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2--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单元教学设计 

林晓芹 2020 级研究生第一小组劳丽嫦等同学 谢榕平 赵萍 

一、文献综述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关于高中常用逻辑用语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逻辑用语常见错误的辨

析方面、逻辑用语教材的研究方面、逻辑用语教学情况的分析方面、高考题情况的研究方面.  

在逻辑用语常见错误的辨析方面，如《对常用逻辑用语中的几个问题的思辨》通过对问

题的辨析， 厘清命题的概念、结构，复合命题的构成， 以及相悖的原因
[2]
.  

在逻辑用语教材的研究方面：如《试析高中数学课程中逻辑内容的选择与编制》从教材

的角度出发详细论述了教材编写的原则和理论依据等，并编写了一节教材
[3]
.  

在逻辑用语教学情况的分析方面，如《中学数学逻辑知识教学的调查研究》从教学的角

度出发对中学逻辑知识教学中的很多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4]
.  

在高考题情况的研究方面，如何立龙 2020 年《高考“集合、常用逻辑用语、复数”专

题命题分析》对 2020 年全国各地高考数学试卷中对集合、常用逻辑用语、复数的考查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命题规律，提出复习建议
[5]
.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分析法：通过查找、收集并整理与中学“常用逻辑用语”相关研究的课标、各版本教

材、教育理论等书籍以及相关文献等，获取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现状与不足，并为本论文的

研究建立理论基础.  

2.问卷测试法：通过对学习高中“常用逻辑用语”前后的学生对象、以及教师进行问卷测试，

根据对测试结果的分析判断当前“常用逻辑用语”教学对学生长期发展的作用并反馈指导教

学.  

3.比较研究法：通过分析比较国内外不同版本课标、不同版本教材、不同省份高考题中的“常

用逻辑用语”相关内容，并结合当前教学状况设计出测试问卷；对不同的测试对象实施测试，

通过比较测试的结果，得出相关结论.  

（三）结论 

研究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些学习和认知障碍，本文将从数学知识、数学学习

心理两个方面总结学生的存在的问题.  

（1）数学知识 

①认识命题定义有偏颇：教材中对命题的定义是：可以判断真假的陈述句叫做命题. 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思维定势，把“如果……，那么……”与命题等同起来. “3 > 2”

等陈述句很多人都认为不是命题.  

②对数学中的“或”和生活中的“或”不能真正理解分辨：日常生活中，“或”字的含



义一般都是不可兼，而数学语言中的“或”是可兼的.  

③在“常用逻辑用语”中，学生对于利用逆否命题、以及带量词的命题的否定两者之间

的灵活转化解决问题存在一定的难度. 

（2）数学学习心理 

①相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知识，高中阶段的数学知识较为抽象，所以学生不仅感到

数学知识变难了，而且还会有无从下手、不知如何学习的感觉，此时学生容易出现畏难情绪

[1]
.  

②教师、学生在进行教学时存在功利化心态：很多学生在进行学习或者教师进行教学的

时候被高考“牵着走”，认为这部分内容比较简单，高考最多一个选择题，从而忽视了对这

部分知识点深入探究，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强
[7]
.  

  为了提高教学的效益，帮助学生克服认知障碍、更好的理解知识本质，通过整理文献，

我们总结得到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策略： 

（1）中学数学教师要系统进修数理逻辑方面的知识
[8]
 

2003 年版的大纲才正式出现常用逻辑用语的内容，许多教师自身对这一块知识的理解

也都非常浅显. 不管是逻辑联结词之间的运算、蕴涵联结词的真值，简单命题与复合命题的

区别，还是量词方面的知识都没有掌握到足够的高度. 在师范类高校的数学系中开设数理逻

辑的课程或者安排教师在暑假进修有关数理逻辑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教师应该不

断学习高等教育中数理逻辑相关的知识.  

（2）初中要渗透符号化的表述方式
[9]
 

符号化的语言会使数学知识更为抽象，让学生难以理解，所以学生在初中开始接触逻辑

推理的知识时，就要加强渗透符号化的思想，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让学生初步掌握简

单数学符号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的转化，要让他们看懂数学中抽象符号所表达的含义，还要

能把日常语言中的数量关系或逻辑关系转化为数学符号语言. 

（3）从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出发，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同时做好初高中的衔接 

先从初中学习过的一些数学命题出发，分析这些命题中条件和结论的关系，由此引入充

分条件、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的概念. 然后，通过一些熟悉的数学实例，让学生辨析哪些条

件是充分不必要的，哪些条件是必要不充分的，哪些条件是充分必要的，哪些条件是既不充

分又不必要的，加深学生对这三个常用逻辑用语的认识，提升他们的逻辑推理素养. 同时，

通过联系初中的一些典型数学命题，让学生理解判定定理与充分条件、性质定理与必要条件，

以及数学定义和充要条件之间的关系.  

（4）回归本质，提供应用知识的机会 

将常用逻辑用于作为语言来学习在教学中：建议教师为学生提供用逻辑用语梳理初中典

型命题的机会，让学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突破学习难点，并逐渐习惯利用常用逻辑用语表

述和交流数学对象.  

（5）避免形式化，以生活化的实例作为载体  



（6）教学应该针对难点 

在“常用逻辑用语”中，学生对于利用逆否命题、以及带量词的命题的否定两者之间的

灵活转化解决问题存在一定的难度. “常用逻辑用语”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在实

际教学中，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的学习瓶颈，并针对相关问题收集典型例题进行讲解.  

二、教材对比分析 

（一）2004 人教 A 版和 2019 人教 A版对比 

 

 2004 人教 A 版教材 2019 人教 A 版教材 

章

节

编

排 

1.4.1 全称量词 1.5.1 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1.4.2 存在量词 1.5.2 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 

1.4.3 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的否定 / 

内

容

编

排 

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通过判断命题以及探究所给语句之间的关系

引入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的概念 

概念引入方式与旧教材无异，将“全(特)称命题”

改为“全(特)称量词命题” 

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 

通过对三个全（特）称命题的否定及其与原命

题形式上的差异进行探究，由特殊到一般引入

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的否定 

通过探究三个全（特）称命题的否定及其与原命

题在形式上的差异，由特殊到一般引入全（特）

称命题的否定；探究活动中的命题内容以及表述

形式发生改变 

（二）同一课标下的教材对比分析（2019 人教版和 2019 北师大版） 

 2019 北师大版教材 2019人教 A版教材 

章

节

编

排 

1.2.2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1.5.1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1.5.2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 

内

容

编

排 

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通过观察例子引入全(特)称量词命题和全

(特)称量词的概念 

通过判断命题以及探究所给语句之间的关系引入

全(特)称量词和全(特)称量词命题的概念 

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 

通过对两个实例进行分析引入全称量词命题

的否定，而后直接引入特称量词命题的否定 

通过探究三个全（特）称命题的否定及其与原命题

在形式上的差异，由特殊到一般引入全（特）称命

题的否定 

 



三、内容和内容解析 

（一）内容 

本单元的内容包括常用逻辑用语的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本单元的教学共 4课时. 其中，1.4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2课时；1.5全称量词与存在

量词 2课时.  

（二）内容解析 

1.内容的本质 

逻辑用语是一种理性语言，是表达理性思维的载体．常用逻辑用语是数学语言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数学表达和交流的工具，是逻辑思维的基本语言，属于原理与规则类知识，能准

确、简洁地表达数学内容和数学思想．  

2.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常用逻辑用语常作为一种解题工具，与方程、函数、不等式等知识结合出现，其中蕴

涵的数学思想有分类讨论思想、转化与化归思想、函数与方程思想、数形结合思想等． 

3.知识的上下位关系 

本单元的内容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初中已经学习过大量的公理、定理，但是没有经过规范化的表述、没有经过梳

理，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借助常用逻辑用语梳理学过的数学事实，知识会更清晰更有条理，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相应提高.  

另一方面，逻辑用语是数学的通用语言，是学习函数等的基础，进而可以解决数学内外

的各种问题，提高学生逻辑推理能力，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  

4.育人价值 

 逻辑思维在形成人类的理性思维方面起着核心的作用，也是人们在数学活动中进行交流

的基本思维品质．常用逻辑用语是数学表达和交流的工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等核

心素养.  

四、目标和目标解析 

（一）目标  

1.通过对典型数学命题的梳理，理解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的含义，理解判定定理

与充分条件的关系、性质定理与必要条件的关系、数学定义与充要条件的关系．经历由“若

𝑝，则𝑞”形式的数学命题抽象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等数学概念的过程，发展

数学抽象素养； 

2.通过学生举例说明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充分不必要条件，必要不充分条件，

提高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发展逻辑推理素养； 

3.通过己知的数学实例，理解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的含义； 

4.能正确使用存在量词、全称量词并对全称量词命题、存在量词命题进行否定，发展逻辑推



理素养.  

（二）目标解析 

达成上述目标的标志是： 

1.学生会将数学命题改写为“若𝑝，则𝑞”的形式，并能正确使用“¬”符号，会判断“若𝑝，

则𝑞＂形式的数学命题中𝑝是𝑞，𝑞是𝑝的什么条件（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不必要条件，

必要不充分条件，充分必要条件，非充分非必要条件），通过对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与充要

条件的学习，能切身体会数学判定定理与充分条件，数学性质定理与必要条件，数学定义与

充要条件之间的联系； 

2.学生能举出数学命题分别说明𝑝是𝑞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不必要条件、必要不充

分条件、充分必要条件、非充分非必要条件，从而做到理解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

的含义； 

3.学生能通过具体的数学命题理解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含义，能挖掘隐含在数学命题

中的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会判断含有一个量词的全称量词命题和存在量词命题的真假，能

通过丰富的数学命题归纳全称量词命题、存在量词命题的一般形式，从中体会到数学符号语

言的简洁性； 

4.学生能正确写出含有一个量词的全称量词命题和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并判断其真假．  

五、教学问题诊断分析 

本章的第一个难点是必要条件的理解：在初中，学生已经学习过许多数学命题，也见过

不少“若𝑝，则𝑞”形式的数学命题．为了进一步地学习常用逻辑用语，我们需要从学习充

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开始．由于本小节的概念性、理论性强，内容抽象，尤其是必要条件的理

解——若𝑝，则𝑞，则称𝑞是𝑝的必要条件，学生认为𝑞是条件𝑝推出的结论，现在怎么又变成

了条件呢？所以对必要条件概念的理解可能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和障碍．因此，教学时可以

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例，回顾初中学过的判定定理、性质定理等数学命题，再引导学生思考

条件与结论的关系，师生、生生间进行交流，让学生在思考与交流中抽象概括并理解概念.  

本章的另一个难点是带有量词的命题的否定：经过前面对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学习，

学生接触了大量命题，这其中就有一些含有变量的陈述句，由于变量的不确定性，无法判断

其真假，如果在原语句的基础上，用一个短语对变量的取值范围进行限定，就可以使他们成

为一个命题，从而引出全称量词命题和存在量词命题．虽然通过丰富的实例学生可以理解全

称量词命题和存在量词命题的意义，但在探究对含有一个量词的量词命题进行否定时，学生

依旧会出现一些逻辑错误．比如：所有的矩形都是平行四边形的否定，学生会得出答案：所

有的矩形都不是平行四边形．为此，一方面我们需要耐心地带领学生理解其与正确答案一一

并非所有的矩形都是平行四边形的意义，特别是指出其区别．另一方面从真假性上分析两个

命题．当然我们还需要大量数学实例来体会所学．总之，要正确地对含有一个量词的全称量

词命题和存在量词命题进行否定，一方面要充分理解量词的含义，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原命

题与其否定在形式上的区别与联系.  



六、教学支持条件支撑 

多媒体课件、实验教具.  

七、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第 1 课时）课时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 

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具体实例，理解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的概念、符号、意义，理解全称量词命

题和存在量词命题的概念.  

能力目标：会判断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真假.  

素养目标：通过具体实例，理解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命题的概念，培养数学抽象素养；通过

对两种命题的真假判断，培养逻辑推理素养.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理性思维和严谨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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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必修第一册第一章 1.5 全称量词与存

在量词第一课时.  

2.地位与作用 

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是在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等常用逻辑用语的学习之后，对数学常用

逻辑用语的进一步学习，先从熟悉的命题出发，引出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的概念、符号以及

全称量词命题和存在量词命题的概念，再通过丰富的数学实例学习判断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

量词命题真假的方法. 不仅是对前面知识的深化，也是对学生知识体系的整体建构，也为后

面学习函数的单调性、奇偶性相关符号语言表达做准备.  

（四）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教学对象是普通高中中等水平的高一学生，他们在初中已经学习了命题、真命

题、假命题的概念，能够判断一些简单命题的真假，同时学会了集合的三种语言，尤其是符

号语言来表示数学对象. 但学生对全称量词、存在量词的概念及符号表示不明确；对全称量

词命题、存在量词命题的概念及符号表达的理解也不清晰；较难掌握判断全称量词命题与存

在量词命题真假的方法.  

（五）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的含义，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判断方法.  

教学难点：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符号语言，判断全称量词命题和存在量词命题的

真假.  

（六）教学思路与方法 

本节课采用问题驱动式、启发式与探究式相结合教学，同时采用多媒体及传统教学.  

（七）教学流程 



（八）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新知探究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问题 1】 

请同学们思考，下面这些语句是命题吗？比较

（1）和（3），（2）和（4），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1）𝑥 > 3； 

（2）2𝑥 + 1是整数； 

（3）对所有的𝑥 ∈ 𝑹， 𝑥 > 3； 

（4）对任意一个𝑥 ∈ 𝒁，2𝑥 + 1是整数. 

教师给出问题 1，带

领学生复习回顾上节课

的内容.  

通过学生熟悉的命

题入手，通过对比，激

发学生对这类短语的兴

趣，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教学环节：新知学习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问题 2】   

除了概念中提到的“所有的”、“任意一个”这两

个全称量词以外，常见的全称量词还有哪些？ 

【追问】 

为什么用“”符号来表示全称量词？ 

【问题3】 

你能否根据我举出的例子，类似的给出偶数

的全称量词命题？ 

【追问1】 

除了上面的例子之外，能否再举出一些全称

量词命题？ 

【追问2】 

我们已经学习了全称量词的符号及意义，那

么一个全程量词命题又该怎么用数学符号语言表

示呢？以“对任意的 ,2 1n Z n  是奇数”为例，

试着写出它的符号语言.  

 

 

 

 

教师通过两次提问，

并结合一系列的追问，

引导学生一步步地对全

称量词有一个初步的感

知.  

通过教师举例说明

全称量词命题，学生从中

领会全称量词命题的含

义，通过交流讨论，类比

教师的例子，举出相应的

例子，不仅可以加深学生

自身对全称量词命题概

念的理解，而且可以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以

及合作探究的精神.  

教学环节：应用巩固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问题 4】 

对给定的全称量词命题，如何判断它的真假

呢？ 

例 1.判断下列全称量词命题的真假.  

所有的素数都是奇数； 

, 1 1x R x    ； 

对任意一个无理数
2,x x 也是无理数.  

【追问 1】 

对于全称量词命题“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

能否用举反例的方法说明它是假命题呢？（能否举

出类似的例子？） 

【追问 2】 

判断全称量词命题真假的一般方法是什么. 

如果对集合M 中每一个 x ， ( )p x 都成立，那

么“ , ( )x M p x  ”为真命题； 

如果在集合M 中存在一个 0x ，使得 0( )p x 不

成立，那么“ , ( )x M p x  ”为假命题.  

【练习】 

“若对任意的
2, 2 1 0x R ax x    ”是真命

题，求实数a 的取值范围.  

教师通过对全称量词

的真假判断，加深学生

对全称量词意义的理

解，并总结一般方法；

通过全称命题的真假求

参数来巩固应用.  

对概念深入剖析后，

通过相关例题对概念进

行巩固，加深学生对全称

量词意义的理解. 结合

追问，不仅能营造活跃的

课堂氛围，而且在答题过

程中加深学生对真假命

题判断方法尤其是“举反

例”方法的掌握程度，再

对一般方法进行提炼总

结，重视符号语言的使

用;练习是应用知识环

节，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教学环节：新知学习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问题 5】 

请同学们思考下面这些语句是命题吗？比较

（1）和（3），（2）和（4），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1）2𝑥 + 1 = 3； 

（2）𝑥能被 2 和 3 整除； 

（3）存在一个𝑥 ∈ 𝑹，使得2𝑥 + 1 = 3； 

（4）至少有一个𝑥 ∈ 𝒁，使得𝑥能被 2 和 3 整除. 

【追问 1】 

除了概念中提到的“存在一个”、“至少有一个”

这两个存在量词以外，常见的存在量词还有哪些？ 

【追问 2】 

对于存在量词的符号，又如何理解？ 

【追问 3】 

教师通过对命题概

念的相关提问，对比全

称量词的学习，加强学

生类比方法的应用.  

通过教材中思考部

分的四个例子可以引起

学生对“存在一个”“至

少有一个”这类短语的

兴趣，由此引入存在量

词的概念、符号以及存

在量词命题的概念，再

通过对比全称量词的学

习，可以加强学生对数

学学习方法—类比方法

的应用，培养学生利用

符号语言表述数学内容



对比全称量词命题符号语言的表示，存在量词

命题应该怎样用符号语言表示出来？ 

的数学能力.  

教学环节：应用巩固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问题6】 

对给定的存在量词命题，又该如何判断它的

真假呢？ 

例2.判断下列存在量词命题的真假.  

（1）有一个实数 x ，使 2 2 3 0x x   ； 

（2）平面内存在两条相交直线垂直于同一条

直线； 

（3）有些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追问】 

判断存在量词命题真假的一般方法: 

如果在集合M 中存在一个 0x ，使得 0( )p x 成

立，那么“ , ( )x M p x  ”为真命题； 

如果对集合M 中每一个 x ， ( )p x 都不成立，

那么“ , ( )x M p x  ”为假命题.  

【练习】 

1.若命题“ x R  ， 2 0x x a   ”是真命题，

则实数a 的取值范围是_______.  

2.能够说明“存在两个不相等的正数a 、b ，使

得a b ab  是真命题”的一组有序数对  ,a b 为

______.  

3.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并说明理由． 

（1） x R  ，都有
2 1

1
2

x x   ； 

（2） x N  ，都有
3 2x x ； 

（3） ,x y Z  ，使 2 3x y  .  

教师通过存在量词

命题的真假的提问，加

强学生对存在量词的学

习，引导学生归纳总结

一般方法；学生通过练

习巩固所学.  

通过三个数学实例

介绍存在量词命题真假

的判断方法，使学生理

解存在量词的意义，会

判断存在量词命题的真

假，总结归纳一般方法，

培养学生用符号语言表

达数学内容的习惯；练

习部分融合了全称量词

命题和存在量词命题，

培养学生数学抽象和逻

辑推理素养.  

教学环节：课堂小结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课堂小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了哪些知识与方法？ 

（1）全称量词的概念、符号以及全称量词命题

的概念以及全称量词命题的符号语言表示； 

（2）存在量词的概念、符号以及存在量词命题

的概念以及存在量词命题的符号语言表示； 

（3）全称量词命题真假的判断方法、存在量词

命题真假的判断方法. 

【布置作业】 

课本第 29 页练习 1、练习 2、习题 1. 5 第 1 题、

第 2 题.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

本节课的学习内容，梳

理出本节课的学习要

点. 布置课后作业，巩

固学习效果. 

 

通过提问方式让学

生回忆本节课所学知

识，使学生把新知识系

统化、结构化，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

忆，提高学生抽象概括

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九）教学成效与分析 

1.调查过程 

调查目的：了解本节课《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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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和方法来测量.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法、课堂观察法.  

调查工具：《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教学调查问卷、课堂观察记录表.  

调查对象：广州市中山市杨仙逸中学高一（10）班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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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设计划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养目标、情感目标和教学策略与方法五

个维度，具体的题目分配和计分方式如下表： 

表 1 《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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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题是反向题，13

题不计分，其他题满

分均为 5分 

能力目标 4 第 5-8题 

素养目标 2 第 9、10题 

情感目标 2 第 11、12题 

教学策略与方法 1 第 13题 

总计 13 / 

 

2.调查结果与分析 

（1）问卷调查结果 

①信效度分析 

利用 Cronbach信度分析所得的问卷信度系数值为 0.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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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2，大于 0.7，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②描述分析 

统计问卷各项的平均分，结果如表 2，可以看出问卷各项平均分较高，学生整体掌握情

况较好.  

表 2 问卷各项得分情况 

维度 题号 题目 平均分 

知识

目标 

1 我能举例描述全称量词的意义.  4.500 

2 我能举例描述存在量词的意义.  4.446 

3 我能准确区分全称量词的概念与符号.  4.571 

4 我能准确区分存在量词的概念与符号.  4.411 

能力

目标 

5 我能将文字语言与符号语言的命题进行相互转化.  4.107 

6 对给定的全称量词命题，我能判断它的真假.  4.054 

7 对给定的存在量词命题，我能判断它的真假.  4.125 

8 我能正确使用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描述相关数学命题.  4.357 

素养

目标 

9 
通过此堂课的学习，我体会到逻辑用语在表达数学内容和论证数学

结论中的作用.  
4.607 

10 举反例判断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的真假，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用.  3.786 

情感

目标 

11 我体会到用符号语言表达数学内容的的简洁性.  4.607 

12 我觉得此次教学让我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1.446 

③频次分析 

采用多重频次分析，对 13 题“你喜欢老师运用何种教学方式”答题情况进行统计. 在

所列举的教学方式中，“讨论教学”得到了学生较高的评价，达到了 62.50%. 紧随其后的是

“讲授教学”，达 57.14%，体现了教师讲授的重要性. 此外，“练习教学”也受到部分学生

的欢迎，说明了练习式学习方式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读书指导”“参观学习”“学生实验

探究教学”“教师演示实验教学”等教学方式均为 0%，说明这些教学方式对于数学课堂来说，

是学生比较陌生的. 而动画教学也没有学生选择，说明本节课内容并不适合进行动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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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4% 动画教学 0% 

讨论教学 62.50% 录像教学 7.14% 

练习教学 35.71% 实物模型教学 0% 

读书指导 0% 学生实验探究 0% 

参观学习 0% 教师演示实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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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目标维度题目的平均分

都超过了 4.4，说明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掌握良好，对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的概念与符号及

其含义有清晰的了解. 在能力目标维度，大部分学生能正确使用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描述相

关数学命题，相关题项的平均分达 4.3，在判断含全称量词或存在量词的命题真假方面以及

对文字语言与符号语言的互相转化方面相对弱一些，教师可以加强这些方面的训练. 在素养

目标维度，教师很好地传达了逻辑用语在表达数学内容和论证数学结论中的作用，相关题项

的平均分高达 4.6，而学生在利用反例判断含有量词的命题真假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障碍. 在

情感目标维度，教师使学生感受到了符号语言的简洁美，相关题项平均分达 4.6，同时教学

重点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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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目标上，本节课利用类比等方法，重视数学符号化的过程，让学生充分感受数学

符号语言的简洁、精确，学生能通过具体实例，理解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能判断全称量词

命题和存在量词命题的真假，发展了数学抽象和逻辑推理素养.  

在教材处理上，教师增加了两个针对性练习，应用巩固，对本节课的重难点全称量词命

题和存在量词命题的概念和真假判断、符号的表示都处理得当.  

教学过程环节设计安排、时间分配合理，意图清晰，课堂引入设置合理，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采取了问题驱动式，启发式和探究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

认知水平，能够服务于教学目标的达成；对于学习任务的提出和教学内容的呈现，教师设置

了适合的情境和驱动问题，并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

在习题设计方面，题目设置难度适中、有梯度，能帮助学生巩固应用.  

从整个课堂文化来看，教师语言生动活泼，能极大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借助教学渗透

了从特殊到一般、转化与回归、类比等数学思想方法，关注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等核心素养

的培养，让学生感受数学的严谨、逻辑性强，感悟其价值和应用性.  

对于本节课的建议：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教师的引导点到即止，无需过多，可

以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发现和探究机会.  

3.结论 

本节课的教学受到学生与听课教师的一致好评.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良好，同时教师

注重对学生能力和素养的培养，可见教学成效良好.  

（十）教学反思 

1.创设情境 

课堂通过复习命题知识，再对陈述句中涉及的变量进行限定，引入新知；对全称量词命

题和存在量词命题的辨析环节，师生活动中创设了很多现实生活情境，增添课堂活力，提高

学生学习积极性.  

2.类比引导 



与全称量词和全称量词命题的引入类似，课堂在引入存在量词和存在量词命题时也是对

陈述句中的变量进行限定展开教学，渗透了类比的数学思想方法.  

3.符号运用 

本节课的重难点之一是符号语言的表达，体现数学的简洁、准确、严谨.  

4.素养培养 

课堂各个环节都渗透了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等核心素养的培养，通过具体的情境发展理

性思维和提高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5.不足 

让学生把文字语言写成符号语言的机会创设不够，教师应多鼓励学生使用符号语言来表

达数学内容，习惯符号语言的运用，培养形式化、抽象化数学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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