校没有独

立的数学建模实验室更没有先进的数学建模软件工具及

图书资料，很难为学生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3333．．．．对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的改革及实践对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的改革及实践对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的改革及实践对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的改革及实践    

3.13.13.13.1．．．．明确教学目的明确教学目的明确教学目的明确教学目的，，，，改革改革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3.1.13.1.13.1.13.1.1．．．．以普及思想以普及思想以普及思想以普及思想，，，，培养兴趣为重点培养兴趣为重点培养兴趣为重点培养兴趣为重点，，，，而而而而不是培养研究不是培养研究不是培养研究不是培养研究

型人才型人才型人才型人才    

以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为例，随机选取了400名学

生进行统计调查，在毕业意向的调查中选择毕业后直接就

业的学生占到93%，选择出国或者考研的学生只有7%（见

图1）；在回答‘如果把人的精力分为10份，你愿意用在

学习上的精力有几份’时，回答3份，5份，8份，10份的

人数分别是103，189，76，32；有32.8%的同学对所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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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敢兴趣，但是有56.9%的同学表示愿意参加各类文体

活动及社团活动等。以上调查结果表明独立学院的学生思

维敏捷活跃，但是学习能力差，学习兴趣不够，知识基础

薄弱，而且今后要从事研究型事业的同学也少之甚少。所

以，作为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重

点不在培养学生的研究性思维，而是在于‘用数学’思想

的普及，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让学生了解数学广泛

的应用领域。以此为指导，北交大海滨学院对数学建模及

数学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 

 

图图图图1111 毕业意向统计图。 

3.1.3.1.3.1.3.1.2222．．．．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教学内容与时俱进，，，，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生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作为一门倡导创新的实践课程，

教学内容也应该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做到三个多，

即“多关注时事，多思考研讨，多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

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并以此为背景引出教学案例，尽

量选取简单易懂的案例，让学生切身体会到数学与他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例如，通过“椅子能否在不平的地面上放

平”案例让学生体会如何用数学语言去描述实际问题，但

是对于不平的地面这个背景，现代学生们往往会理解偏颇，

所以给出案例背景时可以事先录制一段视频，让学生对问

题的背景有一个感官的认识；在讲解数学建模的过程和方

法时，尽量减少语言的叙述，而是以包饺子模型为例，让

学生理解建立模型的过程并且提会定性和定量的思维，培

养量化分析问题的思维；通过让学生调研各专业入党分配

名额问题引出“公平席位分配”模型[1]的讲解，通过让

学生调查贫困生指标的确定方法给出“层次分析模型”的

讲解等。 

3.3.3.3.2222．．．．始终贯彻始终贯彻始终贯彻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主以学生为主以学生为主以学生为主””””的理念的理念的理念的理念    

“以学生为主”不仅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以往“教

师讲，学生听”的模式，还体现在从选课，上课，考核各

个方面。    

首先，选课模式的改革，遵从更多学生的意愿。曾经

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是与其他选修课程一样在开学

的第一个周末由学生自己登陆教务系统选择，今年对这样

的选课模式做了改革，体现在在上课学期的前一学期期末

即把选课通知下放到各系，由学生自由选择报名，并由任

课教师筛选上课名单。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学生在开学初的

盲抢，使得学生有一个了解的过程从而决定是不是选择该

课程来修，另一方面也杜绝了某些只是为了凑学分的学生

能够选上这门课而一些真正想要学习的同学因为网络慢

等问题而抢不上课。 

其次，教学模式的改革，让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听懂领

会每一个模型和实验。该门课程的设置目的是在普及思想，

培养兴趣，教学内容不求多，不求快，而是争取用少量的

实验和模型，让学生更深刻的体会“用数学”的思想。 

主要方法有课程开始便利用一到两周的时间，让学生

自由结组。课内，以组为单位自由研讨，教师主要起引导

作用，多提问，根据每一次学生的反映情况适当调整教学

计划，因材施教；课外，以组为单位，完成课后思考题及

作业。并在课上留有学生讲的时间，学生根据自己所学专

业知识及兴趣给大家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将课堂教学，

自助研学，自由讨论，课内实验，课外实践有机结合。 

再次，考核方式的改革，考核以学生学习情况为主导，

考核方式更自由。学生的最终成绩=平时成绩*60%+期末成

绩*40%。其中，数学建模课程平时成绩包括课堂发言，上

台讲解，课后完成作业情况，期末成绩由完成期末论文的

质量决定。数学实验课程平时成绩包括实验报告，课堂发

言，上台讲解，期末成绩由期末试卷完成情况决定。 

数学建模课程结课论文内容不限，可以写一个自己完

成的小建模问题，也可以写数学建模在自己所学专业中的

一个应用，也可以写学习后的课程感想和收获，唯一要求

就是必须是自己的真实实践或想法。目的是避免千篇一律

的抄袭，通过考核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从而更好的促进

教学改革。将学生讲环节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依据，有效

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结组方式让

学生在一开始就形成团队，互相磨合完成任务，一方面培

养了学生们的团队协调能力，另一方面为参加数学建模竞

赛做了准备。另外，如遇有在课程前后参加全国各类数学

建模竞赛并完成论文尚可的同学给予附加分数，目的是鼓

励学生们参赛，以竞赛的形式提高学生自己学习的主动性。 

3.33.33.33.3．．．．注重数学建模思想在其他数学课程中的渗透注重数学建模思想在其他数学课程中的渗透注重数学建模思想在其他数学课程中的渗透注重数学建模思想在其他数学课程中的渗透    

数学建模是沟通现实世界和数学科学之间的桥梁，是

数学走上应用的必经之路[5]，但是作为一门基础学科，

数学又是及其抽象的，如果将抽象的数学教学与实际应用

隔离开来，就必然会造成学生不会用数学，不知为何学数

学的现象存在。而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课时短，时间

紧，如果只是在选修课上灌输数学的“应用性”，则是远

远不够的。本着让更多学生了解数学建模思想，掌握数学

建模思维的目的，结合几年的教学经验和独立学院学生的

学习特点，专门编写了符合独立学院学生的一套大学数学

基础教材，包括《高等数学I》,《高等数学II》，《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教材更加注重应用，

淡化了数学推导，每一个新概念的引入都尽量从实际背景

出发，将抽象的数学概念与实际联系起来，注重启发式教

学，同时在掌握数学概念和专业知识以后，又将其延伸到

新的应用中去，充分体现了数学建模的思想。例如，《线

性代数》第一章矩阵概念的引例，就是建模思想的融入。

在每一章最后，专门添加了应用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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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章最后给出的应用问题是“调味品配置问题”

[2]，某调料公司用五种原料来制造多种调味品。表格形

式给出了三种调味制品 , ,A B C 每包中所需各种成分的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给出问题： 

（1）为了能配制出其余几种调味品，这位顾客要购

买的最少的调味品的种类是多少，并写出所需最少调味品

的集合。 

（2）在（1）中得到的最小调味品集合是否唯一？若

不唯一，给出另外的情况。 

（3）利用在（1）中找到的最小调味品集合，配置一

种新的调味品。 

这三个问题，本质就是考察学生对于向量组中最大无

关组概念及秩的理解，以及给定一个向量如何判断它是否

能有已知向量组线性表示的问题。 

数学建模及实验思想在其他课程中的渗透要求教师

和学生明白数学建模的全过程，培养双向翻译的能力[5]，

既把现实问题用数学语言去描述，在将数学解答的过程和

结论翻译成现实问题的结论，这进一步要求教师在日常教

学中不仅要熟练掌握需要传授的课堂知识，也要求教师对

所教授课程的应用和推广有深而广的了解。 

3.3.3.3.4444．．．．利用微课利用微课利用微课利用微课，，，，微信等多种教学模式微信等多种教学模式微信等多种教学模式微信等多种教学模式，，，，搞好课外实践环搞好课外实践环搞好课外实践环搞好课外实践环

节节节节    

3.4.13.4.13.4.13.4.1．．．．创建优质微课创建优质微课创建优质微课创建优质微课，，，，实现翻转课堂实现翻转课堂实现翻转课堂实现翻转课堂    

数学建模课程以案例教学为主，而如果每一个案例都

利用课上时间让学生去思考去探讨，显然时间不够，但如

果不留时间供学生探讨和思考，又会造成学习不深入，理

解不透彻，无法领会建模的灵魂。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指

在信心技术的支持下，以教师录制的微课视频为载体，学

生在课外自主完成知识的学习，而课堂变成了教师和学生

之间互动的场所，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13]，显然这

一种是更适合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基于

此，可以选取一些课程知识背景，重要知识点，或者一些

简单有趣的经典建模案例，将其制作成10-20分钟的短视

频，供学生课下研究和学习，学生带着自己的思考和问题

上课，课堂主要用于与学生探讨和互动，大大提高了课堂

的利用效率，也增加了授课效果。 

例如，将“夫妻过河模型”制作成微课，在第一次课

后让学生们课下学习和思考。在第二次上课时，邀请同学

们对所学案例进行分析和讲解，并由其他同学给出自己的

思路和想法。在讲解含有测试分析方法的模型时，经常用

到最小二乘法求拟合曲线的参数问题，将最小二乘法做成

微课形式供学生课下学习，并且在课上给出几个不完善的

案例让学生自己利用最小二乘法完善问题。 

3.4.23.4.23.4.23.4.2．．．．建立微信建立微信建立微信建立微信、、、、QQQQQQQQ等交流群等交流群等交流群等交流群，，，，方便答疑和交流方便答疑和交流方便答疑和交流方便答疑和交流    

微信，QQ显然成为现在学生必不可少的生活交流方

式，作为一名年轻教师，不应该抵触这类事物，而是应

该通过建立学生习惯的交流方式，享受新技术为教学带

来的方便。一方面，方便为学生及时答疑，另一方面，

又方便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并且还有助于学生在

课程结束之后的进一步研究和学习。比如，在上数学实

验课的时候，就通过面对面建群方式建立了学习交流群，

在上课之时，同学们利用交流群自由结组和分享自己在

学习过程中的疑惑或问题，在课程结束之后，有部分同

学讲所学内容应用到自己的所学专业之中，因此产生的

问题也在群里得到了解决。 

4444．．．．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通过以上课程实践，让更多的学生体会到了数学的乐

趣和用处，独立学院的学生入学成绩比本科二批学生要低

60~80分，并且独立学院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也较大[15]，

因为这样的特点，在教学上我们不应该一心求学生考试获

得多高的成绩或者参加什么比赛获得多少奖项，而是更加

注重学生对于数学内涵的理解，对于用数学思想的体会。

据了解，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的学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同学开始主动学习数学建模和软件操作，由学生自己举办

的数学建模协会和数学协会在逐步完善，数学实验室建立

完成，已经投入使用。当然，大学数学应用能力教育模式

探索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任何方法和手段都不可能

立竿见影，我们只有认真准备，不懈钻研，讲好每一堂课，

每一个知识点，想学生之所想，爱学生，爱教学，为学校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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