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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实施以来国内“几何直观”研究综述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730070 蒋会兵 张定强

几 何 直 观 是《全 日 制 义 务 教 育 数 学 课 程 标 准

(2011 版)》(以下简称《标准》) 中明确提出的十大核

心概念之一，并将其界定为:“几何直观是指利用图形

描述和分析问题． 借助几何直观可以把复杂的数学问

题变得简明、形象，有助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预测

结果． 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数学，在整个

数学学习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
新一轮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一直都把重视学生几何直观能力的培养

作为数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全日制义务教育数

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将几何直观作为空间观念的

一部分，而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中明确

提出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能力
［2 －3］． 为了进一步解析几

何直观内涵及教育价值，探究培养学生几何直观能力

的策略，一些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教师对几何直观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本文以新课程

实施以来国内关于几何直观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进行文

献综述，主要对几何直观的内涵、教育价值、在教学实

际中的应用以及培养策略等方面进行综述，并对几何

直观研究进行简要述评，进而探讨几何直观未来的研

究走向．
1 新课程实施以来国内几何直观的研究现状

1． 1 几何直观的内涵研究

几何直观作为《标准》中的十大核心概念之一，概

念本身具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数学教学中有着重要的

地位和作用． 而对于几何直观概念在《标准》中主要是

以描述性解释的方式加以界定，主要体现的是几何直

观的价值及意义，对几何直观概念的数学本质揭示还

不够完善． 为了对几何直观的内涵有更深入的理解，研

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几何直观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与看法．
张海生认为几何直观内涵理解主要包含两个层

次:一是几何;二是直观． 几何主要是指图形，直观就是

借助于经验、观测、测试或类比联想，所产生对事物关

系直接感知与认识，通过直观建立起人对自身体验和

外部体验的对应关系
［4］． 这种层次视角的理解与《全日

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 解读》中对几何直

观的理解相类似，并且特别指出直观并不是停留在直

观、表面上的初步体验，而是一种通过图形所展开的想

象力，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苑建广认为几何直观是以图形和直观符号为活动

要件，以直观化的信息加工过程为形态的一种认知方

式，在数学教学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并且认为学生形

成和使用几何直观是有水平和层次差异的． 为此，他提

出了几何直观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建立和形成敏捷

而准确的几何直观 ——— 感觉与图形相随;第二层次，

实施深入而灵活的几何探索 ——— 视角与思维共行;第

三层次，成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 ——— 抽象与

形象互辅． 在每一个层次之下都有三个具体的表现特

征，为刻画和理解几何直观的内涵提供了更加详细的

理论框架
［5］．

孔凡哲，史宁中认为几何直观是指借助于见得到

的(或想象出来的) 几何图形的形象关系对数学的研

究对象(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 进行直接感知和整体

把握的能力． 几何直观是一种特殊的数学直观，具体可

以体现为实物直观、简约符号直观、图形直观、代替物

直观等四种表现形式． 为了更好的理解几何直观的内

涵，将几何直观与空间观念、几何推理、几何直觉等核

心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从本质上理解它们的区别与联

系
［6］．

刘晓玫认为几何直观是具体的，不是虚无的，它与

数学内容紧密相连，很多重要的数学内容和概念都具

有双重性，既有“数的特征”，也有“形的特征”，必须从

这两个角度认识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内容、概念

变得形象、直观，变得可以运用它们去思考问题，形成

几何直观能力． 借助图形描述事物不仅可以把抽象事

物直观化，使人们更容易了解其内在的性质和规律，而

且还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7］．

蔡宏圣认为对于几何直观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1) 几何直观基于“图形与几何”而又超越

“图形与几何”;(2) 对图形的理解可以宽泛一些;(3)

图形更为重要的是表达关系;(4) 要看到图形直观性，

更要看到图形的抽象性;(5) 几何直观是种意识，也是

种技能与能力，更是种思维方式
［8］．

1． 2 几何直观的教育价值研究

关于几何直观教育价值问题的探讨，我国学者普

遍认为数学教学中重视几何直观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更

好地理解概念本质及探索规律，有助于将抽象的数学

对象直观化、显性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创

新能力等．
许新征认为几何直观的教育价值主要表现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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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几何图形，理解数学概念;(2) 借助几何图形，分

析数学问题;(3) 借助几何图形，探索数学规律
［9］．

黄国洪认为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能力，

首先，从直观教学开始，注重操作，引导学生把图形画

出来;其次，重视变换，让图形动起来;再次，借助几何

直观培养推理能力;最后，逐步引导学生在解决数学问

题的过程中，渗透数形结合的思想，感悟数与形之间的

相互转化，使学生的认知多元化，以更好发挥几何直观

的教学价值
［10］．

刘爱东认为几何直观在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数

学，借助图形，使得抽象的概念、算理、法则、公式变得

形象简明;另一方面，也能培养学生利用几何直观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简化思路，寻求个性化数学思考的能

力． 并将几何直观教育价值进一步细化为:依托直观支

持，深化概念理解;把握数学本质，优化思维表达;完善

数学建构，引领显性建模
［11］．

刘新敏认为几何直观在学生日常学习和数学理解

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借助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数学概

念;(2) 借助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算理;(3) 借

助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实现理解和记忆;(4)

借助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分析数量关系;(5) 借助

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图形的特征
［12］．

1． 3 几何直观在教学实际中的应用研究

几何直观在数学教学中的教育价值已得到大家认

可，但如何在数学课堂中渗透几何直观却让很多教师

犯难． 为此，一些教师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内容将几何

直观渗透到实际的教学内容之中，为一线课堂教学如

何渗透几何直观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借鉴．
刘善娜通过小学数学运算概念的教学片断，详细

论述运算概念教学中如何渗透几何直观． 她认为，几何

直观可以借助形与数的对应帮助学生理解形与数的关

联，有助于运算概念的引入;可以借助形的表象来帮助

学生理解抽象的运算算理，有助于运算方法的理解和

掌握;可以借助形的几何推算激发学生对运算规律的

探究欲望，有助于运算规律的运用
［13］．

曹军结合自己日常教学中教学片断，例举了具体

的教学片断来呈现教学过程中如何渗透几何直观，并

进一步分析几何的教学价值． 通过“认识公倍数”的教

学片断，借助几何直观性和图形之间的联系，有效的阐

明了数与数之间的联系，将抽象的数学概念形象化、简
单化，使学生对公倍数的概念有了清晰的认识． 通过

“分数与分数相乘”教学片断，详细介绍如何借助几何

直观理解计算算理． 最后，通过“有关面积计算的实际

问题”的教学片断，提出通过“独立画图 ——— 交流画

法”的学习 模 式，使 学 生 利 用 几 何 直 观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14］．

姚高文通过几何直观在问题表征中的应用举例，

认为几何直观在问题表征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四个方

面:(1) 依托实物模型进行问题表征;(2) 依托抽象模

型进行问题表征;(3) 依托简约示意图进行问题表征;

(4) 依托线段图进行问题表征
［15］．

许冰彬认为数学教学中几何直观的渗透应该做到

以下几点: (1) 强化用图意识，建立抽象与现实的联

系;(2) 善用读图能力，实现表象与语言的转化;(3) 关

注运动想象，贯彻表征与概念的统一;(4) 巧于构造图

形，寻求代数与几何的平衡
［16］．

1． 4 几何直观能力的培养策略研究

几何直观能力的培养对数学教学以及学生个体的

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几何直观能力培养

策略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不同的

观点及看法，为培养学生几何直观能力提供了有价值

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黄伟星、顾晓华认为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几

何直观能力首先要从直观教学入手，引导学生学会用

画图的策略分析题意，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逐步上升

到能将直观图与数学语言、符号语言进行合情转化，并

逐步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渗透数形结合思想． 感

悟数与形、形与数之间的转化． 具体表现为:(1) 重视

直观感知，突出画图策略的培养;(2) 重视直观图形与

数学符号的合情转化;(3) 重视数与形的结合
［17］．

石丽辉认为培养学生几何直观能力的有效途径主

要有:第一，注重模型的作用，让学生参与模型的制作;

第二，培养学生的画图能力;第三，多进行文字语言、符
号语言和图形语言之间的互译训练

［18］．
苑建广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准确把握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内容学习方面，应借助实物或者

实物直观引入几何概念，帮助学生深化对几何命题的

理解;第二，在知识应用方面，应帮助学生树立应用几

何直观的意识，养成借助几何推理的习惯;第三，从教

学评价方面看，应改进评价方法，实施多元评价
［5］．

杨孝斌、任劲松认为学生几何直观能力培养的策

略主要有:(1) 重视几何直观教学与学生实际生活的

联系;(2) 重视学生对几何对象的观察与操作;(3) 重

视几何教学与其他知识教学的联系;(4) 重视学生用

语言表述对几何问题的直观感受;(5) 重视几何直观

的合情推理教学;(6) 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在几何直观

教学中的应用
［19］．

2 “几何直观”研究现状评述

自新课程实施以来，国内学者对几何直观的四个

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和研究，使得几何直观成为了

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已有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但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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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和客观角度来看，关于几何直观的研究仍然存

在有待改进和提升之处．
2． 1 对几何直观内涵理解不清

几何直观作为《标准》中提出的十大核心概念之

一，其内涵是丰富多样的． 由于研究者理解视角和水平

的差异，使得在研究过程中对几何直观内涵的理解存

在以下不足:大部分学者对几何直观没有给出确切的

涵义，只是引用《标准》中给出的描述性解释或是将几

何直观分为“几何”与“直观”两个方面进行解释，没有

从本质上解释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 因此，对几何直观

内涵理解不清，就会导致在研究或教学中出现含混不

清、模棱两可的现象．
2． 2 几何直观教育价值认识不到位

几何直观在数学教学以及学生能力培养方面有着

重要的价值及意义，但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存在对几

何直观教育价值认识不到位的现象． 现有的研究只是

从理论分析视角阐述了几何直观的“应然价值”，没有

结合教学实际从教学过程中分析几何直观在数学教学

和培养学生能力方面的“实然价值”． 为此，只有通过结

合实际的教学，从几何直观的本质及教学实际出发，将

二者有机结合到一起，才能真正发挥几何直观的教育

价值．
2． 3 几何直观在教学中应用研究不深入

几何直观在数学教学的很多地方都可以体现，将

几何直观应用到实际的教学中，通过几何直观的渗透

来完成教学任务，这是几何直观研究的重要内容． 但通

过已有研究发现:几何直观的数学教学中实际应用的

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具体的实例来体现几何直观在教

学中的应用也相对缺乏． 另外，在已有的研究中多以几

何直观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为主，对初、高中几何直

观在数学教学中应用研究匮乏．
2． 4 缺乏对几何直观能力的实证研究，培养策略实际

操作性不强

几何直观能力的培养是教学的主要目的，通过在

数学教学中渗透几何直观，培养学生几何直观能力，提

高学生数学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通过对已有研究

成果分析发现:几何直观能力培养策略的研究中缺乏

实证性研究，对学生几何直观能力的具体水平划分不

清楚． 因此，提出的几何直观能力培养策略不切合实

际，可操作性不强，缺乏针对性． 并且研究的对象主要

是以小学生为主，对中学生几何直观能力水平缺乏实

证研究．
3 “几何直观”研究展望

几何直观对教师的教学以及学生的数学学习都有

着重要意义，它可以看做是一项基本的能力． 为此，我

们应该给予其高度的重视，通过相关研究为教师教学

和学生几何直观能力的培养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

实践参考． 笔者认为未来几何直观研究应重视以下四

个方面:

3． 1 进一步明晰几何直观内涵

尽管研究者对几何直观的内涵有了一些认识，但

是大多数都是基于《标准》基础之上的理解及解释，没

有从数学本质对几何直观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解． 几何

直观的内涵是进行几何直观教学、培养几何直观能力

的基础，所以深入理解几何直观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未来研究中需结合数学哲学，数学史从几何直观

的发展演变过程对几何直观进行理解，并结合相关概

念，如“几何直觉”、“空间观念”等． 从概念的区别和联

系进一步明晰几何直观内涵．
3． 2 强化对几何直观教育价值的认识

几何直观的教育价值是宽泛的，不仅对学生的数

学学习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为此，不管是在研究过程还

是教学过程中都应高度重视几何直观在教学以及学生

能力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 通过实际的教学过程将几

何直观的“应然价值”转化为适合学生发展的“实然价

值”．
3． 3 深化几何直观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很多的教学内容、概念、定理等都具有“数”与

“形”两个方面的本质特征，这些内容的教学过程中几

何直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此，几何直观在教学中的应

用就成为了研究的重点． 未来几何直观在教学中应用

研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 多以具体的教学内容为

载体，通过巧妙的设计，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几何直

观;(2) 加强几何直观在中学教学内容中的应用研究．
3． 4 大力开展实证性量化研究，提出具有实践性、可

操作性的培养策略

几何直观能力是学生能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是学生要求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 了解和掌握学生

几何直观能力水平，对学生几何直观能力培养策略的

提出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未来研究中需要大力开展几

何直观能力的实证性量化研究，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

结合学生的发展特点，有针对性的提出具有实践性、可
操作性的培养策略． 进而在日常教学中帮助学生不断

提高自己的几何直观能力，促进学生能力全面发展．
4 结束语

几何直观是影响中小学生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几何直观，是数学课程“图形与

几何”领域的核心目标之一
［6］． 几何直观的研究对数

学教学以及学生能力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此，

研究过程应选择适切的问题，采用科学的方法，找准切

入口，以综合系统的观点分析现象，并通过实证性的比

较分析，提出具有实践性、可操作性的几何直观能力培

养策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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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小班化教学研究综述
*

江 苏 省 连 云 港 市 幸 福 路 中 学 222023 朱桂凤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沙河中学 222100 张庆华

近年，对小班化教学的深化研究再度成为教育界

的热点，学者们从小班化教学内涵的界定、小班化教学

的特征及实施策略、小班化教学的模式研究、小班化教

学的案例研究等多个方面对小班化教学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专著和文章． 本文即对初中数

学小班化教学实施的路径、方法和策略研究的相关文

献作一综述．
1 小班化教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小班化教学”为关键词进行高

级检索，共检索到公开发表在国内各类学术期刊上的

相关文章 200 多篇，涉及的期刊主要有《教育研究》《中

学数学教学参考》《中国数学教育》《中学数学》《数学

学习与研究》《理科考试研究》《计算机教育》《教育教

学论坛》《考试周刊》《数学之友》及一些高校学报，笔

者精选了其中的 20 余篇进行综述． 最早对小班化教学

进行研究的文献出现在 1987 年． 随后小班化教学研究

的论文呈逐年上升的走势，于此可见，小班化教学研究

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小班化教育与课堂教学的研

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萌芽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这一

阶段是以学者张杰夫的《班级授课制存在的问题及其

改革刍议———兼议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改革》一文的

发表为标志． 针对班级授课制存在的不利因素( 因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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