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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一）研究现状 

国内基于《集合》单元开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集合思想应用的研究、集合语

言应用的研究、集合知识模块的研究、集合解题常见错误归类的研究、集合教学设计的研究

以及集合教学策略研究. 下面主要归纳集合知识模块、集合教学设计两个方面的研究现状.  

1.对集合模块知识进行总结和解读 

王国平在《集合知识点及常见题型解析》中介绍了集合的知识点及考查这些知识点时经

常设计的题型，文章中涉及到的知识点比较全面，有集合的概念、集合的基本运算、集合间

的基本关系、图示法解集合问题、集合中元素的个数问题、集合中的创新问题、集合中的综

合问题等
[1]
. 周宇美在《要过集合关 弄清“六个三”》一文中，对学习集合知识的具体内容

进行了总结和解读，将集合知识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集合元素的“三性”、集

合的三种表示方法、集合的三种分类、集合与集合的三种关系、集合的三种运算、集合问题

的三种解题思想方法等
[2]
.  

朱秀花在《高中集合教学研究》中对目前高中数学集合教学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分析，如

集合概念交代不清楚、空集的作用强调不够等，并针对教学过程中发现的关于集合概念方面

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3]
. 范丽美在《高中生对于集合有关概念理解情况的调查研究》中调查

分析了高一学生对于集合有关概念理解的常见问题
[4]
. 陈燕在《高中生关于集合知识理解水

平及理解障碍研究》中调查分析了高中学生对集合概念的理解水平
[5]
.  

2.对集合单元教学设计的研究 

马旭和欧阳尚昭在《“集合的概念”教学设计、教学反思与点评》一文中，呈现了教学

过程、教学反思与教学评价. 其教学设计以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数学情境为载体，引导学

生用集合的语言对已学内容进行再抽象，并以“问题串”的形式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在阅读

教材的过程中理解集合语言
[6]
. 陆学政作为评委观摩了 7 位青年教师关于“集合间的基本关

系”课题的课堂教学，并在课后与这 7位教师以及参加上课的部分学生进行了交流访谈之后，

在《“集合间的基本关系”观课思考与教学设计》一文中，表达了自己观课后的思考，以及

给出了相应的教学设计
[7]
. 尹传光在《关于“集合”教学设计的探讨》一文中，就如何设计

好这一章内容的教学，强调要理解好各种语言对概念的描述和突出“元素分析法”的教学以

及“分类讨论”的思想渗透
[8]
.  

总的来说，这些文章主要是对集合单元知识的解读和教学设计的研究，以及在教学过程

中，通过分析教学现象和总结教学经验，得到一些有关集合知识解读及教学的观点.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教材分析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对集合教学展开研究.  



1.文献研究法：通过收集、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集合论的发展背景及集合教学的重要性.  

2.教材分析法：结合《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对人教版高中数学必修 1的集合知识

进行分析并确定具体的教学策略.  

3.访谈法：通过对不同层次学生的访谈，对学生关于集合的掌握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通过对

有经验教师访谈研究分析出集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有效策略.  

4.案例分析法：通过观看完整的教学实施过程，对教学过程的要素进行分析研究评价.  

（三）结论 

1.学生学习集合困难的成因分析 

（1）学生学习动机主要来源于高考压力，学习态度不太积极，意志不太坚定，对集合学习

缺乏质疑精神； 

（2）高一学生对数学符号的学习缺乏积极的学习态度，难以将大量的数学符号进行有效语

义提取； 

（3）部分教师对数学符号意识认识不够明确且在课堂上不加以强调，对学生学习关注度较

弱，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4）教材中集合概念抽象，子概念和符号较多，教师不太注重初高中数学内容的衔接过渡.  

2.学生学习集合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1）如何理解各种新概念，区别各种新符号，如：元素与集合、包含与属于、并集与交集

等； 

（2）如何恰当地选择列举法或描述法表示具体的集合； 

（3）如何正确使用图示和类比的学习方法.  

3.集合教学的建议与策略 

（1）借助数学史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在集合概念教学过程中，可通过介绍集合相关数学史知识，比如康托尔、罗素等人对集

合研究的历史故事，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通过实例创设数学问题，加深学生对集合概念的理解 

集合概念相对于高一学生而言较抽象，为了让学生能够准确掌握集合的概念，在集合的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学生现有的思维发展水平为依据，多举生活和学习中的实例，为学生设

置恰当的学习情境，使学生明确集合概念，通过新旧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使新知识能尽快

转化到学生已有认知结构中.  

在教学中，分别从生活实际、数集、点集等实例来引入集合的概念. 同时说明集合的概

念和其他概念是一样的，是从现实生活中得出的，在实例中让学生自己体会总结集合中元素

的性质.  

（3）注重学生数形结合能力的培养 

在集合教学中，引导学生自己多动手用韦恩图表示集合，用数轴表示数集，注重培养学

生用数形结合的方法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4）注重学生集合运算能力的培养 

集合的基本运算主要涉及交集、并集和补集，在学习中引导学生多动手写集合的运算过

程，规范解题步骤，提升学生的集合运算能力.  

（5）教学中加强渗透分类讨论的思想，培养学生分类讨论的能力 

在解决集合中许多含参数的问题时，需要分类讨论，教师教学时应该加深学生分类讨论

思想的体验；在集合的关系与运算的学习和应用过程中，加强分类讨论和数形结合思想方法

的渗透，注重培养学生用分类讨论方法解决相关集合问题的能力.  

（6）在集合教学中重视学生情感态度和习惯的养成 

在集合的学习过程中，多以切近学生实际生活的情境和实例进行集合教学，以增强学生

对集合学习的兴趣.  

（7）重视学生养成数学阅读、数学表达和归纳总结的学习习惯 

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教材的概念、性质、问题、例题，指导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自主阅

读，再提问，并进行讨论，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数学阅读技巧和检查方法. 教师选取学生较

为熟悉的数学内容，让学生体会用集合语言表达相关数学对象的好处，帮助学生养成用恰当

的数学语言进行表达的习惯，规范使用数学符号，准确使用数学语言，让学生善于运用数学

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 集合教学的过程，涉及多个集合相关概念，需要归纳总结，注意引导

学生建立知识框架，及时复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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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的含义与表示 1. 1 集合的概念 

1. 1. 2 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1. 2 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1. 1. 3 集合的基本运算 1. 3 集合的基本运算 

内

容

编

排 

集合的概念 

联系小学和初中接触过的集合，通过 8

个例子引入“元素”和“集合”的概念 

联系小学和初中接触过的集合，通过 6 个例

子引入“元素”和“集合”的概念，对原有

例子进行修改和删减 

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类比实数的相等和大小关系，借助 3 个

例子探究集合间的关系 

类比实数的相等和大小关系，借助 3 个例子

探究集合间的关系 

集合的基本运算 



类比实数加法运算，观察所举的两个例

子中集合𝐶与集合𝐴、𝐵之间的关系引入

两个集合的“并集”，而后提出思考“集

合间是否还有其他运算”引入“交集”；

引入“全集”的概念后直接引入“补集” 

类比实数加法运算，观察所举的两个例子中

集合𝐶与集合𝐴、𝐵之间的关系引入“并集”；

观察所举的两个例子中集合𝐶与集合𝐴、𝐵之

间的关系引入“交集”；引入“全集”的概念

后直接引入“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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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集合的概念 1.1集合的概念 

1.2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1.2 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1.3集合的基本运算 1.3集合的基本运算 

内

容

编

排 

集合的概念 

联系初中数学“按类研究事物”的思想

直接引入“集合”和“元素”的概念 

联系小学和初中接触过的集合，通过 6 个例

子引入“元素”和“集合”的概念 

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通过分析 3个实例抽象概括出“子集”

的概念和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类比实数的相等和大小关系，借助 3 个例子

探究集合间的关系 

集合的基本运算 

先后通过分析两个实例抽象概括出“交

集”和“并集”的概念，引入“全集”

的概念后直接引入“补集”的概念 

类比实数加法运算，观察所举的两个例子中

集合𝐶与集合𝐴、𝐵之间的关系引入“并集”；

观察所举的两个例子中集合𝐶与集合𝐴、𝐵之

间的关系引入“交集”；引入“全集”的概念

后直接引入“补集”的概念 

三、内容和内容解析 

（一）内容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中明确提出了集合的内容与教学要求(约 4 课时)是： 

1.集合的概念与表示： 

（1）通过实例，了解集合的含义，理解元素与集合的属于关系； 

（2）能选择自然语言、集合语言(列举法或描述法)描述不同的具体问题，感受集合语言的

意义和作用.  

2.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1）理解集合之间包含与相等的含义，能识别给定集合的子集； 

（2）在具体情境中，了解全集与空集的含义.  

3.集合的基本运算： 



（1）理解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的含义，会求两个简单集合的并集与交集； 

（2）理解在给定集合中一个子集的补集的含义，会求给定子集的补集； 

（3）能使用𝑉𝑒𝑛𝑛图表达集合的关系及运算，体会直观图示对理解抽象概念的作用[9].  

（二）内容解析 

1.内容的本质 

在高中数学课程中，集合是刻画一类事物的语言和工具，集合语言也是现代数学的基本

语言. 本单元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使用集合的语言简洁、准确地表述数学研究对象，学会

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和交流，体会用集合语言表达数学内容的优点，积累数学抽象的经验.  

2.蕴含的思想和方法 

（1）数形结合思想：实质是将抽象的数学语言与直观的图形结合，使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

相结合. 本单元主要用到以形助数，借助𝑉𝑒𝑛𝑛图或数轴解决集合之间的关系.  

（2）函数与方程的思想：应用函数的概念和性质，以及通过函数与方程的联系来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 本单元主要通过求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一元二次方程(组)来解决集合之间的

关系和运算.  

（3）分类讨论的思想：中学数学解题的重要思想，它能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化整为

零，各个击破，只要能明确分类的原因并进行合理的分类，再逐类讨论、归纳各类的结果，

就可以完美的解决集合问题. 本单元主要用于讨论含参集合之间的关系.  

（4）化归与转化思想：化归与转化指的是把数学中待解决或未解决的问题，通过观察、分

析、联想、类比等思维过程，选择恰当的方法进行变换、转化，使之变得更清晰、更明朗，

从而归结到某个或某些已经解决或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的思想. 本单元主要通过将抽象的

集合符号语言转化为熟悉的数学语言来帮助求解集合问题.  

3.知识的上下位关系 

在上高中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实数的概念及表示方法、运算法则与运算律，字母的概

念及表示方法、运算法则与运算律，代数式的概念及表示方法、运算法则与运算律；并且学

会了求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一元二次方程(组)等. 这些都是表达集合的生动实例，同

时借助数轴、图示法来求解数学问题也体现了集合的工具性.  

在函数章节中，“集合与对应关系”重新刻画了函数的概念，进而得到了定义域、值域、

单调区间等用集合语言描述的数学概念；在三角函数章节中，三角函数中的定义域、值域、

单调区间等都是用集合语言描述的；在复数章节中，用集合语言给出了复数集、实数集、虚

数集等概念；在立体几何初步章节中，用集合语言来描述空间中点、直线、平面的位置关系；

在概率章节中，用集合的语言，精确地描述了基本事件、基本事件空间、不可能事件、必然

事件及对立事件等.  

4. 育人价值 

集合语言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表现在：可以展示学习研究数学的一种路径或方法：通

过观察抽象归纳辨析等获得集合（数学研究对象）——研究集合的表示——类比实数之间的



关系研究集合之间的关系——类比实数的运算研究集合的运算——集合的应用. 通过这一

方式，帮助学生使用集合的语言简洁、准确地表述数学研究对象，学会用数学语言表达和交

流，体会用集合语言表达数学内容的优点，积累数学抽象的经验，发展数学抽象、数学运算、

逻辑推理和直观想象等素养.  

四、目标和目标解析 

（一）目标 

1.通过实例，了解集合的含义，理解元素与集合的属于关系； 

2.理解集合之间的包含与相等关系，能识别给定集合的子集； 

3.理解两个集合并集与交集的含义，能求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理解在给定集合中一个子

集的补集的含义，能求给定子集的补集.  

（二）目标解析 

达成上述目标的标志是： 

1.能针对具体问题，在自然语言和图形语言的基础上，用符号语言刻画集合；在具体情境中，

了解全集与空集的含义； 

2.能掌握如何判断给定集合之间的包含与相等关系，能区分集合之间的包含关系和元素、集

合之间的从属关系； 

3.能用𝑉𝑒𝑛𝑛图表达集合的基本关系与基本运算，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图形对理解抽象概念的

作用.  

五、教学问题诊断分析 

本单元是高中数学必修第一册第一章的内容，教学对象为高一学生，他们已经具备学习

本单元的基础知识，也具有一定的探索发现能力，能通过类比发现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集合是概括性强、较抽象的一种数学语言，这就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

对于刚进入高中学习的学生来说，在以往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没有养成系统性数学学习的

习惯，在初学集合的时候，普遍会遇到知识抽象难以理解的问题，如果学习内容的难度突增

还会造成学生畏难心理的产生.  

因此在集合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以义务教育阶段学过的数学内

容为载体，引导学生用集合语言梳理、表达学过的相应数学内容，引导学生理解属于关系是

集合的基本关系，了解元素𝑎与由元素𝑎组成的集合的差异. 在梳理的过程中，可以针对学

生的实际情况布置不同的任务，采用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学活动.  

六、教学条件支撑 

多媒体课件、实验教具.  

 



七、集合的基本运算（第 1 课时）课时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 

并集与交集.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的含义，能求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  

能力目标：会用自然语言、符号语言与图形语言描述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发展符号意识.  

素养目标：能使用𝑉𝑒𝑛𝑛图表达集合的并运算与交运算，会利用数轴进行数集的并集与交集

运算，提升直观想象素养.  

情感目标：集合作为一种数学语言，体会用集合语言和集合符号描述问题的精确性与简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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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集合的基本运

算.  

2.地位与作用 

集合是刻画一类事物的语言与工具，通过本节的学习，使学生学会用集合的语言简洁地、

准确地表述数学的研究对象，学会用集合的语言表达和交流数学问题，积累抽象思维的经验，

提升数学抽象素养.  

（四）学情分析 

通过之前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集合的含义、集合间的基本关系，积累了类比的数学

活动经验，具有一定的观察和概括能力. 学生普遍在学习新知识时表现比较积极，适当的鼓

励可以维持学生学习的兴趣. 高一阶段的学生数学抽象思维能力比较薄弱，可能对并集和交

集的区别和联系理解不全面，易混淆“∪”和“∩”符号，需要加以辨析.  

（五）教学重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理解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的含义，能求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  

教学难点：会用自然语言、符号语言与图形语言描述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会利用数轴进

行数集的并集与交集运算，提升直观想象素养.  

（六）教学思路与方法 

在学习新概念之前，先引导学生回顾实数的运算，为引进集合的运算提供观念上的固着

点，促进学生学习的迁移；通过类比实数的运算推导出集合的并运算与交运算，体会类比的

思想. 教学过程中利用板书和多媒体课件，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使学生在类比思

维中经历并集、交集含义的初步感知和归纳概括的过程，引导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七）教学流程 

 

 
新课导入 新知探究 综合运用 课堂小结 



（八）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新课导入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我们知道，两个实数可以进行加法运算，

运算的结果仍是一个实数，比如 2+3=5，那么

两个集合之间是否可以进行类似的运算，运算

的结果仍是一个集合呢？比如将集合{1，2，

3}与集合{3，4，5}的所有元素合并在一起，

会得到怎样的一个集合？又比如将集合{𝑥│𝑥

是有理数}与集合{𝑥│𝑥是无理数}的所有元素

合并在一起，会得到怎样的一个集合？ 

教师引导学生

类比实数的加法运

算，引出集合的并集

运算.  

这里采用“类

比”的思想，通过类

比实数的加法运算，

迁移到集合的并集

运算，提高学生发现

问题和提出问题的

能力.  

教学环节：新知探究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阅读教材，填写下表： 

一、并集 

运算 集合的并集 

含义  

关键词  

记法  

读法  

符号表示  

图形表示  
 

教师引导学生

阅读教材，填写表

格，理解并集的概

念.  

教师指导学生从

集合元素的角度出发

归纳概括并集的定

义，指出关键词：或，

让学生从自然语言、

符号语言、图形语言

描述并集，培养学生

的抽象概括能力.  

 

例 1. 设 A={4，6，8}，B={3，5，7}，求 A

B.  

变式 1：设 A={4，5，6，8}，B={3，5，7，8}，

求 A B.  

变式 2：设 A={4，6，8}，B={2，4，6，8}，

求 A B.  

例 2. 设 A={ x│-1<x<0}，B={ x│1<x<3}，求

A B.  

变式 1：设 A={x│-1<x<2}，B={ x│1<x<3}，

求 A B.  

 

教师给出例 1与

例 2，让学生求两个

数集的并集，通过例

题及其变式的比较，

引导学生认识到任

何两个集合的并集

仍是一个集合.  

 

例 1及其变式求

的是两个离散数集的

并集，常用列举法. 

例 2及其变式求的是

两个不等式数集的并

集，常利用数轴来分

析. 类比两个圆的位

置关系，例题及其变

式包含了两个集合相

离、相交、内含的三

种关系. 



变式 2：设 A={ x│-1<x<2}，B={ x│0<x<1}，

求 A B.  

练习 1： 

（1）设 A={3，5，6，8}，B={4，5，7，8}，

求 A B.  

（2）设 A={ x│x2-4x-5=0}，B={ x│x2=1}，求

A B.  

（3）设 A={ x│x 是等腰三角形}，B={ x│x 是

直角三角形}，求 A B.  

（4）设 A={ x│x 是幸福农场的汽车}，B={ x│x

是幸福农场的拖拉机}，求 A B.  

（5）A A=    ，A  =    .  

教师给出巩固

练习给学生解答，巡

堂后投影展示学生

答案，点评分析存在

的问题.  

练习1包括数集、

方程解集、三角形图

集、生活实例集合、

抽象集合等方面的例

子，通过具体实例帮

助学生巩固两个集合

并集的运算.  

将集合{1，2，3}与集合{3，4，5}的公共

元素提取出来，会得到怎样的一个集合？又比

如将集合{x│x 是有理数}与集合{x│x 是无理

数}的公共元素提取出来，会得到怎样的一个

集合？ 

阅读教材，填写下表： 

二、交集 

运算 集合的交集 

含义  

关键词  

记法  

读法  

符号表示  

图形表示  
 

教师引导学生

类比集合的并集概

念，阅读教材，填写

表格，理解交集的概

念.  

教师指导学生从

集合元素的角度出发

归纳概括交集的定

义，指出关键词：且，

让学生从自然语言、

符号语言、图形语言

理解并集，培养学生

的类比迁移能力.  

例 3. 设 A={4，6，8}，B={3，5，7}，求 A

B.  

变式 1：设 A={4，5，6，8}，B={3，5，7，

8}，求 A B.  

变式 2：设 A={4，6，8}，B={2，4，6，8}，

求 A B.  

例 4. 设 A={ x│-1<x<0}，B={ x│1<x<3}，求

类比例 1 与例

2，教师给出例 3 与

例 4，让学生求两个

数集的交集，通过例

题及其变式的比较，

引导学生认识到任

何两个集合的交集

仍是一个集合.  

例 3及其变式求

的是两个离散数集的

交集，常用列举法. 

例 4及其变式求的是

两个不等式数集的交

集，常利用数轴来分

析. 类比两个圆的位

置关系，例题及其变

式包含了两个集合相



A B.  

变式 1：设 A={x│-1<x<2}，B={ x│1<x<3}，

求 A B.  

变式 2：设 A={ x│-1<x<2}，B={ x│0<x<1}，

求 A B.  

离、相交、内含的三

种关系. 

练习 2： 

（1）设 A={3，5，6，8}，B={4，5，7，8}，

求 A B.  

（2）设 A={ x│x2-4x-5=0}，B={ x│x2=1}，求

A B.  

（3）设 A={ x│x 是等腰三角形}，B={ x│x 是

直角三角形}，求 A B.  

（4）设 A={ x│x 是幸福农场的汽车}，B={ x│x

是幸福农场的拖拉机}，求 A B.  

（5）A A=    ，A  =    .  

类比练习 1，教

师给出巩固练习给

学生解答，巡堂后投

影展示学生答案，点

评分析存在的问题.  

练习2包括数集、

方程解集、三角形图

集、生活实例集合、

抽象集合等方面的例

子，通过具体实例帮

助学生巩固两个集合

的交集运算.  

教学环节：综合运用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例 5. 设平面内直线 l1 上点的集合为 L1，直线

l2 上点的集合为 L2，试用集合的运算表示 l1，

l2 的位置关系.  

思考： 

（1）集合 A，B 与集合 A B 之间有怎样的关

系？ 

（2）集合 A，B 与集合 A B 之间有怎样的关

系？ 

（3）若 A B=B，则集合 A，B 之间有怎样的

关系？ 

（4）若 A B=A，则集合 A，B 之间有怎样的

关系？ 

例 6. 设集合 A={ x│-1<x<2}，B={ x│x<2m}. 

教师给出例 5，

引导学生运用集合

语言表示平面内两

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思考集合 A，B 与集

合 A∪B，A∩B 之间

的 关 系 ， 认 识

A∪B=B，A∩B=A 与

A B 之间的等价转

化关系. 给出例 6及

其变式，引导学生分

析与解决含参集合

的讨论问题.  

集合符号与语

言在描述数学问题

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利用平面内两条直

线的公共点个数，可

以用两个集合的交

集描述平面内两条

直线的位置关系 . 

含参集合的讨论问

题是一类常见问题，

能有效培养学生的

分类讨论、数形结合

意识.  



若 A B=B，求实数 m 的取值范围.  

变式 1：设集合 A={ x│-1<x<2}，B={ x│x>m}. 

若 A B=A，求实数 m 的取值范围.  

变 式 2 ： 设 集 合 A={ x│-1<x<2} ，

B={ x│m<x<2m}. 若 A B=，求实数 m 的

取值范围.  

教学环节：课堂小结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1. 本节课主要学习了哪些知识和方法？ 

运算 记号 
自然 

语言 

符号 

语言 

图形 

语言 

并集     

交集     

2. 布置作业： 

课本 P14 第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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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与学生一

起回顾本节课学习

过程，用 “2种运算，

3种语言，4个性质”

梳理出本节课的学

习要点，培养学生的

回顾反思习惯与归

纳概括能力.  

（九）教学成效与分析 

1.调查过程 

调查目的：了解本节课《集合间的基本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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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间的基本运算》教学调查问卷、课堂观察记录表.  

调查对象：广州市第十三中学高一（5）班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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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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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五个维度，具体的题目分配和计分方式如下表： 

表 1 《集合间的基本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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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 1-5题 

第 16题是反向

题，17题不计分，

其他题满分均为

5分 

能力目标 7 第 6-12题 

素养目标 2 第 13、14题 

情感目标 2 第 15、16题 

教学策略与方法 1 第 17题 

总计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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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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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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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了这节课，我了解实数运算和集合运算的联系与区别.  4.972 

2 我能理解并集定义中“或”的含义.  4.917 

3 我能从文字、符号、图形三方面来理解并集和交集.  4.972 

4 我能够用恰当的例子解释“并集”的概念.  4.944 

5 我能够用恰当的例子解释“交集”的概念.  4.944 

能力

目标 

6 我能够区分交集与并集的符号.  5.000 

7 我能在特例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归纳并形成并集的概念.  4.944 

8 对于给定的两个集合，我能够求出它们的并集.  4.972 

9 对于给定的两个集合，我能够求出它们的交集.  4.972 

10 我能准确地用𝑉𝑒𝑛𝑛图表示集合间的基本运算.  4.972 

11 我能将实际问题转化为集合间的基本运算问题.  4.944 

12 我能够利用集合间的基本运算解决实际问题.  4.917 

素养

目标 

13 学了这节课，我发现类比旧知来学习新知能加深对新知的理解 4.861 

14 我发现利用𝑉𝑒𝑛𝑛图解决集合间运算问题更直观.  4.806 

情感

目标 

15 通过此堂课的学习，我体会到数学符号的简洁美.  4.889 

16 我觉得此次教学让我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1.833 

③频次分析 

采用多重频次分析，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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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教学”得到了学生较高的评价，达到了 86.11%. 紧随其后的是

“练习教学”和“讨论教学”，分别达到了 61.11%和 47.22%，体现了大部分学生更喜爱传统

的教学方式. 此外，“讨论教学”也受到部分学生的欢迎，说明了当前中学生喜欢合作式的

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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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都占有一定比例，但所占比例较低，说明对于部分学生而言，希望有更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进入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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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1% 动画教学 38.89% 

讨论教学 47.22% 录像教学 11.11% 

练习教学 61.11% 实物模型教学 19.44% 

读书指导 13.89% 学生实验探究 19.44% 

参观学习 11.11% 教师演示实验 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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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目标维度中大部分题目

的平均分在 4.9以上，说明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掌握十分好，对“并集”与“交集”的概念、

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图形语言有清晰的了解. 能力目标维度的平均分均在 4.9 以上，说明

通过本堂课的教学，大部分学生都能利用𝑉𝑒𝑛𝑛图进行集合间的运算以及运用集合间的运算

解决实际问题. 素养目标维度的平均分在 4.8以上，说明教师在本堂课的教学中渗透了直观

想象素养、类比思想以及数形结合思想. 情感目标维度中大部分题目的平均分在 4以上，其

中第 16 题“我觉得此次教学让我不知道重点在哪里”为反向题，平均分为 1.833，相对略

高，建议教师在授课时可更加突出重点，但不排除该分数略高可能是部分学生填写问卷态度

不认真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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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课在教材基础上进行细微改编，增设部分练习，使得例题和练习的题干相同，帮助

学生区别并集、交集两种运算，同时对重难点把握以及处理恰当. 在教学目标上，本节课教

学目标的预设和达成情况较好，贯彻类比的数学思想，从文字、符号、图示等多角度介绍运

算的本质，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学生能够类比实数的运算，理解并集和交集的概念并会运用

𝑉𝑒𝑛𝑛图进行集合间的基本运算，利用集合间的运算解决问题，发展类比、数形结合思想和

直观想象素养.  

教学过程环节设计安排合理、层层递进，意图清晰，采取的教学方法符合学生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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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

过图示（数轴、𝑉𝑒𝑛𝑛图）链接学习问题，驱动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使用一体机、三

角板等教具辅助教学，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在习题设计方面，教师围绕

重难点，设计变式训练，难度层层推进，帮助学生掌握并集和交集两种运算.  

从整个课堂文化来看，教师能够调动课堂氛围，借助教学渗透数学思想方法以及培养数

学核心素养，让学生感受数学语言的简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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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突出了要求学生对集合语言中符号语言的认识与理解 

在高中，集合是作为语言来学习的，教材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数学知识，

创设学生运用集合语言表达、交流的情景和机会，使学生了解集合的含义，理解并掌握集合

与元素的关系，集合间的基本关系和运算，并在这过程中引出了一些集合中的符号语言，而

这些语言将伴随整个高中数学学习. 因此，在教学中，我从符号语言、自然语言、图形语言、

生活语言多角度来认识与理解集合语言，突出图形语言的直观性，如运用𝑉𝑒𝑛𝑛图或数轴表

达集合的关系及集合运算中的交、并，强调生活语言的生动性，在教学中能突出四种语言的

转换与使用，加强学生对集合语言的认识与理解.  

2 .在教学中强化了类比、探究的思想方法 

在引入方面我通过类比实数的运算让学生去探究集合间的运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其抽象思维能力，而在讲解“交”运算时进一步类比“并”的定义、符号语言、例题、

练习来学习，培养了学生的类比思想和锻炼了动手探究能力.  

3.在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 

良好的学习习惯能促使学生数学能力的逐步提高，在教学中我注意引导学生细致观察、

认真思考、勤于动手、积极回答，而且我注重规范的板书，让学生自我及时纠正.  

本节课尽管内容简单，但内涵丰富，如果能恰当联系生活实例、引入数学文化、激发学

生兴趣，或许会更有助于学生理解与掌握集合的有关知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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