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3--函数的概念及其表示单元教学设计 

林康慧 2020 级研究生第二小组李玉萍等同学 朱清波 赵萍 

一、文献综述 

（一） 研究现状 

研究现状主要包括三方面：函数教学、函数教学的困难、函数教学策略.  

在函数教学方面，已有研究包括函数概念的认知过程
[1]
、函数概念的定义

[2]
、函数的有

效教学
[3]
等.  

在函数教学困难方面，已有的研究包括学生学习函数概念的困难
[4]
、影响函数概念教学

的原因
[5]
等.  

在函数教学策略方面，已有的研究包括如何做好初升高函数概念的衔接
[6]
等.  

以上研究对函数概念及其表示单元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使教师更加深入地了解学

情，同时有针对性地根据学情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  

（二）研究方法 

函数的概念及其表示的常用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分析法：通过详实可靠的资料考证分析，了解国内外的函数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

学顺序等，从国内一些研究“函数教学”的论文中了解当前的研究现状； 

2.问卷调查法：对函数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

编制学生问卷和教师问卷，采用纸质问卷为载体，面向目标师生部分抽样进行发放并回收； 

3.观察法：主要采用的是融入课堂教学情境的参与式观察，对函数相关的数学课堂教学进行

持续跟踪观察，记录了学生和教师的部分课堂行为； 

4.访谈法：在回收处理调查问卷和课堂参与式观察之后，就某些问题的细节，对个别学生和

教师通过访谈法进行深度挖掘. 通过访谈法搜集到的资料，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起到补充和验

证的作用.  

（三）结论 

函数概念及其表示学习困难的原因主要有： 

知识层面：函数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和符号化；函数表征形式具有多样化.  

学生层面：思维仍处于经验性的逻辑思维，对于高度抽象化和符号化的函数概念较难接受.  

教师层面：教学过程中过分强调定义的叙述，忽视函数概念的背景与引入.  

针对以上问题，教师可采取的措施有： 

1.重视结合具体情境和实例进行教学，在函数教学过程中注重数形结合思想的渗透，引导学

生推理、归纳并概括对数函数的概念及其图象性质； 

2.注重结合学生初中所学的函数概念经验进行教学，并避免负迁移；  

3.借助信息技术工具研究函数，凸显函数图象的直观性.  



总的来说，函数概念及其表示单元教学需结合实例、结合已有经验、结合信息技术引导

学生的概念生成，培养学生的数形结合等数学思想以及数学抽象等核心素养.  

二、教材对比分析 

（一）2004 年人教 A版与 2019 年人教 A 版对比 

 2004 人教 A版教材 2019人教 A版教材 

章

节

编

排 

1.1.1函数的概念 3.1.1函数的概念 

1.1.2函数的表达法 3.1.2函数的表达法 

内

容

编

排 

函数的概念 

从三个实例的共同特征归纳得到函数

的概念 

从四个实例入手，更加深入地探讨函数的三

要素，再从共同特征中抽象概括函数的概念 

函数的表达法 

通过 5道例题学习三种表示法的特点、

分段函数、处理函数图象的方式以及映

射的概念 

删减了映射的概念，将课本中的 5道例题划

分在两个课时中，通过前三道例题学习三种

表示法的区别和特点、分段函数；通过后两

道例题体会如何用函数解决实际问题 

 

（二）2019 年北师大版与 2019 年人教 A 版教材对比 

 2019北师大版教材 2019人教 A版教材 

章

节

编

排 

1 生活中的变量关系 
3.1.1函数的概念 

2.1 函数概念 

2.2 函数的表示法 3.1.2函数的表达法 

 

内

容

编

排 

函数的概念 

第一节以 6个生活实例说明变量之间的

关系，并给出分段函数的概念；第二节

直接利用集合的语言给出函数的概念 

从四个实例入手，更加深入地探讨函数的三

要素，再从共同特征中抽象概括函数的概念 

函数的表示法 

借用上一节中的三个实例简单介绍三

种表示法，借助熟悉的一次函数等分析

三种表示法的优劣 

删减了映射的概念，将课本中的 5 道例题划

分在两个课时中，通过前三道例题学习三种

表示法的区别和特点、分段函数；通过后两

道例题体会如何用函数解决实际问题 

 



三、内容和内容解析 

（一）内容 

本单元的内容包括函数的概念、函数的表示.  

本单元的教学共 4课时. 其中，3.1.1函数的概念 2课时；3.1.2函数的表示 2课时.  

（二）内容解析 

本单元的重点是建立“对应关系说”观点下用集合语言表述的函数概念.  

从知识的上下位关系来看，本单元是在初中函数“变量说”的基础上，从具体情境出发，

利用集合语言抽象概括出函数的一般概念，从“变量说”过渡到“对应关系说”.  

在学习过程中，培养数学抽象、直观想象等核心素养.  

四、目标和目标解析 

（一） 目标 

1.在初中用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描述函数的基础上，用集合语言和对应关系刻画函数，建立

完整的函数概念，体会集合语言和对应关系在刻画函数概念中的作用，并明确了解构成函数

的要素； 

2.能求简单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掌握判别两个函数是否相等的方法； 

3.在实际情境中，会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恰当的方法（如图象法、列表法、解析法）表示函

数，理解函数图象的作用；并通过具体实例，了解简单的分段函数并进行简单应用.  

（二）目标解析 

达成上述目标的标志是： 

1.认识到客观世界的变化可以用函数模型来描述，并意识到初中函数概念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能够通过实例理解用集合与对应的语言来刻画函数的概念，体会函数的本质，明确函数的三

要素：定义域、值域、对应法则； 

2.会求一些简单函数的定义域、值域，其结果能用“区间”的符号表示. 知道判断两个函数

是否相等看定义域和对应法则； 

3.知道表示函数最基本的有三种方法：图象法、列表法、解析法. 并且会根据不用的实际情

境选择合适的方法表示函数. 认识到生活中有很多分段函数的例子：如出租车计费，个人所

得税纳税额等.  

五、教学问题诊断分析 

从知识储备看，学生在初中已学习了函数的概念，但并没有过多地谈及自变量的变化范

围. 从思维发展看，高一学生思维能力正在由形象经验型向抽象理论型转变，能够用假设、

推理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但分析、归纳、抽象的思维能力还是比较薄弱，而函数概念的内涵、

用集合语言和对应关系表述概念都较抽象.  

因此，本单元的教学难点包括从不同的问题情境中提炼出函数要素，并由此抽象出函数

概念；理解函数的对应关系. 突破难点的关键在于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发，充分利用课本的



实例以及思考题，注重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图象的直观性、表格的简洁性和代数的精准性相

结合，充分利用数形结合.  

六、教学条件支撑 

借助几何画板描绘函数图象，通过几何画板的操作，引导学生将函数单调性、奇偶性的

文字语言描述转化为符号语言描述，培养学生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七、《函数的概念及其表示》（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 

函数的概念及其表示.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具体实例，了解函数的概念及基本性质. 

能力目标：能够求具体的简单函数的定义域及函数值，用区间表示函数的定义域. 

素养目标：通过具体实例，明确函数的本质是数集到数集的一种对应关系，不需“运动变化”

或解析式计算等刻板认知，培养严谨的思维习惯. 

情感目标：理解新定义的发展史，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三）教材分析 

1.教材来源 

2019 年人教 A 版新教材《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一册第三章 3.1 函数的概念及

其表示.  

2.地位与作用 

本节课是在第一节课重新认识函数概念的基础上，继续对构成函数的三个要素进行辨析，

先明确定义域的含义，自然过渡到连续实数集的区间表示法，然后通过三要素确定函数的唯

一性，即引导学生探究并掌握同一函数需具备的特征，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学情分析 

学生已在初中和前一节课学习函数的有关知识，明确了函数的本质是数集到数集的一种

对应关系，不需“运动变化”或解析式计算等刻板认知，学生自然会产生“函数最核心的要

素是什么？”的类似疑问，为本节课继续探究函数的三要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教学重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能够求具体的简单函数的定义域及函数值，掌握判断两个函数相同的方法. 

教学难点：对应法则在不同呈现方式下的理解，函数三要素之间的联系.  

（六）教学思路与方法 

本节课采用经历由具体到一般的概念形成过程，再由一般到具体的概念应用过程的教学

思路，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七）教学流程 



 

 

 

（八）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创设情境，问题驱动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问题引入】 

请回忆上节课学过的函数的概念，简要谈谈你

对函数的理解，并说明什么是函数的三要素.  

通过课堂提

问，了解学生对函

数定义的实际认

知，教师通过对其

回答的关键字眼

加以提炼并反复

修正，让学生达到

真正理解的层次. 

复习上节课

通过实例重新构

建的函数概念及

函数的三要素，加

深学生对于概念

的理解与记忆，同

时有助于学生在

已经掌握的知识

上建构新知识.  

教学环节：例题引入，巩固概念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例题 1:已知函数
2

1
3)(




x
xxf .  

（1）求函数的定义域； 

（2）求 )
3

2
(),3( ff  的值； 

（3）当 0a 时，求 )1(),( afaf 的值.  

【附】为方便数集表示的简洁性，我们引入区间的

概念，并按实际情况分为闭区间，开区间以及半开

半闭区间等. 

定义 名称 符号 

 bxax   闭区间  ba,  

 bxax   开区间  ba,  

教师可以投

影学生的作答过

程，或者请学生上

黑板板书其过程，

鼓励学生展现自

己的风采； 

在区间的定

义中，教师只需写

出部分，让学生完

成剩余部分的表

示，教师再加以评

析即可. 

结合例题让

学生总结求解函

数的定义域及函

数值的要点和方

法，同时引导学生

深刻感受函数定

义域即为使解析

式有意义的自变

量的取值范围，强

化函数定义域的

概念，使学生体会

转化与化归思想，

旨在体现数集表



 bxax   半开半闭区间  ba,  

 bxax   半开半闭区间  ba,  

 bxx     b,  

 axx   
  ,a  

 

你能用刚学到的知识表示例题 1 的定义域吗？ 

示的多样性和简

洁性.  

 

教学环节：变式练习，巩固概念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例题 2：阅读下列表格信息完成填空.  

x  1 2 3 4 5 

)(xf  3 1 5 2 4 

（1）  (3) _____f f  .  

（2）若  ( ) 1f f m  ，则实数m 的值为_______.  

 

通过表格来呈

现数集与数集的对

应方式，让学生深

刻理解函数对应法

则的多样性.  

教学环节：要素探究，辨析概念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例题 3:下列函数中哪个函数与函数 xy  是同一个

函数？ 

(1) 2)( xy  ； (2) 2xy  ； 

(3) 3 3vu   ； (4)
n

n
m

2

 .  

思考 1：两个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相同，是否为同

一函数，你能举出例子吗？ 

（不是同一函数，如  22 1)(,)(  xxgxxf ） 

思考 2：两个函数的对应法则和值域相同，是否为

同一函数，你能举出例子吗？ 

（不是同一函数，如𝑓(𝑥) = 𝑥2,  𝑥 ∈ [−1,  1]  

𝑔(𝑥) = 𝑥2, 𝑥 ∈ [0,  1]） 

该环节教师

可以让学生大胆

发表自己的看法，

同时也让学习小

组讨论对上述问

题的理解，最终达

到对问题理解的

一致性 

引导学生从

定义域和对应关

系上思考并判断

函数是否相同，让

学生辨析函数的

三要素之间的关

系，再次加深学生

对于函数概念的

理解，培养学生的

数学抽象的核心

素养.  

教学环节：课堂练习，提升理解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1. 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用区间表示）.  

（1）
2

1
)(




x
xf ；（2） 23)(  xxf ； 

（3）
x

xxf



2

1
1)( .  

2. 已知 32)(  xxf ，求𝑓(1), 𝑓(𝑎), 𝑓[𝑓(𝑎)].  

3. 判断函数
2

4
)(

2






x

x
xf 与函数 2)(  xxg 是否

是同一个函数.  

教师让学生

独立完成该部分

内容，及时把正确

的结论反馈给大

家，从而加深对所

学概念的理解. 

通过 3 道练习

题，检阅学生对本

节课学习内容的理

解，并提高学生利

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教学环节：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这两节课我们学习了哪些内容?请同学们回忆并思

考以下问题: 

（1）函数的定义域指的是什么？ 

（2）区间的概念是什么？与集合的关系是什么？ 

（3）如何判断两个函数是否相同？ 

（4）本节课你还学到了什么? 

作业：阅读并完成以下问题： 

1.求函数的定义域(用区间表示): 

（1）
74

1
)(




x
xf ； 

（2） 131)(  xxxf .  

2.已知函数 xxxf 23)( 3  ， 

求 )()(),(),2( afafaff  .  

3.判断下列各组函数中的函数是否是同一个函数，

并说明理由: 

（ 1）表示炮弹飞行高度 h 与时间 t 的函数

25130 tth  和二次函数 25130 xxy  .  

（2） 1)( xf 和 0)( xxg  .  

教师鼓励学

生积极发言，通过

多数同学的表述

来捕捉关键词，最

终形成统一的认

知 

引导学生回顾

本节课学习的内容

和学习方法，并让

学生思考通过本节

课的学习领悟到了

哪些数学思想.  

检测学生对于

区间概念的理解，

考察学生对于具体

函数的定义域和函

数值的求解方法的

掌握，检测学生对

于判断函数相同的

方法的掌握程度.  

 

（九）教学成效分析 

1.调查过程 

调查目的：了解本节课《函数的概念》的教学成效，主要从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情况，教学策略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测量.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法、课堂观察法. 



调查工具：《函数的概念》教学调查问卷、课堂观察记录表. 

调查对象：广州市执信中学高一（10）班 42名学生. 

工具说明：课堂观察记录表分为教学目标、教材研究、教学过程和课堂文化四大维度，每一

维度下设置不同观测指标（详见附录二），通过课堂上对教师和学生行为等进行观测，分析

教学成效；学生调查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两部分：水平测试和自评量表. 其中水平测试题旨在

帮助学生反思自身学习成果；自评量表则是根据教学目标维度划分为知识、能力、素养和情

感目标四个维度，具体的题目分配和计分方式如下表： 

表 1 《函数的概念及其表示》教学调查问卷细目表 

考察维度 题目数量 题目分布 计分方式 

知识目标 4 第 1-4题 第 6 题是反向题不计

分，12 题不计分，其

他题满分均为 5 分，

由“非常不同意→非

常同意”分数按等梯

度设置为 1至 5分 

能力目标 3 第 5-7题 

素养目标 2 第 8、9题 

情感目标 2 第 10、11题 

教学策略与方法 1 第 12题 

总计 12 / 

2.调查结果与分析 

（1）问卷调查结果 

①信效度分析 

利用 Alpha信度分析所得的问卷量表信度系数值为 0.847，大于 0.7，说明研究数据信

度质量良好，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针对问卷的效度，利用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得到 KMO值为

0.805，大于 0.7，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②描述分析 

对问卷各项的平均分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2，可以看出问卷各项平均分较高，有 7项平

均分在 4分以上，学生整体掌握情况较好.  

表 2 量表各项得分情况 

维度 题号 题目 平均分 

知识

目标 

1 我知道函数的三要素.  3.81 

2 我知道左开右闭区间的含义.  4.43 

3 我知道区间表示和集合表示的联系与区别.  4.17 

4 我知道如何判断两个函数相等.  4.24 

能力

目标 

5 我能够在数轴上表示区间[-2，3).  4.62 

6 我在判断两个函数相等关系是总是出错.  2.74 

7 我能够求出给定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  4.00 

素养

目标 

8 通过此堂课的学习，我发现用数轴来表示区间直观易懂.  4.02 

9 我能利用以前学过的运算规则求解相关运算问题.  3.88 



情感

目标 

10 通过此堂课的学习，我觉得区间表示法非常好用.  4.10 

11 我觉得这节课的内容很简单.  2.86 

③频次分析 

采用多重频次分析，对“12题你喜欢老师运用何种教学方式（多选题）”答题情况进行

统计，可以看出针对本节课的教学，学生对各种教学方式都有所偏好. 在所列举的教学方式

中，“讲授教学”、“练习教学”、“教师演示实验”和“动画教学”都得到了学生较高的评价. 

“实物模型教学”和“讨论教学”也颇受学生喜爱，分别达到了 42.86%和 30.95%，再一次

体现了生动有趣的教学模式和讲练结合教学模式在中学生群体中深受喜爱.  

表 3 学生喜爱的教学方式占比分析 

教学方式 比例 教学方式 比例 

讲授教学 78.57% 动画教学 54.76% 

讨论教学 30.95% 录像教学 19.05% 

练习教学 64.29% 实物模型教学 42.86% 

读书指导 14.29% 学生实验探究 26.19% 

参观学习 19.05% 教师演示实验 54.76% 

④调查结果 

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分析，学生对本次教学的评价较高. 知识目标维度中所有题目的

平均分均在 3.8分之上，说明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掌握良好，能够通过具体实例对函数的概

念及函数三要素有清晰的了解. 能力目标维度中的第 5题和第 7题的平均分均在 4以上，说

明通过本堂课的教学，大部分学生都能够求具体的简单函数的定义域及函数值，并会用区间

表示函数的定义域；第 6题为反向题，得分较低也从侧面说明本节课能力目标达成情况良好. 

素养目标维度的平均分在 4左右浮动，说明在本堂课的教学向学生渗透了数学运算素养和数

形结合思想. 情感目标维度中第 10 题平均分较高，说明学生体会到了区间表示法的简洁直

观；但第 11题“我觉得这节课的内容很简单”得分仅有 2.86，说明函数的概念这一部分内

容的高度抽象性使学生在学习时往往会出现畏难情绪，这也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进一步思考应

该如何处理，帮助学生克服这一情绪障碍.  

（2）课堂观察记录分析 

对课堂观察记录的文本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本节课在教材基本例题的基础上进行细微改编，增设表格型函数对应关系的考查问题帮

助学生对对应法则不同呈现方式的理解，同时重难点设计准确、处理恰当. 在教学目标上，

本节课教学目标设置合理，符合学生认知；要求学生能掌握区间的概念，并能够用区间表示

函数的定义域；能够求具体的简单函数的定义域及函数值以及学会判断两个函数相同的方法，

同时对学生辨析函数本质的能力也提出要求.  

教学过程时间分配合理、教学逻辑和设计意图清晰，能够在函数的三要素之间反复展开

探究. 采取问题驱动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反复校正和加深自己对函数的



理解，符合学生实际的心理认知，有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在课堂实施中，教师借助 PPT

使教学内容紧凑，同时组织有效的小组讨论、代表发言等活动.  

从整个课堂文化来看，教师能够较好地把控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借助习题渗透分类讨

论思想，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严谨性，并在教学中拓展学生对函数的认知，使学生感受数

学文化.  

3.结论 

本节课的教学受到学生与听课教师的好评.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同时教师注重

对学生能力和思维的培养，可见教学成效良好；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创新，效果会更佳.  

（十）教学反思 

1.优点 

课堂思路清晰，内容的转换流畅，学生能进一步明确函数的本质以及辨析函数的三要素，

完成了预设目标；在区间知识点的讲授时，能及时回应学生临时生成的各种疑问，不追求课

堂进度，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风格；例题 2的中函数的表格形式很新颖，对学生

的逆向思维提出了一些挑战，本题的设置对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的概念进行了合理的形式补

充；在研究函数的是否相同时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能自主构造反例来说明个人观

点，另外在老师的引导下，大部分学生能得出只需要看定义域和对应法则就能确定函数是否

唯一的规律. 

2.不足 

 课堂开始引入时，教师提出的问题较为宽泛，指向性不明确导致效率不高；在探究函

数是否唯一时，学生的知识储备差异性较大，需要考虑另一部分学生思考的真实水平，因此

在后续检测中要重点查看这部分学生的实际掌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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