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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s a subject with great applicability, and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required by almost all specialties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literac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practitioners,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hat can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knowledge by using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knowledge, we think that it is urgent to change the existing teaching 

mode, integrate the ideas of mathematics experiment into the teaching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great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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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是高等农林院校几乎所有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要提高农林

从业人员的概率统计素养，培养能熟练应用概率统计知识解决带有专业背景实际问题能力的创新人才,我们认为必须变

革现有的教学模式，把数学实验的思想融入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中去，强化理论联系实际。 

关键词：农林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模式，数学实验

 

1．引言 

当前，概率统计的思想和方法日益渗透到国民经济的

各个领域，并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农学、林学、经济学、

金融保险甚至人文科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简称

概率统计课）教学是农林院校本科数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农林从业人员数学素养，培养能熟练

应用概率统计知识解决带有专业背景实际问题能力创新

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是由来自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两个数学分支的基本知识内容组成。概

率论是研究和揭示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一个数学分支，

而数理统计是以概率论为基础研究如何有效地收集整理、

分析受随机影响的数据，并对所研究问题作出统计推断、

预测或者决策的另一个数学分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内

容丰富,实践性强、应用性强,其思想方法在培养大学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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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论联系实际上都有着其

他数学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林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快，尤其是

加入WTO后，国际科技和贸易交流更加频繁，农林科技的

发展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对农林从业人员数学素养的要

求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培养的农林从业人员不仅能通过专

业理论考试，而且能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在实际工作中

发挥更大的创造性。目前，针对2010年7月13日“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以及教育部于2012年4月颁发的《教

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规定》，很多农林

院校提出了创新教育。面对农林院校的创新教育，如何对

农林院校公共基础数学课的教学重新准确定位，确立课程

的教学目标及其教学策略；如何进一步改革课程的教学内

容和教学模式，以服务于创新教育目标，这些都是值得深

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仅就农林院校一门很重要的本科数学

公共基础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加以探讨。我们认为把数

学实验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到农林院校各专业的数学课程

中去（简称数学实验教学模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数学理论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而提高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建模能力。 

数学实验教学模式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其萌芽

也不过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上，从数学实验

课的首次出现到现在也仅有不到30年的时间。1997年，作

为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改革的产物，国防科技大学首先开

始数学实验教学，随后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也陆续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展开了数

学实验教学。据我所知，在我国，“将数学实验的思想和

方法融入到各专业数学公共基础课的教学中去”最早是由

北京理工大学叶其孝教授在文献[15]中提出的。此后，近

14年来，在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推动下，数学实验教学

模式研究迅速高涨起来，研究者发表了大量文章，取得了

很多成果。然而，正如刚才我们所说数学实验教学模式还

是一个新鲜事物，从近三年取得的研究成果看[1-7]，它

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很多学校也只是

在做一些尝试和探索，改革中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因此

我们有必要不断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分析和总结。 

2．数学实验的教学价值 

什么是数学实验，目前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

有不同的理解。在文献[9]，作者是这样描述数学实验的，

数学实验就是为促进理性思维，验证数学猜想，归纳数学

规律，获得数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通过一定的方法，

借助一定的设备，运用一定的手段，在数学思维活动的参

与下和典型的实验环境中所进行的一种数学建构过程和

数学探索活动。长期以来，人们对数学的认识一直停留在

它是一门具有严谨系统的演绎科学，数学活动只有高度的

抽象思维活动，学习和研究数学只要有纸和笔就够了，包

括许多数学工作者也这样认为，认为物理，化学和生物等

自然科学需要实验，而数学不需要实验。但是，历史证明，

数学不仅有逻辑证明，还有实验。美籍匈牙利著名数学家

和数学教育家G.波利亚[16]曾指出：“数学有两个侧面，

一方面它是欧几里得式的严谨科学，从这个方面看数学象

是一门系统的演绎科学；但另一方面，创造过程中的数学，

看起来却象是一门试验性的归纳科学”。数学实验可以说

是自古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人们从结绳计数开始

就在进行科学实验，并通过实验不断的发展数学。传统的

数学实验是以测量、手工操作、制作模型、实物和教具演

示为主要形式，以帮助学生理解概念、验证结论为主要目

的。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发展以及数学软件功能的越来越

强大，改变了数学只能用笔和纸研究的方式，特别是利用

计算机成功解决了“四色问题”对数学的研究方式方法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数学家开始着手创立一种新的学习

数学和研究数学的方法。例如，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吴文俊先生发明的吴氏方法可在微机上很快地

证明困难的几何定理，给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带来勃勃生

机。周咸青教授推广了吴氏方法并把它实现为有效的通用

程序，证明了512条非平凡定理，写成了英文专著。杨路

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则提出数值并行方法，在低

档微机（甚至计算器）上实现了非平凡几何定理的机器证

明和机器发明。在这些数学家看来，计算机的使用正在改

变着数学的性质，数学正在变成一门“实验科学”。从近

十多年来开设数学实验课取得的成绩看[8,10-15,17]，数

学实验课的开设至少起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1）

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2）激发了学生自己动手

解决实际问题的欲望；（3）有助于学生独立思考、团队

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培养；（4）有助于学生掌握先进的数

学工具和计算机应用水平能力的提高；（5）提高了学生

的综合素质。 

3．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的组织实施 

（1）指导思想。这里我们倡导黑板+粉笔+多媒体课

件讲授方式为主数学实验为辅的指导思想。在整个教学内

容安排上分理论部分和实验部分，学时按接近4:1的比例

分配。理论部分教学和实验部分教学交替进行，而不是简

单的讲完4/5学时的理论知识后，剩下的1/5学时进行实验

部分教学。黑板+粉笔+多媒体课件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

对于理论教学有它不可替代的优点。所以，理论部分教学

可以基本保持这种教学模式结构不变，只是在一些学生理

解困难的知识内容上教师可根据需要增加一些演示实验，

一方面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另一方面又能帮助学生巩

固和熟悉数学实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丰富学生学习理论

知识的方法，提高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激发学生动手解

决实际问题的欲望。例如，在讲解蒙特霍尔问题时，虽然

该问题答案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却十分违反直觉，每次

讲到这个例子，都会引发学生热烈的讨论。通常是教师绞

尽脑汁试着用不同的方式给学生解释，但每次还是有相当

多的学生听不明白，有时候甚至会忙中出错，往往到最后

只能通过让学生自己课下再去争论而草草收场。这时教师

可以考虑少说多做，在这个教学内容上增加一个演示实验，

模拟蒙特霍尔问题，让学生切身体会产生蒙特霍尔问题的

游戏过程，深刻去体会直觉不一定可信，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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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实践证明，

这种做法让教师在解释蒙特霍尔问题时变的更容易和从

容了，引发的争议少了，学生接受起来更容易了，课堂气

氛也更活跃了。在实验部分，把教学内容也分为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包括课内和课外）。抽出4个学时进行数学

软件的基础知识，基本操作，以及数学实验基本思想和方

法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参照物理实验课和化学实验课的

上课方法，但又有所不同，不提前告知学生实验的结果，

主要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观察得到结果，然后分析结

果。实践教学不是追求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主。 

（2）开设时间。最好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选

择这个时间是因为这个时间农林院校各专业的学生基本

上都已开设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计算机课程，已具备

进行概率统计理论课和实验课学习所需要的数学基础知

识和计算机基础编程知识。这个时间开课能有效保证整个

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和流畅性。 

（3）教学内容、学时安排和教学方法，强化理论联

系实际。从多年教学实践来看,目前农林院校概率统计课

课时数普遍偏少，以我们所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概率统计课只有64学时（全为理论学时），概率论教学与

数理统计教学各占32学时，这一点与农业高校的专业要求

实际是不符的。我们时常见到有些学生虽获得第一手的实

验数据,但由于缺乏统计知识而不能正确分析。我们认为

这和我们在有限的学时下讲的过急、过粗，统计在实际问

题中的应用讲的太少，学生实际动手演练的机会太少有一

定的关系。我们建议在增加总学时的同时压缩概率论讲授

的学时，增加统计课时。总学时安排76学时为宜，其中概

率论部分32学时（理论26学时，实验6学时），数理统计

部分44学时（理论34学时，实验10学时）。在概率论的讲

授中，注重概率论思想的讲解，尽量避免抽象的理论证明，

以案例教学法为主，通过对实际生活中典型案例的剖析解

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说明思想,以达到学生理解教学内

容的目的。例如，在讲解随机变量的概念时，我们可以先

不给出随机变量的概念，先分别通过抛硬币和掷筛子的实

验告诉学生我们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做到将实验结果数

量化，随机变量本质是什么，引入随机变量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再给出随机变量的概念。此外，也可在课堂上设计具

有典型性、针对性、启发性和趣味性的案例,让学生参与

进来，分析和互相讨论,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

过引导鼓励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例如，

在讲二维连续随机变量函数分布之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布

时，我们可以设计一个金融上的价格竞拍问题：某甲与其

它三人参与一个项目的竞拍，价格高者获胜。若甲中标，

他就以10千美元转让给他人以牟利。可认为其它三人的竞

拍价是相互独立的，都服从7到11美元之间的均匀分布。

问甲应如何报价才能使自己获益的数学期望最大。通过这

个生动的案例让学生切实体会我们所学知识实用性，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和自信心。重视大数定律和中心

极限定理的讲解和理解，因为这个内容是学习数理统计知

识的理论基础,在统计学中用的很多，尤其是统计中的近

似计算中更离不开它们。在数理统计的讲授中，注重统计

思想的理解。以往教学中，复杂公式的推导占用太多的课

时,这实际上是不需要的，这样做只会滋生学生的厌学情

绪,对于今后学生的实际应用没有太多的帮助。可取的做

法是从复杂公式的推导中解脱出来,注重基本概念、原理

的理解,加强统计思想和统计方法的介绍,以及在实际问

题中的应用。 

（4）因材施教设计教学内容。理论部分，不同专业

的学生所学的内容可以差别不大，但在例题的选择上，授

课教师需充分考虑到各专业的差别。考虑到理论部分教学

时数相比传统教学时减少不少，所以需要根据学情精心选

择理论部分的教学内容或者重新编写一本教材。在实验部

分，必须有一个适合不同专业学情的实验讲义教材，以便

激发不同专业的学生自己动手和探索的兴趣。 

（5）实践教学的实施。每次课内实践教学应该有一

个明确的目的，要让学生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去做。此外，

什么时间上要合理，要起到辅助理论教学的作用。在整个

课内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主要起指导作用。每次实践

教学（2个学时90分钟），教师可以利用15分钟左右的时

间，把这次试验的目的，要求，内容向学生交待清楚，然

后剩下的时间交给学生。学生可以独自完成，也可组队（每

组人数不能多于3人）通过讨论完成，下课前15分钟向老

师报告实验过程及最终的结果。由老师现场对此次实验存

在的问题及主要创新点做出点评，学生课后完成实验报告，

网上提交实验报告。课外实践教学主要以教师网上发布实

验作业，学生在机房或宿舍独自或组队（要求同上）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网上提交作业，网上和教师进行互动为

主。 

（6）考核办法。课程结束后的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30%，在原有传统

打分方式的基础上增加平时的实验报告成绩（占平时成绩

的50%）。实验报告评分的基本标准是要自己动手，写上

自己观察得到的结果，写上自己的分析，实事求是。期末

考试成绩由理论部分考试成绩和实验部分考试成绩构成，

各占50%。理论部分考试按常规进行。实验部分考试在计

算机实验室进行，考试内容包括基本问题，验证性实验，

设计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用试卷答题（实验方案、结果、

分析），网上提交试卷。 

（7）师资队伍建设。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对任

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数学实验思想和方法的融

入，不仅要求教师应该具备扎实的理论课和实验课所需的

专业知识，还需要教师对所授课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

这门课在所授课学生专业上的具体应用有个基本的了解。

因此必须通过有计划的、不间断的培训和进修，引进相关

高学历、高水平人才等方式建立一支适合学情的高水平教

学团队来确保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实施的后劲和高

质量。 

（8）平台建设。先进的教学网络和专门的数学实验

室（配备电脑和多媒体教学设备）是保障概率统计课实验

教学模式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硬件设施，同时需有配套的

丰富数学软件支持，如SPSS，Matlab、Mathematica、Maple

等。为了配合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在实验室宜建立

局域网，与校园网对接，便于学生在线播放教师的电子讲

稿和视频资源，下载和上传学习资料，在线讨论，提交作

业、研发等；老师可以发布作业，上传资料，发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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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检查学生实验进展情况等，即需要建立服务器重点

支持的数学实验软件平台、使平台的设计能进一步加强老

师和学生对实验过程的参与，具备更强的自主学习和研发

功能；建立校园网支持下的网络教学平台，使更多的学生

参与学习和主动学习、交互功能更强大。 

4.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的实现 

根据以上改革思路，我们设计了如图1所示的概率统

计课实验教学新模式。在此模式中，教师在教室采用黑板

+粉笔+多媒体课件的讲授方式对概率统计课的理论部分

进行详细的讲解，以及对实验部分的数学软件的使用，数

学实验的思想和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课堂演示。课后，

除为帮助学生理解和消化课堂内容布置一定量的家庭作

业外，教师还需根据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不同难易程度的实

验题放到网上，让学生在机房或者宿舍，在规定的时间完

成这些实验作业。此外，教师也可以将自己手头与概率统

计课程有关的参考书，优质视频资源，相关网站的链接网

址，有趣的课外知识，典型案例，科研课题等放在网上，

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通过网络以及学生提交的实验报告，教师可以随

时和学生进行互动，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给

予指导，并及时对教学进度，教学内容等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解决学生遇到的学习问题。 

 

图1 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及其教学要素。 

 

图2 网络化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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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Matlab、Mathematica、Maple等常用数学软件

功能强大，各有其优缺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教学资源，我

们在教学的实验部分采用以Matlab和SPSS统计软件为主，

其它数学软件为辅的教学策略。上课仅介绍Matlab和SPSS

软件的使用，而对学生做实验时数学软件的选择不加限制，

给学生充分的发挥空间。在此思路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如

图2所示的基于各类常用数学软件的网络化概率统计课实

验教学模式系统框架。系统基于数学软件进行开发，分别

提供教师和学生工具模块，教师和学生通过网络访问系统。 

5.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的效果 

为了检验我们提出的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的改

革效果，我们在2016年春，选择所在学校机械与电子工程

学院机化141-143班和车辆141-142班共5个班作为试点班

级（简称实验班）进行了试点教学，并和13级未采用概率

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的对应班级（简称非实验班）进行了

横向比较。首先是通过问卷的方式分别对实验班和非实验

班的基本学情（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应用能力等）在开

课前进行了调研，得到如下表1所示结果： 

表1 试点教学前基本学情调查。 

项目 
概率统计课的难易程度 学习概率统计课的兴趣 

难 中等 一般 感兴趣 一般 没兴趣 

实验班 55% 34% 11% 36% 55% 9% 

非实验班 57% 35% 8% 38% 49% 13% 

项目 
认为概率统计课的实用性 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 

很有用 一般 没用 有帮助 一般 没帮助 

实验班 86% 16% 2 35% 57% 8% 

非实验班 83% 12% 5 32% 59% 9%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超过80%的学生认为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这门课很有用，会对他们专业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有近60%的学生认为这门课很难学，他们学习的压力很大；

有1/3左右的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认为对提高他们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帮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学生觉得这门课很有用，而另一方面学生却对这门

课的学习兴趣不高和认为对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帮助不大。通过随机抽样和个别座谈的方式，我们发现

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校现有概率统计教学模

式只注重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精细的计算能

力，而忽视了对学生运用所学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在现有教学模式下，学生对数学的认

识也只是停留在记住了大量的计算公式、概念、定义、定

理和方法，会照猫画虎做书本上的题而已，而对书上这些

理论和方法为什么建立，有什么用，怎么用，学生往往是

一头雾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通过一个学期的试点

教学，五个实验班（机化141-143和车辆141-142）期终考

试平均成绩分别为83.3分，82.2分，82.9分，77.6分，71.2

分。每个班相比对应的非实验班（机化131-132和车辆

131-132）的平均成绩（分别为74.5分，76.1分，73.7分，

70.1分，62.6分）平均高出7.6分左右。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我们看到的是实验班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明显高于非实

验班，更能主动积极地完成课后布置的作业（理论课作业

和实验作业），在作业中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和创造性，

部分同学还对这门课进行实验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和

如何改进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试点教学后我们对实验班的学生又进行了问卷调查，

统计结果见表2。从统计结果中我们看到，学生对这门课

的认可度提高了，认为这门课难学的学生比例减少了近20

个百分点，改革初步取得了成效。随机走访学生了解到，

有的学生希望再少讲一点理论，再多给他们留一些自己探

索的空间，而有的学生则希望再多讲一些理论，让他们有

更大的提升空间。通过这种教学模式让我们发现有学生希

望多学理论知识，这是我们事前不曾想到的，这是好事情。

但毕竟我们这门课学时有限，正如文献[11]所提到的，我

们的做法从其量只能算是“开胃汤”，而不是大餐，将学

生学习数学理论知识的兴趣激发出来了，胃口吊起来了，

我们这门课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学生想学习更多的理论

知识，学生可以去正规的“餐馆”去，也可以通过看参考

书和利用网络上的视频资源满足其对于理论学习的渴望。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我们也明显感觉虽然较以往的教学

模式，工作量增加不少，但教更有意思了，更有挑战性了，

自己从中也收获不少，课堂教学的氛围和效果更好了。 

表2 试点教学效果调查。 

具有实用性 学习兴趣提高 能更好解决实际问题 难易程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难 其它 

100% 0% 93% 7% 87% 13% 37% 63% 

6．结论 

总之，数学类公共基础课实验教学模式还是一个新

生事物，目前进行这方面尝试的农林院校还比较少，在

我们学校也只是处于摸索和试点阶段，虽取得一定的成

效和经验，但课程的指导思想、上课内容和方式都有待

于在不断的试点中逐步明确，这里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

的问题和当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服务于实验教学模式

的软件平台的管理和日常维护，师资资源的有效整合，

在开课学期，学生其它课程负担过重，授课人数过大等

问题。但我们相信，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数学软件功能的不断强大，数学实验教学模式必然会展

现出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致谢 

本文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5年教改项目数学专项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JY150100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56 朱志勇，董恩梅：农林院校概率统计课实验教学模式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雄伟.基于Mathematica的高等数学教学过程研究与实践

[J].大学教育，2016，2:136-138。 

[2] 孙蕾，谷德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实验教学案例设计[J].

高等数学研究，2014，17(1):100-103。 

[3] 吴晓.大学数学实验中的数学实验教学[J].大学教育，2014，

3:116-117。 

[4] 刘超，李尚志.加强数学实验中的统计教学[J].大学数学，

2013，29(4)，123-126。 

[5] 张丽华.高职电类专业数学实验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探

索，2013，9:44-45。 

[6] 谢治洲，罗晓宾，罗琼.国内高校数学实验教学的现状分析

与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2，26:113-114。 

[7] 叶军，金栩.由数学实验教学谈创新能力的培养[J].大学数

学，2012，28(5):125-128。 

[8] 韩明.将数学实验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大学数学教学[J].大

学数学，2011，27(4):137-141。 

[9] 孙延洲.试论数学实验的教学价值.教育研究与实践

[J],2010，6:44-46。 

[10] 丁卫平,李新平.基于数学实验的高等数学教学改革[J].高

等理科教育,2007，2:36-44。 

[11] 李尚志，陈发来，张韵华，吴耀华.数学实验[M].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4:1-249。 

[12] 曹一鸣.数学实验教学模式探究[J].课程教材教法，2003，

1:46-48。 

[13] 李尚志,陈发来.《数学实验》课程建设的认识与实践[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1，31(6):764-768。 

[14] 盛中平,王晓辉.什么是数学实验[J].高等理科教育，2001，

2:25-29。 

[15] 叶其孝.把数学建模、数学实验的思想和方法融入高等数学

课的教学中去[J].工程数学学报，2003，20(8):3-13。 

[16] [美]G.波利亚.怎样解题[M].阎育苏，译.北京:科学出版设，

1982:1-231。 

[17] 乐经良，向隆万，李世栋等著.数学实验[M].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1999: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