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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摇 前摇 言

随着社会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袁研究对象牵

涉的变量越来越多袁常用的方法是将这些变量之间

的关系简化为线性关系进行研究袁线性代数成为研

究问题的重要数学工具袁线性代数也就成为工科院

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遥 目前线性代数教学

中普遍存在教学模式单一袁过分强调数学知识的严

密性和数学理论的抽象性袁教学中讲授知识点多尧
讲述数学思想方法少袁讲授理论的多尧讲述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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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袁由此造成大学生普遍感觉野数学无实际用处冶尧
野数学学习是痛苦的冶袁学习缺乏积极性袁课程通过

率较低等现象袁学生学完课程后感觉野学了和没学

一样冶袁长此以往袁势必影响线性代数课程教学袁影
响高等教育质量咱员暂 遥 为了改革现状袁很多学者都提

出了要转变线性代数教学理念袁改善教学方法袁并
提出将各种数学思想方法贯穿课程教学的全过

程咱圆鄄缘暂 袁但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袁没有将数学

思想方法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融入线性代数课程教

学遥 针对上述袁结合教学实践袁笔者认为必须将数

学思想方法全面融入线性代数课程教学袁在培养学

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袁让学生真正掌握数学思想方

法袁在课程教学中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遥
员摇 数学思想方法融入线性代数教学的认识

数学思想是对数学对象的本质认识袁是对具体

的数学概念尧命题尧规律尧方法等认识过程中提炼概

括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想法曰数学方法是指数学教学

过程中所采用的途径尧方式尧手段尧策略等遥 通常袁
在强调数学活动的指导思想时称为数学思想袁在强

调具体操作过程时则称为数学方法咱远暂 遥 数学思想

和数学方法两者有区别但本质是相通的遥 例如在

线性代数中袁常用野消元法冶尧野恒等变换法冶袁这两

者就是具体的数学方法袁其数学思想为野化归思

想冶袁在现实问题讨论中袁一般不作区分袁而笼统称

为数学思想方法遥 数学问题的解决无不以数学思

想为指导袁以数学方法为手段袁数学思想方法是数

学学习的灵魂和精髓曰大学数学教学既要教知识袁
更要教掌握知识的方法袁知识的记忆是相对短暂袁
而思想方法的掌握却是永久的袁因此在大学教学中

必须渗透数学思想方法袁在知识传授中传授解决问

题的方法袁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是提高大学生

素质的重要途径遥 在线性代数教学中首先要告诉

大学生数学思想方法袁同时在课程教学中强调内容

的数学思想方法袁通过多次学习和实践袁让学生对

数学思想方法从认识到了解袁从了解到熟悉袁从熟

悉到使用袁进而达到逐渐培养大学生的数学思维习

惯袁通过课程教学对大学生进行数学思想方法的

渗透遥
圆摇 数学思想方法融入线性代数教学的途径

优秀的数学课程教学袁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

授袁而且是学生聪明智慧的启迪袁是学生潜在的能

动性和创造性的开发遥 结合教学实践袁我们提出了

数学思想方法融入线性代数教学的途径遥
圆援 员摇 化归思想及应用

野化归思想冶即把数学问题中复杂问题转化为

简单问题的数学思想方法袁其形式多种多样袁常见

的有化繁为简尧化难为易袁化未知为已知袁化高次为

低次等袁是解决数学问题的一种 基本的思想方

法遥 化归思想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抓住事物的本

质袁线性代数中常用的化归思想方法一般包括命题

之间的化归尧高维向低维的化归尧抽象向具体的化

归遥 例如线性代数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线性方程组

的求解袁而线性方程组既可用常见的线性方程组形

式表示袁而可用矩阵尧向量等形式表示袁因此线性方

程组的求解问题可应用命题的化归转化为矩阵尧向
量的问题进行讨论曰行列式按行渊列冤展开法则其本

质是应用高维向低维化归的化归思想方法曰二次型

的讨论是首先建立二次型与对称矩阵之间的联系袁
通过这一联系将二次型问题化归为矩阵问题进行

讨论曰向量在某组向量组下的线性表示和向量在某

组基下的坐标问题均可化归为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问题进行讨论遥
圆援 圆摇 归纳思想方法及应用

归纳思想方法是指从许多个别性事物中概括

出一般性概念尧原则和结论的思维方法遥 归纳方法

有助于将知识系统化尧网络化袁对理解尧记忆尧掌握

知识具有重要作用袁有助于培养学生通过阅读尧观
察尧分析尧猜想来探索规律的能力遥 线性代数中常

用归纳思想方法一般包括集中归纳尧对比归纳尧本
质归纳尧总结归纳等形式遥 例如线性代数中矩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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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的充要条件可通过集中归纳的方法归纳为十种

以上的等价条件曰矩阵的等价尧相似尧合同可通过对

比归纳方法的进行比较曰每一章所讨论的内容可用

框图的形式进行总结归纳曰行列式的定义较抽象袁
但可以通过 灶浴 项位于不同行不同列元素乘积的代

数和来进行本质归纳遥
圆援 猿摇 演绎思想方法及应用

演绎思想方法是一种推理方法袁一般由大前

提尧小前提尧结论三部分组成一个野三段论冶曰大前提

是已知的数学原理袁小前提是讨论的特殊问题袁结
论是将特殊问题归并到一般原理之下得出的新知

识曰演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直觉思

维能力遥 线性代数中常用演绎思想方法一般包括

命题演绎尧事例演绎尧概念演绎等形式遥 例如线性

代数中根据二阶尧三阶行列式定义的特征和规律通

过概念演绎的方法给出 灶 阶行列式的定义曰线性代

数具有定理多尧概念多的特征袁其定理的证明很多

是借用命题演绎的方法进行推证遥
归纳和演绎这两种方法既互相区别尧互相对

立袁又互相联系尧互相补充袁它们的辩证关系表现

为院归纳是演绎的基础袁没有归纳就没有演绎曰演绎

是归纳的前导袁没有演绎也就没有归纳遥 一切利学

的真理都是归纳和演绎辩证统一的产物袁离开演绎

的归纳和离开归纳的演绎袁都不能获到科学的

真理遥
圆援 源摇 分类讨论的数学思想方法

分类讨论思想方法是根据数学对象的本质属

性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袁将数学对象区分为不同种

类尧不同形式进行处理的数学思想方法遥 对数学内

容进行分类袁可以降低学习难度袁增强学习的针对

性袁其实质是一种化难为易尧化繁为简的解题策略

和方法遥 线性代数中常用分类思想方法一般包括

按参数的性质或范围分类尧按讨论对象的可能性或

位置分类等形式遥 例如线性代数中含参数的线性

方程组解的讨论就是借助于参数范围分类的思想

方法进行讨论求解曰含参数的向量组线性相关性的

判定可按参数的性质来分类讨论求解曰伴随矩阵的

秩 砸渊粤鄢冤 越
灶袁当 砸渊粤冤 越 灶
员袁当 砸渊粤冤 越 灶 原 员
园袁当 砸渊粤冤 约 灶 原 员

⎧

⎩
⎨
⎪
⎪

袁其结论的证明

就是借助于矩阵 粤 的秩的分类分别证明遥
圆援 缘摇 类比思想方法及应用

类比思想方法是指在讨论对象之间袁根据它们

的相似性进行比较袁通过类比从而发现两类对象的

相同点和不同点曰类比是由特殊揭示一般的推理方

法袁通过借用一类问题的性质来研究另一类问题的

思考方法遥 类比方法有助于建立事物之间的横向

联系袁培养学生善于联想袁触类旁通袁灵活应用知识

的能力遥 类比思想方法一般包括高维与低维类比尧
有限与无限类比尧连续与离散类比等形式袁线性代

数中常用的类比是概念类比尧结论类比遥 例如线性

代数中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可表示为齐次线

性方程组的通解加上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特解袁这
一结论类似于高等数学中非齐次线性方程的相关

结论袁因此可通过结论类比的方法理解讨论曰向量

组的 大线性无关组尧线性空间渊向量空间冤的基袁
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空间的基础解系袁其本质是相同

的袁可通过概念类比法进行理解讨论曰线性代数中

余子式尧代数余子式尧主子式尧顺序主子式之间可进

行概念类比遥
圆援 远摇 逆向思维思想方法及应用

逆向思维是正向思维的反面袁是思维的一种常

见形式袁逆向思维是创造思维的萌芽袁是思维的必

要形式曰逆向思维有助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袁开
阔思路袁激发学生创造精神袁提升学习思维能力袁因
此在数学教学中过程中要重视逆向思维能力的培

养遥 线性代数中常用逆向思维一般包括构造反例尧
反证法尧反问题等形式遥 例如线性代数中一般通过

反例的形式说明矩阵乘法没有交换律和消去律袁因
此在矩阵乘积中一定要注意左乘还是右乘曰反证法

是线性代数命题证明中常用方法袁证明矩阵不可逆

窑苑园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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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方阵的行列式为零常用反证法曰线性代数的反问

题 典型的例题是已知矩阵 粤 的特征值及其相应

的特征向量袁则可求矩阵 粤曰已知某齐次线性方程组

粤载 越园 的通解袁则可求其系数矩阵 粤遥
圆援 苑摇 数学建模思想方法及应用

数学建模是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过程袁数学建模是从实际问题出发袁利用数学

语言袁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袁并应用合理的

数学方法进行求解袁进而转化成对现实问题的求

解尧解释和预测等咱苑鄄员园暂 遥 数学建模思想方法是数学

应用的思想方法袁是培养大学生学数学尧用数学的

佳途径袁对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遥
线性代数中常用数学建模融入大学数学课堂教学

中的方式包括数学概念尧数学例题尧数学练习等形

式遥 例如线性代数中许多概念和内容均可有典型

的数学建模应用实例袁如矩阵应用的相关模型院投
入产出分析的数学模型尧密码设置模型尧人员流动

模型曰线性方程组应用的相关模型院化学方程式的

配平模型尧配方模型尧交通流量模型曰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应用的相关模型院层次分析模型尧循环比赛成

绩排列模型尧基因遗传模型等遥

圆援 愿摇 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及应用

野数缺形时少直观袁形无数时难入微冶是我国著

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名言袁是数形结合作用的高

度的概括遥 数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数和形袁数形结

合是把抽象的野数冶与具体的野形冶有机结合进行讨

论问题的一种数学思想方法袁数形结合在高等数学

中应用十分广泛袁在线性代数中也有应用遥 例如线

性代数中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讨论中袁两向量线性

相关充要条件是两向量共线袁三个向量构成的向量

组线性相关的充要条件是三向量共面曰线性无关的

向量组化为正交向量组的施密特正交化方法可通

过几何中空间向量分解的方法进行体现遥
猿摇 结束语

线性代数中数学思想与方法值得研究袁在教学

传授知识的同时袁从教者应注重各种思想方法的培

养袁从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袁提高大

学生综合能力曰优秀的教学成果需要积累尧需要教

师持续的学习和钻研袁教师只有真正潜心教学袁才
能接近并达到这一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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