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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六年级分数应用题是根据分数乘除法的意义而产生的具有独特解法的应用题，它是

小学应用题教学的最重要内容，涉及的题目类型众多并且分散在六年级数学教材的多个

教学单元。由于知识点跨度大、抽象度高，给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理解、掌握都带来了

很大的障碍。其中较复杂的分数应用题、百分数应用题以及工程问题更是令六年级学生

谈“分数”而色变。然而分数应用题对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开

放的数学思维品质有重要意义。尽管许多一线教师也积极尝试进行分数应用题教学的探

索，但在教学实践中仍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分数应用题的教学。

本文以《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对小学分数应用题设置的要求为

基本准则。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文献法全面了解国内外相关的理论研究，在相关概

念进行界定的同时，找到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与分数应用题教学的契合点。并对西师版

新教材和人教版老教材中分数应用题的课程结构设置、教学内容、呈现方式进行对比分

析。同时运用问卷调查法、问卷测试法、现场观摩与访谈法对分数应用题教学实施进行

调研。

研究表明：六年级学生在解决分数应用题时的心理、知识点掌握、解题策略、解题

能力、自我评价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教师面对分数应用题教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

经过对初中教师的访谈，发现小学六年级在小升初衔接问题上同样存在问题。

最后，在此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理论提出了分数应用题教学策略

的依据。并对一般分数应用题和复杂分数应用题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教学策

略。在小升初衔接问题上，认为六年级学生没有摆脱算数思想的影响和普遍列方程解应

用题能力不强是影响小升初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了加强方程思想解决分数应用题的主

张，并给出了几条切合实际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 ：六年级分数应用题，对比，调查分析，教学策略，小升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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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xth-grade scores Problem is a unique solution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f fraction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word problems.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application questions. Many types the subject revolved distributes in the teaching modules of sixth grade

math textbook. Due to the span of knowledge points, abstract and high understand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ed to .put much energy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especially for the more complex scores title, the

percentage of application problems and engineering problems. However, the fractional application

questions are important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skills to further develop the quality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of students and open. Although many classroom teachers are actively trying to

perform active exploration, a number of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fraction.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fraction application basic criteria of primary school of < Full-time

compulsory educatio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trial)>. The idea of the study is: trying to find out

the teaching meeting point of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fraction by defending the related

concept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round the world.

It also gives the analysis of the fraction teaching content, setting and presentation ways. At last, a survey

was made by questionnaire, questionnaire testing method and interview.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has multiple fraction problems on psychology,

grasping knowledge points,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self-assessm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study described above, a teaching strategy is proposed which provides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for fraction problems. On the convergence from primary

school to junior high school,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an important factor of sixth-grade students ‘ weak

ability on fraction is not getting rid of arithmetic thinking method. It proposed methods to address the

equation ideological problem solving and brings a few practical teaching suggestions.

Keywords: sixth-grade fraction, contrast, survey analysis, teaching strategies, convergence from primary

school to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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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数学总是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紧密的关系。“数学从它萌芽之日起，就表现出解

决因人类实际需要而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功效。商业、航海、历法计算、桥梁、寺庙、宫

殿的建造、武器与工事的设计等等，数学往往能对所有这些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决。

数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直接应用更是大量的经常的。”
[1]

因此在中小学数学教育中，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显的尤为重要，它不仅是教学的内在要求，更是培养学生

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独立思考的数学品质，发展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必要

途径。

在小学数学学习中应用题解决是问题解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操作形式。由于应用

题在问题解决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应用题成为小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小学生在解决应用

题时不仅要掌握基本的概念、性质、意义、法则、公式等基础知识。还要综合运用这些

已具备的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应用题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的逻辑思

维能力。

小学六年级分数应用题是小学应用题的重点、难点，它表面上是小学四、五年级整

数、小数应用题的延续，实际上是和、差倍及相关倍数关系应用题的进一步深化、升华，

是在“量”和“率”的基础上、反应数量之间份数关系的重要题型。由于分数应用题的

特殊作用，使其在小学高年级数学课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分数应用题形式灵活多

样、涉及的知识面宽、求解问题的方法多，对小学生严密的数学思维有较高的要求。因

此通过解决分数应用题可以使小学生的形式运算能力得到长足的发展。如何进行有效分

数应用题教学形成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充分认识分数应题在小升初衔接中的作用，真

正提高小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显的尤为重要。

§1.2 研究的主要内容、目的、方法、意义及局限

1.2.1 研究的主要内容

1.全面了解问题解决、小学数学应用题及分数应用题的研究现状，对国内外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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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进行分类整理，做出综合性论述。

2.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相应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进行阐述。

3.对分数应用题在西师版六年级教材中的课程设置进行分析，结合人教版六年级教

材进行对比。

4.运用问卷调查法、试卷测试法、访谈法、观察法对分数应用题的教学现状进行调

查，对相关数据、访谈内容进行分析，以期对分数应用题的教学与学习现状做出真实客

观的了解，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5.总结出行之有效的分数应用题的教学策略，对实验班和参考班的教学结果进行数

据分析。阐述分数应用题在小升初衔接中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1.2.2 研究的目的

分数应用题历来是小学数学教学中最难把握的一部分，一直困扰着广大一线教师和

六年级学生，并且很多小学数学教师并不了解初中数学，对分数应用题在小升初衔接中

有何作用知之甚少。 本研究在真实了解六年级分数应用题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形成切

实可行的教学策略， 对分数应用题在小升初中的作用进行综合分析，并对教学提出几

点建议。以期对广大一线小学数学教师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和参考。

1.2.3 研究的方法

1．文献法：通过搜集大量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分析，

把握当前的研究成果，以期为本研究在选题、构思以及切入点上提供参考。

2．问卷法：对小学六年级学生对分数应用题学习态度、认知水平、自我评价能力、

对教师的教学满意度和解题能力进行综合调研。了解目前六年级学生对分数应用题的掌

握情况，发现他们在学习分数应用题时遇到的困惑、存在的问题，以及这部分课程对六

年级学生的数学学习产生的影响。

3．访谈法：通过对几位一线教师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分数应用题的教学现状，数

学教师对这部分课程教学的真实看法，既了解他们已有的实践经验，又体会到他们对分

数应用题不同程度的困惑。

4．观察法：通过课堂观察，搜集一线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录。了解现实课堂教学中分

数应用题教学的实施状况，体验课堂上的真实学习效果，发掘教学中的宝贵经验，找到

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形成有效性的教学策略做进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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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研究的意义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不再把应用题作为独立的教学单元，

而是采用螺旋式的方式分散到各个单元的教学中，进一步凸显应用题教学的重要性，使

的应用题解决是促进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新课标在总体目标中提出“获得适

应未来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数学知识以及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和必要

的应用技能”；“初步学会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并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

识和技能解决问题，发展应用意识”；“形成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策略，体验解决问题

策略的多样性，发展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学会与人合作，并能与他人交流思维的

过程和结果，初步形成评价与反思的意识”；“形成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进行质疑和独

立思考的习惯”。[2] 可见新课标不仅强调基本知识与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更加注重学

生应用基本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学生通过“观察、思考、猜测、交流、推理”等

思维活动，教师以“以问题为驱动力，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及问题解决

的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
[3]
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实施，正逐渐收到广大一线数

学教师的关注。

本研究在现有的应用题解决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对新老教材的分数应用题的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呈现方式进行全面对比分析。进一步全面分析分数应用题的教学现状及

其存在问题，探求一种更加合理的具有实战教学功能的教学策略。使分数应用题教学不

再让六年级数学教师感到困惑，同时能真正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小升初衔接中

顺利过渡，就显的很有意义。

1.2.5 研究的局限之处

本研究在做问卷调查测试时，我所选取的是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与涧西区英语学校

两所学校六年级的学生。洛阳市的基础教育呈现“西高东低”的态势，即处于西部的涧

西区教学水平明显高于洛阳其它各县、区，而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在涧西区属于三星级

（五星级最好）小学，涧西区英语学校是五星级中最好的小学。虽然尽量选取不同学习

层次的学生，但这两所学校的数学教学效果比较好，就显的样本有限。使研究的普遍性

受到一定的影响，没有覆盖到洛阳市其它区一些薄弱学校，应扩大研究的样本空间。

对于教师的访谈，只选取了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的孙老师、涧西区英语学校的杨老

师、河科大附小的张老师与洛阳市实验中学的周老师，有一定局限性。本人今年正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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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带六年级毕业班，对教材与学生情况比较熟悉，但对初中数学相对有些陌生，只通

过对周老师的访谈来了解初中数学的教学要求，显的有些单薄，对中学数学教学认识的

深度不够。因此本研究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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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探述及研究现状反思

§2.1 国外关于数学问题解决及应用题解决的研究情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美数学教师协会（NCTM）公布了一份名曰《行动纲领》（An Agenda

For Action—Recommendation for Mathematics of the 1980’s）的文件，指出“80

年代的数学教育大纲，应当在各年级都介绍数学应用，把学生引进问题解决中去”，“数

学课程应当围绕问题解决来组织，数学教师应当创造一种使问题解决得以蓬勃发展的课

堂环境”。[4] 第一次正式提出“必须把问题解决作为80年代数学教育的核心”的口号，

并且主张“在解决问题方面的成绩如何，将是衡量数学教育成效的有效标准”。
[5]
在此

之后把“问题解决”作为数学课程改革与教学研究的焦点逐渐在各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

的响应，受到了世界各国数学界普遍重视，不仅成为国际数学教育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而且成为了国际数学教育发展的潮流，[6]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数学教育界的一大趋势。关

于解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对数学问题解决本质及一般解题过程的探

讨、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分析、专家与新手的解题比较、解题思维策略研究、做数学的

信念、内在机制的研究。[7]

1．杜威的问题解决过程模型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把问题解决归结为如下一连串的心理过程，包括五个过

程，即“呈现问题”、“定义问题”、“形成假设”、“测验假设”、“选择最佳假设”。这五

个过程都属于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心智过程。这五个阶段的内容包括：呈现问题，问

题解决者需要运用相关的储备知识辨识出已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进行问题解决；定义

问题，问题解决者确认问题的本质以及问题的解答存在哪些重要的限制；形成假设，问

题解决者提出一个或几个合理的问题解决方案；测验假设，在这些解题的方案中检测出

哪些是可行的；选择最佳假设，最后成功的选择出一个最佳的假设，同时了解每一种解

决方案的优势及不足。杜威的问题解决过程模型带有强烈的功能心理学的色彩，对不同

学科的问题解决都有指导意义。

2．波利亚（Polya）的“怎样解题表”

波利亚是数学问题解决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其著作《怎样解题》一书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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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怎样解题表”的图示，采用启发式的思想，提出了数学解题的四个步骤，即“弄清

问题”、“制定计划”、“实现计划”和“回顾”(如表 2-1)

表 2-1 波利亚的“怎样解题表”

1、你必须弄清问题 弄清问题

未知数是什么？已知数据时什么？条件是什么？满足条件是

否可能？要确定未知数，条件是否充分，或它是否不充分，

或是不是多余的，或是不是矛盾的？

2、找出已知数与未知数

之间的联系，如果找不

出直接的联系，你要考

虑辅助问题，你应该最

终得到一个求解计划

制定计划

你以前见过它吗？你是否见过相同的问题而形式稍有不同？

你是否知道与此有关的问题？你是否知道一个可能用得上的

定理？你能不能重新叙述这个问题？……

你是否利用了所有的已知数据？你是否利用了整个条

件？……

3、实现你的计划 实现计划

实现你的求解计划，检验每一个步骤。你能否清楚地看出这

一个步骤的正确？你能否证明这一步骤是正确的？

4、验算所得到的解 回顾

你能否检验这个论证？你能否用别的方法导出这个结果？你

能不能一下子看出它来？

另外波利亚在《数学与猜想》、《数学与发现》两本书中进一步对解题思维作了深

刻的阐述，描述了数学教育与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给教师提了十条建议和三条教学原

则。波利亚的解题思想对数学问题解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许多数学教育家关于问

题解决的研究都是在波利亚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比如基尔派特里克、舍菲尔德等。[8-11]

3．舍菲尔德（Schoenfeld）的数学解题过程

美国数学教育家舍费尔德（1985）从数学、教育学、心理学三方面入手把元认知和

信念因素引入解题系统，[12]使波利亚的启发式解题过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数学

解题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即知识基础（resources），指个体所具有的与问题有关

的数学知识，包括事实(factual)、程序(procedural)和命题(propositional)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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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策略(heuristies)，指个体解决不熟悉或者困难的问题时所采用的策略，例如舞蹈，

滑雪等；自我控制(control),指个体对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包括计划、监控和评价等；

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指个体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数学，怎么看待周围的环

境，是个体所形成的数学观，对个体的解题行为有巨大的影响。舍费尔德研究

(1983,1985,1987)认知因素居于关键的地位，如何适当有效的运用解题策略，是由元认

知所主导的。他在元认知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解题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读

题 (reading)，阅读题目；分析(analysis)，简化及重新表述问题；探索(exploration)，

利用相关的知识或类比法找出解决问题的信息；计划(planning)，制定出解题计划；执

行(implementation),执行解题计划；验证(verification)，对过程及结果进行验证。[13]

另外舍费尔德(1988)及兰帕特(Lanlpen’1990)对学生做数学的信念作了调查研究，结

果表明：○1 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在课堂学习经历中形成自己对形式数学的信念和对这一学

科的感觉。○2 学生具有的信念会非常强烈地(通常是消极地)影响着自己的行为。
[14]

4．其他国外数学教育家的相关研究

梅耶（Mayer1984）等人做的关于数学应用题解决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

的。他们将数学应用题的解决过程分成四个基本过程，即转化过程、了解过程、计划过

程和执行过程。转化过程是把言语描述的问题转化为内部表征；了解过程是把这些内部

表征组织成有条理的结构；计划过程是运用策略知识来谋划、利用这些内部表征达到问

题解决的思路和方法；执行过程则包括问题解决过程中所需要的运算知识。同时里Mayer

等人认为数学应用题解决有一个把问题重新组织进行表征的过程。[15]

里斯特(Lester，1980)对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里斯特认为影响数学问

题解决有多重因素，其中有4种主要因素：问题自身——任务变量，即问题本身的结构、

难度以及所涉及的数学知识直接影响着问题的解决；解题者的特征——主体变量，即解

题者的知识结构、能力及认知风格对解题的影响；解题行为——过程变量，解题者在解

题过程中的外显及内隐行为对解题的影响；环境特征——指示变量，外部环境对解题的

影响。于是，里斯特认为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应在这4个方面中展开。
[14]

Glass(1985)对问题解决以流程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该流程图的步骤是：形成问题

的初始表征、制定问题解决的计划、重构问题表征、执行计划和检验结果。
[16]

赫勒(Heller)与亨盖特(Hullgate)(1985)研究了专家与新手的解题差异，找出善于

解题的教师所表现出的创造性行为，并把这些行为作为新手教师的教学指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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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认知学派数学教育家在认知的层面上对问题解决进行了阶段划分，即注重各阶

段之间的动态联系，又真实地描述了人类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体现了传统阶段论的一

个螺旋的上升态势。如Ausubel和Robonson把问题解决分为呈现问题情境命题、明确问

题的目标和已知条件、填补空隙、检验四个阶段。[18]

长期以来对应用题解题思维策略的研究，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是解题过程的思维训

练。德波诺(Debono)的数学思维教程、科文顿(Covington)的创新性思维教程、勒威斯

(Lewis)的语句表征训练都力图通过两条途径来提高应用题解题能力。一是通过开设专

门的思维能力训练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从而迁移到应用题解题中，提高解题能

力；二是结合应用题教学，开展有关解题思维策略的训练。[16]

对应用题解题内在机制的研究,意大利学者Daniela Lucangeli等人(1998)收集了以

往对应用题解决的研究文献，挑出了七种学者们公认的应用题解决中所涉及到的策略：

情境理解、问题表征、问题归类、解题估计、解题计划、自我评价(对列式的自我评价

和对计算的自我评价)。然后设计了一系列分步的应用题，让被试解答每一道应用题时

回答七个选择题，这七个选择题是按上述七种能力所设计的多项选择题。通过多元回归

和路径分析发现，只有其中的五种能力对被试解题有作用，即情境理解、问题表征、问

题归类、解题计划和自我评价，并且在这些能力中情境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19]

§2.2 国内研究情况

2.2.1 国内关于数学问题解决及应用题解决的研究情况

在国内的小学数学教学中，问题解决及应用题解决一直是教学的重难点。而应用题

解决是问题解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一线教师普遍反映应用题难教，而学生

（尤其是学困生）认为应用题最难掌握。研究表明，大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解决应用

题的困难。因此应用题的教学研究被认为是数学问题解决研究的核心课题。
[20]
国内的研

究主要包括如下方面：解题的策略的研究，解题的方法论层面的研究（应用题教学，竞

赛解题等），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模式的研究，以及影响解题因素与内在机制的研

究。以下举例做简单介绍。

1．王延文．《数学能力研究导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14-76）
[21]
，本书以

教育学、认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对数学解题策略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总结出7条解题策

略：目标策略、知觉策略、模式识别策略、问题转化策略、特殊化策略、逆向策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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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策略。这七条策略得到许多数学学者的认可。

2. 戴华炳．《新课程下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的反思》(小学数学教育2006第6期) [22]，

本文分析了在新课标实施的背景下，许多一线教师没有正确理解新课标的真正内涵，而

是一味的否定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强调所谓新颖的形式，忽视了时效性。文章对

小学传统的应用题教学的长处与不足进行的反思，结合具体的教学实例对当前的应用题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比较透彻的分析，同时提出了一些应用题教学中很实用的策略。

3.单墫．《华数奥赛教材》（知识出版社，2004）[23]，小学数学竞赛题目一直以偏、

难、怪而受到抨击，但本套丛书把小学竞赛数学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系统讲解，增加

了竞赛数学的可读性。尤其在问题解决及应用题解决方面，把一些中学的思想、方法、

技巧降低难度恰当的引入，给出了许多适合小学生的解法，对提高小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开拓数学思维很有帮助。

4. 黎静芳.《数学“问题解决”教学流程初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4]

，

本文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为依据，探讨了数学“问题

解决”的教学流程，构建出“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探讨”——“问题的解决及基

本思维方法”——“结论的应用和发展”为环节的数学“问题解决”的教学流程，并归

纳出四种解决问题的四种教学模式。

5. 康园园.《近年国内小学数学应用题解决研究的评述》（成都大学学报2008年10

月第22卷第10期）
[25]
，本文综合2003年至2008年这几年间国内小学数学应用题解决研究

的情况，从应用题问题解决的内在机制、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的研究进行了综合性评

述。探讨了元认知与小学生数学应用题解决能力的关系。

2.2.2 国内分数应用题解决的研究现状

分数应用题是小学六年级数学教学的重中之重，相关的研究也大多由一线优秀的教

师来完成，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对分数应用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教材分

析，解题策略，分类教学，巩固复习，能力培养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整理发现，关于分数应用题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零散的教学

经验的反思、总结，题目的解法归类整理层面上。以张静的《例谈分数应用题解题策略》

为例，文章总结了解答分数应用题的五种策略，即巧设单位“1” 、以图助攻、类比推

理、借用关系、分合相辅等，这五种方法都是作者身为一线教师的宝贵经验总结。
[26]

再如王生的《金乘五重拳出招——分数应用题常见错误剖析》，[27]文中分析了分数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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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四种错误，并给出了正确的解题方法。这些研究在具体的教学上都有一定的指导

作用。

§2.3 研究现状反思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阅读、整理、分析，发现对问题解决及应用解决的研究文章可

谓浩如烟海，学术文章大多在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表征策略、元认知能力、认知负荷理论、

类别迁移、内在机制，影响因素等。一线教师在阅读这类文章时不仅感到吃力，还找不

到具体的指导方法，与现实的教学又很难找到契合点。

对于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的研究大都是由一线教师完成的教育实践类文章，涉及到

教材分析，教学方法、模式、反思、效果评价，应用题解法技巧、策略等。这些文章虽

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大多是作者的反思、启发、解题技巧类的经验性总结，虽然

大多冠以在高高飘扬的新课标的大旗下，难免也显的理论根据不足。

分数应用题的研究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另外所有的分数应用题的研究还没有涉及到

小升初衔接的范畴，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只是一味的强调策略与解法。尤其是在教育

学理论及心理学理论下研究分数应用题的文章至今还没有出现。鉴于分数应用题是六年

级数学教学的基石，小升初的重要桥梁，因此，从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理论入手，对分

数应用的教学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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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3.1 概念界定

3.1.1 一般应用题的定义及特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应用题像其它数学题一样只是数学习题的一种，比如

马嘉望、张忠兴认为“应用题是指把含有己知数量和未知数量之间关系的人们的日常生

活、生产中以及其他方面的实际问题，用文字(有时用图画或表格)表示或用语言叙述出

来，并求出未知数量的数学题”。[28]但在新课标中把把应用题确定为“发展性领域”中

的“解决问题”。Cawley & Miller(1986)认为应用题“是由题目中的词语和它们之间

的结构所构成的问题。要解决它，个体必须分析信息、解释信息，为选择和做出决定提

供基础”。
[29]
巢洪政认为应用题是：“从社会实际中提取出来的，需要学生运用数学知

识解决的实际问题”。 [30]可见数学应用题是将问题解决和数学应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而应用题教学的本质应该是教师指导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教学，属于问题解决的教学。

从应用题的外在表现形式看，可分为纯文字类的应用题、图表结合文字类的应用题，

从应用题涉及的内容来看，可分为代数类应用题、几何类应用题、代数几何交叉结合类

应用题。从应用题的结构上来看，应用题有两部分组成，即已知条件和要解答的问题，

二者缺一不可。而中国的应用题在叙述题目时通常满足三个条件：“无矛盾性，即条件

之间、条件和问题之间不能相互矛盾；完备性，即条件必须充分，足以保证从条件求出

未知量的数值；独立性，即已知的几个条件不能互相推出。”[20]应用题本身具有直观性、

实践性和开放性，小学生在解答应用题时需要综合运用四则运算技能和相关数学知识，

把题目中的条件经过综合分析后转化为数学算式然后进行解答。这种把文字与数字结合

的条件转化成数字算式的能力对小学生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小学生在解决应用题时

需要进行相当复杂的思维活动，具有一定的智力水平。

3.1.2 分数应用题的定义、分类及特点

1．在整个小学阶段分数应用题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涉及

到的分数应用题，这类分数应用题的数量关系与整数（小数）应用题基本相同，只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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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数（小数）应用题条件中的已知数换成分数，求解方法与整数（小数）应用题也基本

相同。第二类就是六年级所学习的分数应用题，在小学应用题教学中提到分数应用题，

通常就特指这类题型，即根据分数乘除法的意义，在“量”和“率”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具有独特解法、反映了数量之间份数关系的分数应用题。它是和、差倍及相关倍数关系

应用题的进一步深化。表 3-1 是对“量”和“率”的具体定义。

表 3-1 “量”和“率”的定义

量（具体的数量） 率（具体数量间的比率）
标准量：题目中作为单位“1”

的那个数

单位“1”：可以看作标准量同它本身的比

率

比较量：题目中同标准量比较，

占标准量几分之几的那个数，

分率：比较量与标准量的比率

由表 2 可得到分数应用题的基本关系式：○1 比较量÷标准量=分率 ○2 标准量×分

率=比较量 ○3 比较量÷分率=标准量。这里标准量可以是整体数量，也可以是几个数量

中的某一个

2．分数应用题的分类是在以上三个关系式的基础上展开的，共分为三大类、三个

阶段（如附录 A）。

3．结合对分数应用题的分类讨论情况，分数应用题具有如下特点。

○1 背景内容生活化、多样化。分数应用题引入“率”的概念，不仅对六年级学生显

的比较陌生，同时增加了这部分知识的难度。由于分数的应用几乎涉及到现实生活的各

个方面，因此现行教材在选择题目内容时都以学生经常接触到的、感兴趣的生活实际为

知识背景。比如商品的打折促销、物品的按比例分配、饮料果汁的浓度、合作完成任务、

乘客上下公交车人数的变化等等。这些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应用题能够帮助学生搭建数

学与生活的桥梁，使学生尽量减少枯燥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体会、感悟数学，体

现出“做中学”。

○2 结构严谨化、多样化。分数应用题在命题结构上非常严谨，审错一个字就可能造

成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小明买《数学大王》花了 8 元，《我爱科学》比《数学大王》

少
3
4
元，《我爱科学》多少元？”这道题的解答为：8－

3
4
=7.25（元）。但如果把

3
4
后面

的“元”字看掉了，这道题的解答就变为：8×（1－
3
4
）=2（元）。此之谓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同时分数应用题又体现出多样化的一面，一道分数应用题通常可以有

分率法、份数法、方程法等多种解法。这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发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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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维，掌握多种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很有帮助。

○3 呈现方式开放化、多样化。分数应用题在传统老教材中的呈现方式大多以纯文字

为主，最多在解答时辅以线段图为注解。现行的教材在呈现应用题的方式上呈现多元化、

开放化的特点，除了文字描述之外还配有数据表格、统计图、情境图、人物对话等等。

例题都是图文并茂的展现，尽量使学生感到贴切，拉近数学和实际生活的距离。

§3.2 理论基础

3.2.1 问题解决的模式识别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问题解决的本质是模式识别。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31]
：

1．模板说

在解决问题时，当长时记忆中存储的知识组与当前问题完全对应时，只要把现存的

模式提取出来就可以把问题解决。研究表明，解题新手由于存储的模板少，只有当这些

存储的模板和外部课题完全对应时，才能解决该课题，否则当找不到与该课题完全一一

对应的模板时，就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新手只能完全照搬固有模式去解题，题目本质

不变外表稍作改变就不能解决的原因。而当解题专家在解决问题时，类似的问题出现的

频率比较高，解决该问题的所用的相关知识、手段也经常使用，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知识

组或者知识模式。而这样的知识模式就容易和要解决的课题找到对应点，进而把新课题

解决。比如分数应用题:○1 小明有 8 个苹果，小丽的苹果比小明少
3
4
，小丽有多少个苹

果？○2 甲书售价 12 元，乙书比甲书便宜
1
4
，乙书多少元？这两个分数应用题数字文字

差别很大，对解题新手来说会认为是两个不同类型的题目，但对解题熟练者来说这两道

题目本质是一样的，在长时记忆中的模板属于同一类型，都是已知标准量和间接分率求

比较量的题目。

2．原型说

原型是在模板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部分人最初的长时记忆存储都是模板的形

式，然而即使是同一类的问题经常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形式，在解决这些形式不同的问

题时，每一次问题解决，头脑中的模板会随着不同形式的问题而得到相应或某种程度的

修改。模板经过多次的修正、调焦，就逐步演变成为能够代表某一类客体的概括性的内

部表征——原型。它反映出客体所具有的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基本特征。在解决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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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题只要找到记忆存储中相类似的原型，问题就能够解决。原型说的理论启示我们在

解决应用题时要对每一类问题做出清晰的判断，有些题目外表差别很大，却是同一类型。

有些题目只有一两个字的不同，却是不同的类型。例如：○1 新学期小明买课外阅读

书花了 8 元，课外阅读书比文具多
3
4
，小明买文具花多少元？○2 乙书售价 12 元，乙书

比甲书便宜
1
4
，甲书多少元？这两道分数应用题外在的差别很大，但原型却是一样的，

都是求标准量。又如：○2 与○3 乙书售价 12 元，乙书比甲书便宜
1
4
元，甲书多少元？例○3

仅比例○2 仅多了一个“元”字，却有两个不同的原型，例○3 虽然里面有分数，却不是分

数应用题，而是小数应用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分数应用题时，认真仔细分清每一类

的原型是否相同，再给出准确的解答。

3．特征分析说

特征分析说认为：在模式识别的过程中，大脑先要对课题进行特征分析，把课题的

相关特征抽取出来加以整理，然后对长时记忆中的各种模式进行对比，使课题与模式能

够产生最优化匹配，这样问题就得到解决。特征分析说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较复杂和新

问题解决的内在机制。比如在解决较复杂的分数应用题时，首先要对题目进行全面分析，

去粗取精、抓住主要矛盾使复杂的应用题得到简化。明确要求的是标准量、比较量、分

率中哪一个量，进而运用所掌握的对应、假设、转化、数形结合等解题策略使问题得到

解决。在解题的开始，由于问题复杂感觉问题很“新”而无从下手，其实感觉新并不是

和已有的模式完全没有联系，而是相关的知识隐藏在不同模式之中，我们就需要运用相

关的解题思想、策略使这些在不同模式中的有用的知识重新组合、排列形成新的模式，

进而把复杂或者新的问题解决掉。

3.2.2 分数应用题的表征

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问题表征是对问题信息的提取和理解内化过程，正确的问题表

征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前提。优秀的问题解决者在长时记忆中存在有许多不同的解题案例

模式，使知识与模式完整的结合起来。当问题解决者对新问题进行分析时，新问题的特

征线索会激活长时记忆中相应的的案例模式，按照案例模式的表征迅速形成对新问题的

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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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应用题的心理表征有两种策略，即直接转换策略和问题模型策略。直接转换策

略是首先从题目中选取数字，然后对数字进行加工，加工过程中强调量的推理，即计算

过程；问题模型策略是首先理解问题情境，然后根据问题情境表征制定解题计划，该过

程强调质的推理，即理解问题中条件之间的关系。在表征分数应用题时，虽然学生能够

从整体上对应用题框架结构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对文字较多、背景与数量关系稍复杂

的题目，许多学生还是无法正确判断其结构，找不出对应关系，对分数应用题的正确表

征难以形成。[32]例○1 ：某皮包生产厂，七月份生产的皮包数量与六月份生产的皮包数量

的比是 4∶3，,七月份生产 2400 个，六月份生产多少个皮包？面对这道题目大部分学生

都能迅速找到七月与六月的比，把多余的文字省略掉，还能转化为份数，即七月占 4份，

六月占 3份。但若果把“七月与六月的比是 4:3”转化为“七月是六月的
4
3
”这样的分

率关系，因为无法确定谁是代表单位“1”的标准量，不少学生会感到困惑不知如何转

化。显然第一种把比例关系转化成份数关系属于直接转换策略，第二种把比例转化成分

率属于问题模型策略。而问题模型策略对学生的逻辑思维水平要求比较高。

3.2.3 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皮亚杰提出，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的

主动性，该理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内容博大精深，反映在教学上就是强调学生主动探

索知识、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反对机械的、填鸭式的学习模式。在其影响下产生以下

三种教学模式[33]：

1．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以“最近发展区理论”为依据，认为“应当为学习者建构对知识的理解

提供一种概念框架，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

为此事先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支架式

教学模式对分数应用题的教学很有帮助。例如在百分数应用题教学中，浓度问题是重难

点。它的难点，一是溶质、溶剂、溶液都是初中三年级才学习的化学知识， 二是涉及

到写等量关系式时需要用到方程的思想。如果让学生自己来学习，显然初三的化学知识

对六年级的学生而言是陌生的，方程的等量思想对学生并没有根深蒂固。因此就需要教

师根据“最邻近发展区”搭起一个“支架”——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浓度知识、深化方程

思想，这样学生才能自主探索解决较复杂的浓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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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抛锚式教学

抛锚式教学认为“教学要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 确定这

类真实事件或问题被形象的比喻为抛锚”。该教学模式强调如果学生在学习时，需要深

刻认识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它们之间或内部的本质联系，不能只简单、机械的听教

师的讲解，而是要在真实而具体的环境中亲自去体验、去感悟、去探索。这种教学模式

和杜威的“做中学”本质是一样的，体现了学生在亲身实践中学习知识的精神。在分数

应用题按比例分配的教学中，如果让学生亲自去操作一些具体的实验效果是非常好的。

比如果汁的调配，学生按照一定的比例亲自调配果汁饮料，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学生体会

到了亲自动手、合作劳动的快乐，并且对按比例分配的知识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样

使枯燥的数学知识真正融入生活。

3．随机式教学

随机进入教学认为“在教学中对同一教学内容，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下，

为不同的教学目的，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呈现。即学习者可以随意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

式进入同样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的多方面的认识与理解”。

每一次的进入学习不是对上次的简单重复复习，而是从不同认知角度进入，获得对所学

知识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理解。这样的学习模式对学生是非常有用的，可以使学习

者获得对知识的全面、客观的了解，在认识上有质的飞跃。有利于培养学生发散的思维

品质。宋朝的苏轼有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

于分数应用题的教学，随机式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分数应用题表面上看是在乘除法意义

上产生的，而本质上是在“量”和“率”的基础上、反应数量之间份数关系。许多教师

一味强调“量”和“率”的对应，而忽视了份数的作用。对一道分数应用题，我们应该

重视对“份数法”的认识。这样我们在进行教学时，只有引导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对

分数应用题从份数、分率、方程三个切入点进行学习探索，才能使学生对分数应用题有

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学习模式下，份数法是对四、五年级倍数应用题的加深，

方程法的等量思想又为中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随机式教学对分数应用题具有极强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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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老教材六年级分数应用题课程对比分析

教材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章主要对老教材《九年义务教育六

年制小学教科书·数学（第十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新教材《西师版(版)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六年级上下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进行

全面的对比分析。

§4.1 分数应用题课程结构设置的对比

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课程在整个小学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新老教材在课程的结构设置

上有很大的不同，表 4-1 显示有关分数应用题在整个六年级课程中的结构设置顺序（非

分数相关内容只标注，不做具体展开）

表 4-1 课程结构设置对比

第几册·第几单元 老教材（人教版）课程结构 新教材（西师版）课程结构

第十一册·第一单元 分数乘法

○1 分数乘法的意义和计算法

则○2 分数乘法应用题○3 倒数

的认识

分数乘法

○1 分数乘法计算法则

○2 解决问题

第十一册·第二单元 分数除法

○1 分数除法的意义和计算法

则○2 分数除法应用题○3 比的

意义、基本性质、应用

圆

第十一册·第三单元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和应用题

○1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2 分数应用题

分数除法

○1 认识倒数和分数除法计算

法则○2 解决问题○3 探索规律

第十一册·第四单元 圆 比和按比例分配

○1 比的意义、基本性质

○2 解决问题

第十一册·第五单元 百分数

○1 百分数的意义和写法

图形的变换和确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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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分数和分数、小数的互化

○3 百分数的应用（一般应用）

○4 调查利率，计算利息

第十一册·第六单元 总复习 分数混合运算

○1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2 解决

问题

第十一册·第七、八、

九单元

无 负数的初步认识

可能性

总复习

第十二册·第一单元 比例

○1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2

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意义○3 比

例的应用

百分数

○1 百分数的意义和写法○2 百

分数和分数、小数的互化○3 解

决问题

第十二册·第二单元 圆柱、圆锥和球 圆柱和圆锥

第十二册·第三单元 简单的统计 正比例和反比例

○1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2 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意义

第十二册·第四单元 整理和复习 统计

第十二册·第五单元 无 总复习

由表 4-1 可已看出老教材在六年级上册（第十一册）在第一章至第三章把涉及到分

数的内容一次性集中展现出来，下册（第十二册）没有关于分数的内容。而分数应用题

（如分数乘法应用题）在每单元中作为独立的一节课程内容。整个课程设置按照知识的

难易有梯度的设置，体现了知识的内部结构由易到难的连续性。每章都先设置运算意义、

运算法则，然后在此基础上把相关分数应用题以专题的形式展现。教材对诸如分数乘法、

分数除法、百分数的“意义”特别强调，因为“意义”是应用题的理论基石。这样设置

结构侧重教学立足于题，强调教师对学生解决分数应用题解题技能和方法的指导，学生

解题过程往往陷入“公式化”。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把中小学学生的数学学习目标定为四

个方面，即知识与技能、数学思考、解决问题、情感与态度。因此新教材没有单独设置

“应用题"单元，而是把“解决问题”这一目标贯穿于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与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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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新教材的章数明显增多，如比和按比例分配在老教材中是一节，而在新教材中作

为独立的一个单元。分数相关内容被大跨度的安排在新教材六年级的上下两册教材中，

这与老教材明显不同，这样“螺旋式”的安排正是体现“最近发展区”的教育思想。新

教材不刻意强调分数乘除法的意义，但在课后的习题中跳跃式的出现，这样的安排同样

体现“螺旋式”，不让学生对具体的“意义”死记硬背，而是逐步的层层让学生感受、

掌握“意义”。这样避免了强突式灌输性学习，让学生不感到生硬。分数应用题架起了

分数计算和相关应用的桥梁，同时又是问题解决和数学应用的结合，在每一单元的各节

都有体现，尤其是在“解决问题”一节中。这样的设置淡化固定的解题模式，避免“对

号入座”，在教学中侧重于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加强合作，探索多样的解题策略。

§4.2 分数应用题教学内容的对比

新老教材中分数应用题的内在知识要求是一样的，但在题干内容，解决问题的方法

存在很大的差别，下面以分数的除法、比和按比例分配两个单元中分数应用题的解决做

出详细的对比分析。

1．分数除法应用题的对比

老教材该部分内容有一个复习题和五个例题与相关习题组成，复习题是对分数乘法

应用题的回顾，是分数应用题第一阶段的第二种类型。例 1、例 2、例 3 是第一阶段的

第三种类型，都是已知比较量和对应的分率求单位“1”的标准量。如例 2：一条裤子的

价格是 75 元，是一件上衣的
2
3
。一件上衣多

少元？教材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先画出先段

图，分析谁是单位“1”及数量关系，然后利

用“一个数乘分数的意义”写出等量关系式：

上衣的单价×
2
3
=裤子的单价，根据等量关系

式列出方程进行求解。新教材该部分的解决

问题安排了四个分数应用题解决例题，期中

例 1、例 2和老教材的前两个例题属于同一种

类型，如例 1(如图 4-1)。 图 4-1 源自西师版教材六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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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上采用情景对话的形式让小朋友说出“黄沙的
2
5
等于 24吨”，然后列出方程求

解。可见新老教材在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上相同点是：都一致认为分数除法应用题是教

学难点，为了降低教学难度而采用方程把除法转化为乘法进行解答，这样安排复合认知

心理学模式识别理论中的“原型说”。乘法的意义在第一单元都进行了学习，学生在处

理分数除法问题时很容易就能找到分数乘法这个“原型”，因此由乘法关系式建立方程

就显得顺理成章。不同之处是：老教材对如何得到等量关系式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

有助于学生的掌握，这样安排充分体现了列方程解应用题的思想。但由于分析过多，限

制了学生的主动探索。新教材是直接在乘法的意义上建立方程，这样设计有助于学生主

动的探索，不足之处是这个阶段学生（中等程度的学生）的列方程的能力都不是很强，

在没有明确的等量关系式下，直接列方程学生经常出错。这就要求教师要适当且必要的

引导。另外老教材例题一般采用纯文字的表述方法，显得单调，虽然是应用题却缺乏生

活气息，而新教材例题一般都采用情境图的模式加以呈现，增加学生的兴趣，这是新老

教材在外在表现上最大的不同。

老教材的例3以三个相似的小应用题的形式把第一阶段的三种基本分数应用题进行

分类总结复习，明确要求分析数量关系、找到单位“1”。即○1 池塘里有 12 只鸭和 4 只

鹅，鹅的只数是鸭的几分之几？○2 池塘里有 12 只鸭，鹅的只数是鸭的
1
3
。池塘里多少只

鹅？○3 池塘里有 4只鹅，正好是鸭的只数的
1
3
。池塘里面有多少只鸭？这三个题都采用

算数的解法，如例○3 先画出线段图，得 4÷
1
3
=12（只）,虽然例题没有明确的提出“比

较量”和“分率”的对应除法关系。但解法已将该思想体现出来。新教材在例题中从来

不提单位“1”，只强调乘法意义，但在课堂活动中有让学生找单位“1”的题目，这样

的安排表面上看显得有些突兀，对学生来说有些陌生，这就要求教师在例题解决中加强

寻找单位“1”的引导。

老教材的例 5新教材的例 3都是分数应用题的第二阶段的分数复合应用题。新老教

材都采用列方程的解法。由于单位“1”的变化，老教材没有采用乘除混合编排的解法，

这样安排是尽量降低难度，避免单位“1”的变化给学生带来的不适。新教材在没有任

何引导的前提下给出了分步的算数法，根据笔者连续几年的毕业班教学来看，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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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对“量”、“率”关系式的渗透加深，只有少数优秀的学生能够把这类问题解决好。

综上分析，老教材在分数除法应用题的安排上遵循知识的内在联系，有梯度的层层

展开，便于教师的驾驭与学生的掌握。不足之处在教学中呈现“类型化”，题目的设计

虽说是应用题，但形式单一，题目内容涉及生活但显得枯燥无味，给人的感觉是为了编

题而刻意编写凑的数字。例如“一桶水，用去它的
3
4
，用去了 15kg。这桶水重多少 kg？”

这样的不足在其它章节同样存在。新教材的题目设计都很新颖，文字内容切合学生实际，

并且图文并茂，有些纯文字的题目也尽量贴近实际，如“长江流域约有 120 种矿产资源，

可供开发的占
5
6
。长江流域的矿产资源种数约占全国的

30
37

。○1 长江流域可供开发的矿产

资源有多少种？○2 全国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可见新教材在题目的设计上非常用心，

把地理科学融入数学，体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不足之处是知识点分散在各个角落，

重难点没有体现，显的条理性和内在连续性不够，如果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稍有不足对

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比和按比例分配应用题的对比

该部分内容在老教材中作为分数除法的第三节，在新教材中作为独立单元出现。这

一合一分可不简单，下面结合新老教材的例 1与新教材的例 3进行分析。

老教材比的应用首先给出一道复习题：一个农场计划在 100 公顷的地里播种 60 公

顷大豆和 40 公顷玉米。大豆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各占这块地的几分之几？大豆和玉米的

播种面积的比是多少？例 1是在其基础上引出的，即一个农场计划在 100 公顷的地里播

种大豆和玉米。播种面积的比是 3:2，两周作物各播种多少公顷？复习题是分数应用题

第一阶段三种基本类型的第一类（比较量÷标准量=分率），例 1的解决方法是把大豆和

玉米的面积比是 3:2，转化为大豆占总面积的
3
5
，玉米占总面积的

2
5
，然后按照分数乘

法应用题进行求解。可见把该部分内容与分数除法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单元有其内在的原

因。一是由于比是在除法与分数的基础上得到的，二是把按比例分配的应用题转化为分

数乘法应用题符合本单元解分数除法应用题的基本思想。这样的安排体现出知识的连续

性与继承性，但题目内容枯燥远离生活实际且结构封闭，求解方法单一没有鼓励学生进

行多种解题策略的探索。这与新课标的要求“选取密切联系学生生活、生动有趣的素材，

鼓励解决问题策略多样化”
[34]
是不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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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材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的例 1选取了非常贴近学生生活的素材作为题干内容。

即“陈红拿出 6 元，赵青拿出 4 元，一共买了 15 本同样的笔记本，他们应该怎样分这

些笔记本？”题目生活背景明显，没有捏造的痕迹，完全符合学生的生活经验。这样的

问题在学生的生活中经常遇到，学生很想公平分配，但在没有学该知识前不能很好的解

决。这样的应用题很容易激起学生的兴趣与求知欲。题目并没有像老教材那样直接给出

比例关系，而是引导学生发现“平均分不合理，应按照钱数的比来分才合理”，得到两

人的钱的比是 3：2。这个过程就是探索交流，分析、发现问题的的过程，相对老教材的

例 1就没有探索发现转换的过程，而是直接利用公式直接套用。新教材例 1方法一是由

两人钱的比 3：2 得到陈红分 3 份赵青分 2份，利用方程求出每份是 3 本，进而求出两

人各份多少本。方法二则是转化为分数乘法求解。这样的设计新颖、合理，符合学生的

认知心理。又体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多样性。

新教材的例3是笔者认为设计最具创新精神的解决问题中的分数应用题。题目如下：

甲、乙、丙三人合租一辆车运同样多的货物，从 A 地到 B 地需付运费 90 元。甲在全程

的 处卸货，乙在全程的 处卸货，只有丙到 B地。他们如何分摊运费？这个看似没有什

么特别之处题目的出现在小学应用题教学中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来看解决方法一：

按三人所行路程的比分摊费用，甲：
190 15

1 2 3
 

 
（元.），乙：

290 30
1 2 3

 
 

（元），

丙：
390 45

1 2 3
 

 
（元）。方法二：把路程分为 3段，按段数来分摊费用，每段运费：

190 30
3

  （元），第一段甲、乙、丙分摊，各分 10 元，第二段乙、丙分摊，每人分 15

元，第三段丙一人分 30 元。因此三人分摊的费用是：甲 10 元，乙 10+15=25（元），丙

10+15+30=55(元)。这个看似结构严谨的题目，解决方法却是真正具有开放性的。“体

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发展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 [2]是新课标在总体目标中明确提

出的，但在实际教学中解决问题的多样性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同一个问题站在不同

的角度有几种不同的解决策略，虽然方法不同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正如谚语“条条大

路通罗马”，二是以图示、列表的形式给出实际问题的数据，让学生自己根据数据提出

问题进而解决。而新教材例 3所体现的解决策略多样性和这两种情况本质上是不同的，

它引导学生从路程的两个侧面去探索，却得到两种不同的合理分配方法。这与以往应用

题答案必须唯一是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的不为人重视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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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这一面却是培养学生发散性数学思维所必需的。可见新教材把比和按比例分配从

分数除法中分离出来做为单独的一个单元，就是使解决问题中的分数应用题不受格式

化、公式化的影响，积极探求分数应用题解决的策略多样化，使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

现实问题，解决问题。就像能够从山脚下多条路到达山顶，也能从山顶沿不同的道路下

山一样。

§4.3 分数应用题呈现方式的对比

老教材中分数应用题的例题呈现都是以纯文字的形式给出，没有一幅相关图片。如

在前面分数应用题教学内容对比中出现的老教材例题都是如此。老教材只有个别的习题

配有小的插图并且和所给题目结合不是很紧密。

新教材解决问题中的分数应用题按照新课标“选取密切联系学生生活、生动有趣的

素材”的要求对每一个例题都采用鲜活的方式加以呈现。这样的特点贯穿于新教材从一

年级到六年级的所有解决问题中。

1.以情景图的形式呈现。如上册第一单元解决问题例 3（图 4-2）

图 4-2 源自西师版教材六年级上册

2.以图形加文字的形式呈现。如上册练习十七的习题 5（图 4-3）

图 4-3 源自西师版教材六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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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阅读材料的形式呈现。如下册第一单元解决问题的例 5（图 4-4）

图 4-4 源自西师版教材六年级上册

4.以表格的的形式呈现。如下册练习六的习题 9（图 4-5）

图 4-5 源自西师版教材六年级下册

5.以统计图的形式呈现。如上册练习二十二的习题（图 4-6）

图 4-6 源自西师版教材六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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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动漫形象、游戏活动的形式呈现.如上册练习二十二的习题 7（图 4-7）

图 4-7 源自西师版教材六年级上册

另外新教材还把以上六种形式采用多重组合的方式呈现。由此可以看出新老教材在

呈现方式上有巨大的不同。老教材以纯文字的形式呈现必然会造成题目结构的封闭，题

目的条件往往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少用或者多用条件都无法使问题解决。这给学生产

生误导，只要是题中的条件都是有用的，使学生容易陷入按公式凑条件的怪圈。这就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维发展。分数应用题本身难度就大，以单一陈旧的方式呈现就

更容易使学生对分数应用题感到索然无味，进而失去兴趣。新教材以多种方式呈现解决

问题，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开放的，引导学生在现实的情景中解决实际问题，题目所呈现

的信息很多，需要学生主动探索、交流、甄别题中的各种信息，进而选出有用的信息，

从而进一步形成有效的解题策略。这个过程对提高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很有帮助。新老

教材分数应用题呈现方式的不同是对教师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带来的是教学方式和学习

方式的巨大改变。老教材将分数应用题严格按照“量”、“率”关系分类，这样的分类按

照由易到难的顺序展开，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每节课都是一课一例，每一例都给出固定

的解题模式，随后的习题也是对该类型的巩固练习。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往往形

成如下的解题过程：○1 找条件确定单位“1”，○2 确定“量”、“率”关系，○3 寻找记忆中

的模型，○4 套用公式列式计算。这样的解题过程是机械的，对学生的数学思维的发展是

不利的。学生虽然表面上在解决应用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得不到培养。新教材

遵循“出示问题情境（提出问题）——探究交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列出算式）

——解答算式（计算）”[35]的规律编排分数应用题。这样教学就相应的向引导学生探究

交流、分析问题、形成不同的解题策略倾斜，从而避免使学生形成死板的解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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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六年级分数应用题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

§5.1 调查目的

全面了解六年级分数应用题在我国的真实的教学情况，对当前的教学现状作出分

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为提出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探讨分数应用题在小升初中

的作用提供现实依据。

§5.2 调查对象及方法

调查对象：○1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英语学校与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六年级 200 名学

生。○2 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的孙老师、涧西区英语学校的杨老师、河科大附小的张老师

调查方法：○1 采用试卷测试法、问卷调查法对学生分数应用题的学习态度、认知水

平、自我评价能力、对教师的教学满意度和解题能力进行综合调研。○2 对一线孙老师、

张老师进行访谈，了解一线老师对分数应用教学的经验与困惑。○3 对杨老师的一节正常

教学课进行现场观摩，课后对杨老师进行访谈。

§5.3 调查现状与相应分析

5.3.1 对学生的试卷、问卷调查与分析

笔者于 2012 年 2 月中旬在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和涧西区英语学校各抽取两个班，

共 200 名学生进行试卷、问卷调查。这 200 名学生都有其任课数学老师选出，学生数学

成绩等级覆盖优、良、中、差。此次调查共发放试卷、问卷各 200 份。收回试卷 190 份，

有效率 95%；有效问卷 196 份，有效率 98%，完全符合调查要求。

1. 分数应用题调查试卷结果与分析

本试卷由十道客观题目组成，其中五道选择题、三道填空题、两道解答题，涉及分

数应用题各个不同方面，主要考察学生的基本知识的掌握与解题能力。测试结果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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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调查试卷测试结果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对

人数

百分

率

65% 75% 85% 57% 35% 76% 75% 23% 53%

2%（答对两种情况）

68%（答对一种情况）

表 5-1 的数据是令人震惊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分数应用题的解题能力呈现非常薄弱

的态势。在分数应用题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基本概念不清，基本知识点掌握不牢固

测试卷的第六题“12千克大米，吃了
3
4
，还剩多少千克？如果吃了

3
4
千克，还剩多

少千克？”考察分数乘法、分率与数量的区别。这是分数应用题中最基本、最简单的概

念。仍有24%的学生出现错误。

第一题“六二班男生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5
3
，女生比男生少几分之几？”和第二题“甲

是乙的
2
3
，乙是丙的

5
4
，则乙是甲的几分之几，丙是乙的几分之几，甲是丙的几分之几，

丙是甲的几分之几”考察单位“1”的确定与不同单位“1” 之间的转化。单位“1”的

转化是分数应用题的最基本知识点，是必须熟练掌握的内容，从数据看至少有25%到35%

的学生没有掌握。

○2 对知识的交叉认识不清，缺乏基本的解题技巧

第四题“六二班女生人数和全班人数的比是 5:13，女生比男生少几分之几”考察比

例和分率之间的转换，答对的只有 57%。

第八题“甲的
2
3
等于乙的

4
5
，则甲是乙的几分之几，乙比甲少几分之几”考察等量

关系式和分率的转化，答对的只有 23%，说明学生对等式的基本性质和比例的基本性质

在知识上存在很大的漏洞。

○3 数量关系分析不清，工程问题等稍复杂应用题解题能力不强

第九题“一根电线剪下
2
5
后，又接上18米，这样比原来长20%。这根电线原来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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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米？”有47%的出错率，从做错的情况看，学生都是用算数法做错。这道题通过画简

单线段图就可以确定数量关系式，却没有一名学生画线段图。

第五题“张师傅8天完成10天的工作量，工作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几？”这道工程问

题只有35%的学生做对，可见大部分学生对工程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对解决工程问题

常用的假设法、算数法没有理解并掌握，可见学生对复杂应用题缺乏必要的解题技能。

○4 对开放的数学问题缺乏发散性思维

第十题“甲、乙、丙三人合租一辆车运同样多的货物，从A地到B地需付运费90元。

甲在全程的
1
3
处卸货，乙在全程的

2
3
处卸货，只有丙到B地。他们如何分摊运费？”这

是西师版新教材六年级上册按比例分配的解决问题的例3。该题在教学中肯定教师和学

生共同探究过的一个题，但是运用发散思维从两个角度完全把该题解决的只有四名学

生。98%的学生对开放性的数学题目还是很陌生的，既使讨论过的原题，仍就毫无感觉。

总整体上看六年级学生对解决分数应用题的能力欠缺、知识结构不完整。可见当前

分数应用题的教学实际效果是令人担忧的。

2.分数应用题教学现状调查问卷结果与分析

本调查问卷由十五道客观题组成，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如下：

○1 教师的课堂授课方式调查

第一题“课堂上老师通常采用以下哪种方法处理分数应用题的例题”，8%的学生认

为教师是用讲授法教学，30%的学生选择教师采用讲授和提问相结合的教法，5%的学生

认为教师让学生小组合作探讨解决例题，57%的学生表示教师采用教师讲授与学生合作

探讨相结合的方法讲课。由此可见，大部分的教师采用讲授与提问，或讲授与合作探讨

的方法来处理例题。

○2 六年级学生对教师讲课方式的满意度

第二题“老师现在的讲课方式你认为怎么样”，8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数学老师讲

课的方式很好，2%的学生认为老师讲的不好，8%的学生说不清。这说明，大部分的学生

还是非常认可自己的数学老师的。笔者认为这与小学生的心理发展因素有一定关系，只

要是老师说的都是对的这样的想法在小学生中普遍存在。仍有 10%的学生认为教师讲的

一般，建议教师应该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

○3 六年级学生对教师教学方式建议调查

第三题“为提高分数应用题的解题能力，你希望老师应该是”，30%的学生认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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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该多讲各种类型的题目，6%的学生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练习，45%的学生希望老

师多讲数学思想方法，15%的学生希望老师多讲典型例题。由数据可知有接近一半的学

生希望老师多讲数学的思想方法，可见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数学思想的渗透还不够，教

师在这方面应有所加强。

○4 六年级学生对分数应用题的学习兴趣程度

第四题“你喜欢做分数应用题吗”，22%的学生特别喜欢做分数应用题，38%的学生

选择了喜欢。说明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还是对分数应用题感兴趣的。7%的学生选择不喜欢，

说明这部分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困难。

○5 六年级学生对西师版教材中的分数应用题编写的满意度

第五题“你认为西师版教材中的分数应用题”，38%的学生认为能联系生活实际，很

有意思，40%的学生认为比较能联系生活实际，可见西师版教材中的分数应用题的编写

还是很不错的，得到了大部分学生认可。

○6 六年级学生对自己上课学习状况的评价调查

第六题“在分数应用题教学的课堂上，你愿意积极发言或分组探讨吗”，28%的学

生特别愿意积极发言和分组讨论，37%的学生选择愿意，但仍有 32%的学生选择一般，说

明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还不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老师的课对学生的吸引

力还不够，建议教师应加大课堂的创新力度，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

第七题“老师讲分数应用题例题时，你喜欢”，大部分（62%）的学生选择先听讲

后练习，15%的学生选择先预习后听讲，说明有课前预习习惯的学生不多，大部分学生

还是被动的听老师先讲完后，再练习。建议老师鼓励学生加强课前的预习，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为升中学做好准备。

○7 六年级学生对分数应题在各章节中难易程度的感知

第八题“你觉得下面哪章的分数应用题最难学”，没有一名学生认为分数乘法应用

题难学，57%的学生认为分数四则混合运算的应用题最难，10%的学生认为分数除法应用

题最难，33%的学生认为百分数题最难。可见学生对分数的综合运算应用题还是有一定

的畏惧情绪。建议教师加强疏导，教学中尽量用多种策略解题，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从

而降低解题的难度。

○8 六年级学生对分数应用题学习障碍调查

第九题“你觉得学习分数应用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27%的学生选择读不懂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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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学生找不到数量关系式，28%的学生分不清单位“1”，15%的学生不会列式，另外

第十题“当有一道分数应用题不会做时，你认为原因是？”，20%的学生在心理上怕做

分数应用题。由数据可知，学生在解分数应用题的各个环节都是存在问题的，应引起老

师们的充分重视。

○9 六年级学生利用分数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十一题“你觉得学习分数应用题对能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吗”，27%

的学生认为学习分数应用题对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有帮助，60%的学生认为有一定帮助。

可见大部分学生还是认同学习分数应用题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但仍有 7%

的学生学习分数应用题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6%的学生说不清楚。说明仍有一部分学生

对所学的分数知识应用到实际的能力存在欠缺，老师应加强引导。

○10六年级学生对分数除法应用题的解法选择

第十二题“对分数除法应用题你通常会选择哪种解决方法”，45%的学生选择算数

法，20%的学生选择方程法，5%的学生会选择分数法，10%的学生三种方法都很熟练，20%

的学生三种都不熟练。由数据可知能够熟练运用多种策略解题的学生并不多，只有 10%,

说明学生对所学知识没有深刻认识才造成不能多角度理解并运用。学生对方程法显得比

较冷淡是很值得老师们重视的问题。方程思想解应用题如果没有深入学生的心，会对小

升初造成不利的影响。

○11六年级学生对“过程”和“结果”数学观念的调查

第十三题“你认为解分数应用题过程和结果那个更重要”，80%的学生认为解分数

应用题的过程总要，10%的学生认为结果重要，10%的学生选择说不清。说明大部分学生

认识到解决分数应用题过程的重要性。

○12六年级学生对自己应用方程解决分数复杂问题能力调查

第十四题“你有信心用方程解决复杂分数应用题吗”，10%的学生特别有信心，10%

的学生有信心，52%的学生信心不足，28%的学生毫无信心。可见大部分学生

（52%+28%=80%）对用方程解决复杂分数应用题的信心是有缺失的，结合第十二题有 20%

的学生选择用方程法解分数应用题，说明列方程解应用题在现实的六年级教学中是很不

成功的，没有引起广大一线教师的充分重视。

○13六年级学生对解分数应用题自我评价能力调查



小学六年级数学分数应用题教学研究——以西师版实验教材六年级上下册为例

32

图 5-1 分数应用题解题能力自我评价图

第十题要求学生把附录 B中十道分数应用题自认为做对的题的序号写下来。统计图

显示每道题答对的人数和自我评价正确的人数。比如附录 A的第三题比较简单，则答对

的人数，和自我评价正确的人数就比较多。第八题和第十题比较难，则答对的人数和评

价正确的人数就比较少。可见分数应用题越简单，自我评价就越准确，随着题目难度的

增大，自我评价出现的偏差就会加大。

5.3.2 对一线教师的访谈与分析

笔者本身虽然已三次教六年级，为了更全面的了解一线其他六年级数学教师对分数

应用题教学的看法，进而对两位六年级教师进行了访谈。

孙老师：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数学一级教师，大专学历，教龄 4年，2011 年下半年

第一次教六年级。张老师：河南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数学高级教师，涧西区教育局数学教

研员，本科学历，教龄 12 年，连续 9 年执教六年级数学。为了让两位教师说出真实的

教学感受，因此没有设置访谈提纲，而是让教师谈一谈自己对现行西师版新教材中分数

应用题教学的看法。两位老师对我的访谈非常配合，在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以下是两

位老师的访谈笔录。

对孙老师的访谈是在 2011 年 11 月中旬进行。孙老师说：“这学期是我第一次带六

年级，这届学生是我从三年级教上来的，班上成绩一直很好。在学完六年级上册第一单

元分数乘法后测试，学生的成绩稍有下降，但整体还不错。但在讲第三章分数除法应用

题时，我感到非常吃力，我对课本上的例题反复讲解，学生感觉也听懂了，但就是做题

总出错，教材中应用题有大量插图，很多学生经常看不懂题意，原来学习程度很好的学

生现在看到分数除法应用题不知道方程怎么列。我也把课程标准和六年级的教参认真研

究了一下，在教学中我除了对课本上的习题进行讲解处理外，还自己编制了很多联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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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际很密切的分数应用题让学生练习，我也鼓励引导学生小组讨论找到多种解法，课

堂上学生合作讨论的很起劲，但就是一做题就不行。分数除法应用题测试班上平均分才

75 分，我感觉很苦恼。我觉的现在用的西师版教材在六年级之前还挺好教的，同样的编

排模式为什么六年级这么难教呢？分数应用题难易程度忽高忽低，学生们找单位“1”

总是出错，用方程解分数应用题时等量关系式用写出来吗？学生怎样才能找到等量关系

式呢？分数乘法应用题学生容易掌握，分数除法应用题的算术法还用让学生掌握吗？分

数应用题的很多关系式还需要学生掌握吗？”

2011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我带着孙老师的疑问对张老师进行了访谈，请他谈谈对

新教材分数应用题教学的看法。张老师说：“新教材在整体编排上较老教材有很大的不

同，并且强调应用题解决的方法多样性，另外新教材在题目呈现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创

新与突破，但对学生有效提取信息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如何培养学生正确阅读题目、快

速准确的选择信息，老师们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想法。当前新教材虽然非常重视学生把从

杂乱的实际问题中选出的信息转化成数学算式，但在转化数学算式的过程中却淡化了对

“量”、“率”关系的分析，有时只出现简单的关于数量结构的句子，也没有进一步分析

转化为关系式。这就是学生经常感到困惑“这个算式为什么这样列？”的原因。像孙老

师这样的年轻教师没有使用过老教材，在六年级之前对应用题的数量关系式不够重视，

没有养成让学生抓住题目主干分析关系式的习惯，造成在六年级分数应用题教学中忽视

“量”、“率”关系，使的学生虽然在不停的探索，但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解题策略。现

在很多教师在分数应用题教学中不再强调“量”、“率”关系，认为这样做就没有达到

新课标的要求，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在谈及自己如何进行有效的分数应用题教

学时，张老师又说：“我教六年级数学九年，五年都用的是老教材，老教材对我的教学

帮助很大，使我容易驾驭教材。新教材用了四年，第一年效果不太理想，因为把老教材

很多精华的部分完全摒弃，一味追求新教材中的新鲜的东西。第二年用新教材就采用先

上新教材完成教学任务，再补充老教材中的必要知识点，进行补充练习，学生成绩有了

明显的提高，但感觉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学习效果不是最佳。第三年和第四年进行

了全面的改进，就是充分利用新教材新颖的例题，引导学生探索数量关系式，把原来新

教材提倡的探索不同的解题方法，改进为让学生体会数量关系式的形成过程。在分数乘

法应用题中，即使没有掌握好数量关系式，对解题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在分数除法应

用题中，等量关系式分析不清，方程式就很难列出，“量”、“率”关系不清，算数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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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子就不容易得到。尤其是在复杂的分数应用题中，如果没有明确单位“1”与“量”、

“率”关系，学生会感到没有一点解题思路，老师的教学很难正常展开。即使学生听懂

了一个题，如果对题稍加改变，学生虽感觉似曾相识，但如何正确解决仍是束手无策。

基于此，我加大了数量关系式探索的学法指导，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学生的成绩也

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最后作为一名任教十二年的一线数学名师张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对

西师版新教材分数应用题教学的一些困惑，他说“如何帮助学生探索等量关系式、确定

单位“1”与“量”、“率”关系”，让学生亲历这个过程，又不觉的枯燥，而不是教师直

接讲解，这个度该如何把握？另外，从分数除法应用题开始，新老教材都加大了对方程

思想解决问题的引入，由于六年级学生解方程的能力不够，面对复杂的分数应用题，即

使找到等量关系式，却解不出来。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对孙老师和张老师访谈结束后，笔者对两位老师的谈话内容进行了梳理。认为张老

师对孙老师困惑的解释我是完全赞同的，并且深有同感。因为笔者第一次教六年级的时

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张老师对新教材分数应用题教学过程的处理上体现了一名优秀

教师不断探索的精神。用分数应用题的“量”、“率”关系来分析题目，可以避免学生对

应用题解法的盲目探索，对提高解题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对于张老师的第一个困惑“如

何帮助学生探索等量关系式，这个度该如何把握？”，笔者提出了如下的思考与建议：

1.培养学生探索应用题数量关系式至少从四年级的应用题教学就要开始，如果头脑

中长时记忆没有积累一定数量的必要的数量关系的模块，学生很难形成良好的解题策

略。很容易在分析题目信息时断章取义，抓不住问题核心。看到“多”字就用加法，看

到“少”字就用减法，遇到“倍数”不是乘法就是除法。例如四年级有这样一道习题：

小明家有 9本书，小明的书是小强的书的 2倍少 3本，问小强有几本书？学生通常错误

的做法有以下几种：○1 9÷2－3 ○2 （9－3）÷2 ○3 9×2－3。这三种尤其是前两种是学

生经常犯的错误。笔者用这道题对河南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两个班 96 名学生进行

随堂检测，结果学生错误率高达 70%。造成学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生不会分析数量

关系。因此从四年级开始，甚至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就要加强学生数量关系式主动探索的

亲身体验。对数量关系的积累不能死记硬背，必须从多角度展开。可以借助实物、模型

让学生感受，让学生动手制作必要的学具，亲自动手摆一摆、画一画，比如在解决有关

平行四边形面积的实际问题时，动手制作一个平行四边形是很好的探索学习过程。也可

以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学生发现相应的数量关系，比如在行程问题的相向运动教学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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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生面对面的行走一段路程，其他学生观察这个相向而行的过程。学生有了这个亲

身体验的经历就会跟容易探索出“甲走路程+乙走路程=总路程”这个等量关系式，还能

发现两人行走的时间是相同的这个知识点。

2.华罗庚先生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数与形，本是相倚依，焉能分作两边飞。数无形

时少直觉，形无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隔离分家万事休。华先生所提倡的就是

数形结合的思想。在探索数量关系式的过程中，数形结合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画线

段图。老教材最大的优点就是用线段图来分析应用题。线段图不仅能够清楚明了的展现

题目中的数量关系，通过画线段图能够使学生准确理解题意，迅速找到已知条件和所求

问题，帮助学生确立数量关系式，进而转化成算式解决问题。很多学生不会画线段图，

这主要是老师讲解引导不到。对于分数应用题的线段图，应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是

在四、五年级的时候一定要让学生练习和倍、差倍应用题，教师应下大力气教会孩子画

和倍、差倍应用题的线段图。教师应边讲解边示范作图，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作图习惯。

比如没有必要用尺子把每一段都画的一样长，大致一样就可以，注意把需要的量在图上

进行简单标注，这样有助于对题目的分析。对图形不要追求外观的完美，这样只能浪费

时间，铅笔作图简洁明了即可，这样有助于修改。学生开始时可能感到无从下手，有的

就主动放弃。其实“磨刀不误砍柴工”，只要经过一两个星期的画图专项训练，大部分

学生能对和倍、差倍应用题的线段图熟练画出，这将对其它类型应用题，特别是分数应

用题的作线段图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因为分数应用题本质上是和倍、差倍应用的题的

内在延续与加深。通过画线段图，不仅使学生明确“量”、“率”关系，用乘、除算术法

解题，也能找到等量关系式用方程法解题，更重要的是在线段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各部

分之间的份数关系，对算术法和方程法掌握不好的学生，选择用分份数的方法解分数应

用题不失为很好的方法。与其说方程法降低了分数除法应用题的难度，把除法的逆向思

维转化为乘法的正向思维。那么就可以这么认为：通过线段图的份数法降低了有关乘、

除法大部分应用题的的难度，对帮助后进生解决分数应用题是很有帮助的。这是应该充

分引起广大一线数学教师重视的问题。

对于张老师第二个关于“列出方程，不会解”的问题将在第六章详细论述。

5.3.3 对教学案例（课堂实录）的调查与分析

关于教学案例的调查，笔者对涧西区英语学校杨老师的一节随堂教学课进行现场观

摩，课后访谈。下面是对这节课的整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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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百分数问题教学案例（课堂实录）

教学内容：西师版教科书第 16 页例 3及相关习题。

教学目标：1．理解并掌握较复杂的百分数应用题的数量关系，灵活运用方程法和

算术法解决百分数应用题。

2．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教学重点：探索较复杂的百分数应用题的等量关系式。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引入新课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百分数解决问题的第三个例题，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以前

学过的一些知识。看小黑板。（出示小黑板，题目如下：（1）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

小王有故事书 x 本，科技书是故事书的 5 倍,科技书有多少本？科技书和故事书共有多

少本？故事书比科技书少多少本？）

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解答，三名学生演板，集体评讲。

师：刚才三名同学都做的很好，说明用字母表示数大家掌握的不错，用含有字母的

式子表示数量关系时既清楚又便捷，对我们解决稍复杂的问题很有帮助。我们再来看一

道题（出示小黑板反面，题目如下：（2）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的价格相差 60 元，上衣

的价格是裤子价格的 4倍。上衣和裤子的价格各多少元？）

师：这是一道差倍问题，这道题谁是一倍量？

生：裤子的价格是一倍量。

师：非常好，上衣的价格是裤子价格这样的 4倍，我们不妨把把裤子的价格看做 x

元，上衣的价格怎样表示？

生：4 x

教师在黑板上画出线段图。

师：根据题意结合线段图，你能找到上衣与裤子的价格存在什么样的等量关系式

吗？

生 1：裤子的价格+60 元=上衣的价格

生 2：上衣的价格－裤子的价格＝60 元

生 3: 上衣的价格－60 元=裤子的价格

学生回答，老师板书这三个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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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三个关系式虽然本质是一样的，但据此列出的方程是不一样，大家动手任选

一个关系式列方程做一做。

三名学生用不同的关系式列方程演板。

师：通过这三个方程，我们会发现用第二个关系式列的方程 4 x － x =60 比较方便，

请同学们自己动手把这三种方程都解一下，体会为什么第二个好。

师：如果我们将题目中第二个条件“上衣的价格是裤子的 4 倍”改为“裤子的价格

是上衣的 70%”，那么这道题就成为这节课我们要共同探究的解决百分数的问题。

教师板书课题：解决百分数问题

二、合作探究，解决问题

师：我们把复习题 2中的 4倍改为 70%，就变成了课本上的本节解决问题的例 3，大

家把题一起读一下。（学生读题）

师：好，例 3与复习题 2有什么相同点，同桌讨论，然后汇报。

生 1：都是已知上衣与裤子价格的差是 60 元。

生 2：都是求上衣与裤子的价格分别是多少。

师：这个题不同点是什么呢？

生 1：上衣与裤子价格之间的倍数关系，复习题 2 是用整数表示，例 3 是用百分数

表示。

生 2：复习题 2是差倍问题，例 3是分数应用题。

师：例 3中，哪个量是单位“1”？谁作为比较量呢？

生：上衣的价格是做单位“1”， 裤子的价格是比较量。

师：如果用方程来解决，未知数怎么设呢？

生：把上衣的价格设为 x 元，裤子的价格为 70% x 元。

师：题中的等量关系式和复习题 2 的一样吗？三个等量关系式我们选择哪个比较方

便呢？

小组讨论，每组选代表说一说具体的做法。

教师边讲解边板书：（由“上衣和裤子的价格相差 60 元”可知，例 3的等量关系仍

然是“上衣的价格－裤子的价格＝60 元”，据此可列方程解答。）

解：设上衣的价格为 x 元。

x －70% x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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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x ＝60

x ＝200

裤子价格：200×70%＝140（元）

师：例 3还能有其它解决方法吗？算数法能解决吗？

师：用算数法应该先求哪个量？

生：先求单位“1”的量，上衣的价格。

师：条件“上衣和裤子的价格相差 60 元”可以转化为“裤子的价格比上衣少 60 元”。

那么对应的“裤子的价格是上衣的 70%”可以转化为什么呢？

学生讨论，汇报。

生 1：裤子的价格比上衣便宜（1－70%）。

生 2：上衣价格的（1－70%）是 60 元。

师：非常好，求上衣的价格算式怎么列呢？

小组讨论，分组汇报。

师板书：60÷（1－70%）

师：刚才我们一起探究了有关百分数的实际问题，大家觉的百分数应用题和以前学

习的分数应用题在找单位“1”和数量关系上以及解题思路一样吗？大家仔细体会一下。

三、课堂练习，综合拓展（略）

四、课堂总结，课外作业

师：本节课我们主要探讨了用方程法和算数法解决百分数应用题，确定等量关系、

列出方程是本节课的重点，同学们对算术法解题还有些不熟练，课后对六年级上册分数

除法相关应用题再复习巩固，本节课后的作业是……

课后杨老师说：“教材上的例 3只给出了方程的解决方法，我补充了算术法，学生

在用方程探讨的时候比较容易，在用算术法时，班上有部分学生不太理解、掌握的不好。

在随后的课堂练习中我又有强化了算术法，学习效果才稍微好些。”笔者问杨老师如果

上教育部门组织的公开课是否会选这节课。她说：“这节课在探讨数量关系上有一定难

度，学生一般积极性不高，所以不会选择。公开课一般不选计算课和难度较大的解决问

题，如果选这样课各种准备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效果也不一定很好。因此会选择

图形、统计和可能性这样的课，这些课上起来轻松效果好。”

在对杨老师的课观摩和访谈结束后，笔者认为：杨老师的随堂课真实反应了当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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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应用题教学的现状。这节课从整体上表现的很自然，从复习准备到引入新课可以看出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节课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启发式教学，在探讨数量关系式时引导

学生讨论探究三种关系式的合理性，这样设计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样做可以避免学生

盲目选择算法，提高解题的有效性。不足之处是如果想要提高学生用算术法解决例 3这

样问题的解题能力。复习题 2在处理时就要细致一点，在用方程解答完时，最好让学生

讨论一下算数法，让学生说出算理即可，老师要板书算式引导学生体会算术法是方程的

逆运算。这让学生在接下来用算术法解答例 3时不会感觉很突然，也便于学生理解例 3

的算术法的合理性。例 3在确定关系式的环节上显得有些粗糙，应该让全班学生画线段

图，最好让几名学生在黑板上画，教师指出学生作图的优点与不足，强调作图小技巧。

然后结合线段图再来探讨等量关系式。这样学生会加深对关系式的理解。从而在探究算

数法时学生结合线段图很容易把“裤子的价格是上衣的 70%”转化为“上衣价格的（1

－70%）是 60 元”，进而列出算术式就显的顺利成章，再随后课堂练习中适当训练就行，

没不必要刻意强化。另外笔者作为一线数学教师对杨老师关于公开课的看法是深有同感

的，大部分的公开课都是些没有深度的课程，这些课程外表很华丽。教师仅仅把公开课

堂当作表演的舞台，学生所谓的主动探讨也无非是教师表演的工具罢了，好像只有热闹

的课堂才符合新课标的要求。新课标实行已经十年了，为什么有深度的课程比如分数应

用题很少被老师选择上公开课，笔者认为是教师们和行政管理者功利的和浮躁的心在作

祟。广大一线教师应该在继承传统教学方法优点的同时再钻研新教材，只有这样才能沉

下心来把新课标的精神与要求落实在教学的实处，使公开课成为随堂课真实的反应与延

续，既做到有华丽的外面更重要的是有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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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小学六年级分数应用题教学策略及在

小升初衔接中的作用

§6.1 建构分数应用题教学策略的依据

本研究教学策略的建构以六年级分数应用题的特点、分类、在新老教材中不同课程

设置、教学现状以及相应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作为依据和出发点。其中分数应用题的

特点、分类在第三章的 3.1.2 进行论述，新老教材分数应用题的不同设置在第四章有详

细的对比分析，教学现状主要以第五章的调查分析为依据，第三章的§3.2 详细论述了

建构主义的支架式、抛锚式和随机进入式三种教学模式和分数应用题的表征以及认知心

理学的模式识别作为理论基础。本节不再重复论述以上内容，以下结合分数应用题重点

分析六年级学生的思维发展特点。

“思维（thinking）是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它所反映的是客观事物共

同、本质的特征和内在联系。”[36]六年级的学生大都处在十一二岁的年龄，其思维过程

的发展呈现如下的特点：

1．分析和综合能力表现活跃

“分析和综合是同一思维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分析是把部分作为整体的部

分分出来，从它们的相互联系上来分析，综合则是对分析出的各部分、各特性的综合，

是通过对各部分、各特性的分析而实现的。”
[36]
六年级的学生分析与综合能力得到很大

的发展，已经完全摆脱低年级形象思维的束缚。适当的引导和训练分析和综合能力有助

于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在用方程法解分数应用题中，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得到充分的

展现。在列方程解分数应用题的过程中，首先要分析题目中的各个条件，哪个条件用来

设未知数，哪个条件用来建立等量关系式，这个过程就是数学的分析过程，对题目的条

件分析不透彻正确的解答就无从谈起。结合分析过的条件，列出方程进而解答就是综合

的过程。可见对一道分数应用题的解答过程就是一个分析与综合的过程。因此在分数应

用题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时刻注意培养发展学生的分析和综合的能力，引导学生主动

探索数量关系式、画线段图都是很好的培养途径。

2．比较能力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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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是在认识上把对象和现象的个别部分、个别方面或个别特征加以对比，确定

被对比较对象的共同点、区别及其联系。”
[36]
比较在教学中是经常用到的。分数应用题

类型众多，虽然新教材取消了对应用题的分类，但如果不对分数应用题进行分类比较，

很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分类比较如果由教师给完成，那学生将是被动的接受，这就

需要学生主动对学过的知识进行分类比较。六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分类比较能

力，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学过知识的分类比较，比如在学完分数除法应

用题后，教师就要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对分数的乘法和除法应用题的数量关系式、类型、

解决方法进行细化后的比较分类，各组派代表汇报，教师点评，最后共同得到比较分类

的结果。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分数除法学完后如果没有分类比较，学生在接下来的分数

应用题的学习中会遇到很大的学习困难。会造成关系式分析不清，列式混乱的局面。

3．抽象思维迅速发展

皮亚杰把个体的思维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 感知—动作阶段（0—2岁）。○2 前运

算阶段（2—7岁）。○3 具体运算阶段（7—12 岁）。○4 形式运算阶段（12 岁以后）。
[37]

六

年级的学生基本上处在具体运算阶段后期和形式运算阶段的前期，形式运算以逐渐占据

主导地位。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学生的思维已经摆脱具体事物的束缚，抽象思维迅

速发展，其特点是思维更具有灵活性、系统性和抽象性。在教学中，抽象思维的发展给

解决较复杂的分数应用题提供了必要的生理基础。并且正确的引导、合理的教学方法能

使学生的抽象思维进一步发展。比如在行程问题的教学中，学生已经习惯了路程是一个

具体的数量，而在工程问题中，工程量通常没有直接给出，而是用单位“1”来表示。

这使的许多学生认为行程问题和工程问题是没有关系的两类题。即使把题目解答出来，

很多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工程问题。其根源就是在工程总量抽象成为“1”时的过程模

糊不清。这说明在这个抽象过程中跨度太大，教师要尽可能的创设“最近发展区”缩小

跨度。比如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把工程量设为字母“S”，在解答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

到把“S”约分掉的过程。这样做不仅可以使学生明白把工作量设为单位“1”是在情理

之中的，还能使学生体会到工程问题和行程问题在很多方面本质是一样的。这对学生抽

象思维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反过来抽象思维的发展更有利于学生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6.2 六年级分数应用题教学策略

6.2.1 一般分数应用题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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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分数应用题指第三章3.1.2节中总结的第一阶段三种基本类型和第二阶段分数

复合应用题。这部分分数应用题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是教学的重中之中。如何实现高效

的教学课堂，必须在有效的教学策略支撑下进行，笔者认为有效的教学策略从以下两个

方面展开。

1.教师转变教学观念，更新知识储备

李宪勇在《小学数学问题解决教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进行教师培训

是教师观念转变的重要环节。通过培训，使教师转变观念”。[38]笔者作为一线教师多次

参加由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教师培训，对此深有感触，教师培训都是请一些专家、教授

给一线教师上课，讲课内容严重脱离教学实际，培训效果非常之差。著名教育实践家魏

书生老师对此曾这样调侃：“教师培训的过程是一个不会上课的给一群会上课的上课，

结果是教了十几年书的会上课的听了培训后就不会上课了。”魏老师的话虽尖刻，却道

出了现实的无奈。对传统教材、教法的一味批评是片面的、不合适的。新课标实行已经

十年，从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可以看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探索性和合作性并没有真正

提高。那么如何让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呢？教师只有在内化传承中才能谋求实质的转变。

我们不妨以老教材为标准，将用过老教材的教师暂且称作“老教师”，把没有用过

老教材的称为“新教师”。2011年11月在某所小学的教学中曾出现过这样的场景，一位

新老师在讲分数除法应用题时，积极鼓励学生合作、探究算法，感觉很不错，可是学生

在做习题时错误很多。课后一位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老教师）对新教师说：“分数应用

题，用单位“1”就是乘法，求单位“1”就用除法，你讲课太乱，条理不清。” 这是

一次典型的现实中新老教师教法产生碰撞的案例。

第一.新教师积极的在响应新课标的要求，努力在实践，可是教学效果不好。这就

要求新教师不能浮在上面，要潜下心来把老教材认真研读，吸取老教材明确单位“1”

与数量关系这两大法宝，将其内化。首先把如何确定单位“1”的方法教给学生，然后

引导学生探究题目中的数量关系，探究数量关系的过程中可采用小组合作交流探讨、画

线段、列表格、动手实际操作等多种形式。这样就可以避免学生盲目选择算法，使学生

对问题的内在关系清晰化，会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教学效果。新教师在内化老教材的同

时，可以使自己的知识得到有效的补充，老教材对分数应用题的分类和对算数法的强调，

可使新教师对分数应用题有更深刻的认识。新教师经过这个对老教材的内化过程后，对

新教材中分散式的题目安排，不成系统的例题解法有高屋建瓴的准确把握。从而提高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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驭教材的能力。

第二．老教师认为“用单位“1”就是乘法，求单位“1”就用除法”是很主观的教

学经验，如果直接生硬的教给学生无疑会加重学习负担。老教材很系统的教学体系便于

教师把握，有助于学生快速提高成绩。笔者调查了上初一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在上初中

半年后就将小学六年级分数解应用题的大量公式忘掉，并称在中学学习中没有任何作

用。可见老教师机械的灌输式的教学只能使学生的成绩有暂时的提高，从长远看对学生

是无益的。因此老教师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要有创新，注重学生的独立探究，合作讨论

的教学模式。使学生不仅仅在背解题公式，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体会探究解题的过程。另

外新教材把中学的一些知识下放到小学，目的是降低难度，扩大学习的知识面。比如负

数和等式性质。尤其是等式的性质，是为解方程提供一种新的模式，摆脱老教材用加减

乘除关系式解方程的束缚。而等式的性质对用方程解分数应用题是很有帮助的。这就要

求老教师改变过去认为新教材除了新鲜的外表没有内在体系的错误看法。积极的补充新

知识，甚至还有必要重新研修一下初一数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内外兼修，还原活泼高

效的教学课堂。这样老教师调整了知识结构就能在传承中有所创新。

2.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内在联系，多样思维训练，全面提高解题能力

分数应用题教学大致遵循如下的过程：

  
     

  

师创设情境，问题呈现给学生 师适当引导 师总结拓展师引导探索

生确定解题策略 生检验反思生审题，搜集有效信息 生分析数量关系

这四个过程是一个整体，环环相扣，前一步正确实施为下一步打开更开阔的空间。

如何有效的开展教学，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支架式教学，构建 “最近发展区”，提高学生准确审题，快速搜集信

息的能力。在上一章的问卷调查中有 27%的学生认为自己不会做分数应用题的原因是读

不懂题。读不懂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不了解题目的背景，二是抓不住题目的主干句，

对单位“1”认识不清。对题目背景不了解可以通过多阅读来解决，但对单位“1”认识

不清就说明教学存在的一定的问题。单位“1”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新教材五年级下册

的第一章，是这样定义的：将一个物体或许多物体看成一个整体，通常我们把它叫做单

位“1”。在这一章甚至是其后整个五年级下册只要涉及到单位“1”的题目，都是把一

个物体当做整体平均分，或一组物体当成整体平均分。这就给学生在潜意识中造成这样

的认识，单位“1”都是整体、都是大的那个数、都是被平均分的那个数。因为有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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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错误的数学观念，再加上新教材把真正单位“1”的应用安排在六年级，这样大的

跨度就给六年级分数应用题的审题造成很大的障碍。因此，教师有必要把单位“1”的

本质意义让学生深刻理解，这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通过整数倍数关系类比，如○1 小

王有 10 本书，小张有 2本书，小王的书是小张的几倍？○2 小王有 10 本书，小张有 2本

书，小张的书是(占)小王的几分之几？小张的书占两人总书的几分之几？ ○1 知小王是

小张的整 5 倍，小张作为标准数，小张是单位“1”。由○2 的“第一问小张占小王的几

分之几”，说明小王是标准数，小张来和小王比较，因此小王是单位“1”。第二问“小

张的书占两人总书的几分之几”，说明两人总书数是标准数，两人的总书数是单位“1”。

要让学生明白，在几个数量中，单位“1”可以是几个数量的整体，也可以是几个数量

中的某一个，也就是说可以是大的数，也可以是小的数。是不是单位“1”关键要看是

不是把它作为标准量。判断方法是抓住关键句，如谁是谁的几倍？谁是(占、相当)谁的

几分之几？“是、占、相当”后面的量都是单位“1”。这一点在五年级下册教学中一

定要给学生讲明白。二是六年级分数乘法教学时需要进一步加深对单位“1”的认识，

首先要引导学生把型如“甲的
1
3
是乙”，变形成为“乙是（占）甲的

1
3
”，这样使学生明

白乘法意义下的单位“1”，和五年级的标准量的单位“1”其内部的本质联系。从学生

思维发展的角度看，六年级的学生不应总停留在形象思维层面，应该发展一定抽象思维。

其次在分数应用题的教学过程中，逐步让学生明白比较量÷标准量=比较量的分率，标

准量÷标准量=单位“1”，说明单位“1”从另外的角度看也是一个分率。很多专家、教

师认为给学生讲这些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在实际教学中，学完工程问题后，学生对为什

么把工程总量看做单位“1”，并且单位“1”能参与运算这一事实在学生的思维体系中

是模糊不清的，不至一次有学生问我：“老师，单位“1”加着引号感觉不像是具体数量，

用它表示的效率好像是分率，但求出来时间都是有单位的数量，为什么呢？”笔者把这

个问题请全班学生来讨论，大家都说不清。这就是大量的六年级的学生在小学毕业后上

了初中也没有把单位“1”搞明白从而影响中学的学习。以上两点在教学中经常处于盲

区，要让学生探索发现是很困难的，因此教师必须起到主导作用，帮助学生构建“这个

最近发展区”，这样学生在审题时就可以快速抓住题目主干，理清谁是单位“1”，不会

被题中纷乱的条件所迷惑，进而陷入算法的选择混乱。

第二．运用抛锚式教学，重点突出数量关系的探索。在第五章对孙老师和张老师的

访谈分析中，比较详细的论述了用画线段图的方法来寻找数量关系。另外还可以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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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动手用学具摆一摆，小组相互交流讨论说一说，画实物图，模拟图，列表格等。最

后要让学生写出数量关系的简写式子。关系式可以是汉字与运算符号结合的等式，也可

以是一些常用字母和运算符号结合的等式。这样在选择用算数法和方程法时就游刃有

余。一定要让学生体会探索关系式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形式运算思维的过程。

这样才不会使学生陷入死记硬背公式的泥潭。

第三．运用随即进入式教学，打通知识内部联系，多种策略解题，真正提高学生解

题能力。以西师版新教材第三章分数除法解决问题例 3为例，下面是笔者的教学片断。

师：请同学们审题，题中的关键句是什么？

（给出情景图 6-1）

生 1：小华存的钱是小明的
3
4
。

生 2：小华存的钱是小红的
6
5
。

师：谁是单位“1”的标准量？

生 3：小华与小明比较小明是单位“1”。

图 6-1

生 4：小华与小红比较小红是单位“1”。

师：小组讨论数量关系式，抓住中间量建立等量关系式。

（小组讨论，汇报）

生 5口述：小明存钱的
3
4
是小华存钱，小红存钱的

6
5
也是小华存钱。

生 6板书：小明×
3
4
=小红×

6
5

师：非常好，我们由等量关系式和小明的的存钱，即可以选择方程法，也可以选择

算数法。同学们自己先在练习本上做。

（学生自己练习，选择不同方法的同学演版，教师点评）

师：我们转换一下角度，有两个关键句，能不能找到他们之间的份数？比如小华存

的钱是小明的
3
4
，小明占几份？小华占几份？同桌讨论。

生 7：小华与小明比较，小明是 4份，小华是 3份。

师：小华和小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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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8：小华和小红比较，小华占 6份，小红占 5份。

师：小华在和两个人比较所占的份数不一样，能统一起来吗？

生 9：把小华乘 2变成 6份，小明也乘 2变成 8份。这样小明就占 8份，小华占 6

份，小红占 5份。

师：很好，小明 8份是 88元，能求出小华的 6份，小红的 5份是多少吗？

（全班练习，一名学生演板）

生 10：小红存钱：88÷8×5=55(元)

……

这就是随机进入式的教学模式，从不同角度对题目进行探讨。要让学生体会到算术

法和方程是互逆的过程。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虽然教材大力提倡方程的解法。但在学

生实际做题的过程中，学生对等量关系转化为等量关系简式这个过程一直存在一定的障

碍。因此在教学中应该有意识的加大对学生书写等量关系式的训练。对学习程度不太好

的学生，加强份数法的练习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题意，还可以有效提高解题能力，从

而提升后进生的学习兴趣。

6.2.2 复杂分数应用题的教学策略

复杂的分数应用题呈现出题目结构复杂，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1”的标准量。

这些标准量有各自对应的不同分率，数量关系难以确定等特点，并且分布在分数应用题

的各种类型之中，又和工程问题、行程问题、浓度问题、比例问题等结合起来给教师的

教和学生的学习掌握带来很大的障碍。因此复杂分数应用题的教学策略应重点放在解题

策略上。

1.转化对应思想

在复杂的分数应用题中，为了找到具体数量（比较量）的对应分率，经常需要把单

位“1”进行转化，使不同的单位“1”划归为统一的单位“1”，使不明显的数量关系凸

显出来。

○1 由分数的意义，量和率同时转化

例 1.小王驾车从 A 城到 B城，第一天行驶了全程的
1
5
多 100km,第二天行驶路程比

第一天的
4
5
多 20km，第三天行驶了剩余的 600km。A城到 B城相距多少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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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解：解答这道题的关键是把第二天行驶的路程与第一天行驶的路程的关系转

化为第二天行驶的路程与全程的关系。由题可知分率上第二天是全程的
1
5
×

4
5
= 4
25

，数

量上第二天多出的路程是 100× 4
5
+20=100 km。从而第二天行驶的路程占全程的

4
25

还

多 100km。因此比较数量（100+100+600）对应的分率是（1－
1
5
－

4
25

）,故全程（单位

“1”的标准量）为：（100+100+600）÷（1－
1
5
－

4
25

）=1250（km）

○2 把分数变成份数进行率的转化

例 2.光明小学六年级四个班向困难山区小朋友捐款。其中一班捐的是另外三个班的

1
2
，二班捐的是另外三个班的

1
3
，三班捐的是另外三班的

1
4
，四班捐了 91元。六年级

四个班一共捐了多少钱？

分析与解：解答这道题的关键是把每个班占另外三个班的几分之几，转化为占四个

班的几分之几。这样单位“1”就统一。由“一班捐的是另外三个班的
1
2
”知一班占 1

份，另外三个班占 2份，因此一班捐的占整个年级四个班的
1

1 2
。同理可得另外三个班

占整个年级四个班分率。所以 91对应的分率是（1－ 1
3
－

1
4
－

1
5
）。故四个班共捐款：

91÷（1－ 1
3
－

1
4
－

1
5
）=420（元）

○3 运用分率直接计算进行率的转化

例 3.小明看一本科学书，前 3天刚好看了这本书的 20%，如果每天看书的效率提高

20%，看完剩余的书还需要多少天？

分析与解：这道题本质上是工程问题，书的总页数不知道，令其为单位“1”。原来

的看书效率是：20%÷3=
1
15

，现在的看书效率是：  1 21 20%
15 25

   ，剩余的天数：

  21 20% 10
25

   （天）

○4 抓住不变量进行率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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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一辆汽车从车站开出时刚好坐满。途中到达某站有
1
8
的乘客下车，又有 12人

上车。这时又有 5名乘客没有座位。这时车内有多少乘客？

分析与解：这道题中车上的人数虽然在发生变化，但车的座位数是不变的，因此把

满座的人数看成单位“1”，则分率
1
8
对应的数量是（12－5）。因此现在车内的乘客人数

是：（12－5）÷
1
8
+5=61（人）

例 5.有一瓶果汁饮料原来纯果汁的重量是水的
1
12

，加进 30克纯果汁后，果汁的重

量占饮料重量的
1
9
。瓶内原有果汁多少克？

分析与解：由题知原来把水当做单位“1”，加进 30 克果汁后，把整个饮料的总重

量当做单位“1”，因此，必须转化后单位“1”统一。又因为水的重量始终没有改变，

可把水的重量看做单位“1”。题中“果汁的重量占饮料重量的
1
9
”可知果汁重量占水重

量的的
1

9 1
。因此 30对应的分率是（

1
8
－

1
11

）。故水的重量：30÷（
1

9 1
－

1
12

）=720

（克），原来饮料的重量为：720×（1+
1
12

）=780（克）

○4 恒等变形进行率的转化

例 6.英才小学四五六年级共有 615 名学生，已知六年级学生人数的
1
2
等于五年级学

生人数的
2
5
，也是四年级学生人数的

3
7
。这三个年级各有多少学生？

分析与解：由题中条件易得等量关系式：六年级×
1
2
=五年级×

2
5
=四×

3
7
，不妨把

六年级的人数看做单位“1”，由等式性质把上式转化为：六年级×
5
4
=五年级，六年级

×
7
6
=四年级。因此 615对应的分率为（1＋ 5

4
＋

7
6
）。故六年级人数为：615÷（1＋ 5

4
＋

7
6
）=180（人），从而五年级人数：180× 5

4
=225（人），四年级人数：180× 7

6
=210（人）。

对等量关系式的转化也可以由比例的基本性质来处理。转化为：五年级：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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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四年级：六年级=7:6，因此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14:15:12.。把总人数 615看

做单位“1”，四年级人数：
14615 210

14 15 12
 

 
（人）,五年级人数：

15615 225
14 15 12

 
 

（人），六年级人数：
12615 180

14 15 12
 

 
（人）

2.假设思想

假设思想是把真实的情况假设为虚构的内容，使不容易寻找到的“量”和“率”的

对应关系明朗化。

○1 矛盾式假设：把不同的分率假设为相同的分率，或将两个量之间变化了的倍数关

系假设为不变。[39]据此推算，与题中条件产生矛盾，进行对比，从而找到“量”与“率”

的对应关系。（此法在中学几何、代数的证明题中被称为“反正法”）

例 7.河科大附属小学五六年级共有学生 96 人，选出五年级人数的
3
4
与六年级人数

的
3
5
，共有 66人参加义务劳动。五年级全班、六年级全班各有多少学生？

分析与解：假设两个班都
3
4
，则一共选出

396 72
4

  （人），比实际多 72－66=6（人），

这是因为把六年级人数的
3
5
看成

3
4
，多算了

3
4
－

3
5
= 3
20

，因此 6人对应的分率为
3
20

。

故六年级的人数为：6÷ 3
20

=40（人），五年级的人数为：96－40=56（人）

○2 猜想式假设：把题中未知的数量假设成已知的具体数量，帮助建立数量关系，

在工程问题中应用很广。从纯代数的角度来看，这些假设的数量如果换成字母都是可以

在计算中约分掉，从而不影响结果。或者按照假设的情况结合题中的条件进行推算，在

修正中达到准确的结果。

例 8.小王和小明各自看一本科学书，小王看的页数比小明多
1
4
，而小明看书的时

间比小王多
1
5
，小王的看书效率比小明高几分之几？

分析与解：这道题乍一看好像缺少条件，那么不妨假设小明看书 40 页，小王看书

用时 50 分钟。则有小王看的书有
140 (1 ) 50
4

   (页)，小明用时
150 (1 ) 60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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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小王的看书效率为：50÷50=1（页／分），小明的看书效率为：40÷60=
2
3
（页／分）。

故小王的效率比小明高：
2 2 1(1 )
3 3 2

   ，或者
2 11 1
3 2

  

例 9.工程队修一条公路，已经修了 800km，剩余的公路比全长的
3
5
少 200km，这

条公路全长多少 km？

分析与解：这道题中的“量”和“率”的关系若隐若现，不妨假设少修 200km，则

剩余未修的路程刚好是
3
5
。因此修的（800－200）对应的分率就是（

31
5

 ），从而公路

的全长为：（800－200）÷（
31
5

 ）=1500（km）

3.方程思想

方程思想在应用题解决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低位。前面论述的转化对应法、假设法解

决条件多、结构复杂的分数应用题，往往采用的都是逆向的思维模式。学生真正完全掌

握需要下很大的力气。但是用列方程解应用题采用顺向的思维模式就会降低题目的难

度，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列方程解分数应用题最关键的有两点。第一设未知数。第二是

确定等量关系式，然后列出方程。

○1 直接在条件中确定等量关系式

例 9. 某超市有甲、乙两个仓库，甲仓的苹果比乙仓的苹果的 75％少 24 吨，如果

从乙仓调运 48 吨到甲仓，那么甲仓苹果的重量是乙仓的 90％，求甲、乙两仓原有苹果

多少吨？

分析与解：这道题一共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可以用来设未知数原来乙仓苹果 x 吨，

第三个条件可以确定等量关系式：现在乙仓苹果×90％=现在甲仓苹果。

解：设原来乙仓苹果有 x 吨，则甲仓苹果有 (75% 24)x  吨。

( 48) 90% 75% 24 48x x    

解得 448x 

则甲仓有苹果： 448 75% 24 312   （吨）

○2 整体把握确定等量关系式

例 10.一条公路，甲工程队单独修 18天完工，乙单独修 10天完工。如果先由甲工

程队做若干天后，余下的有乙工程队完成，从开始到完工公用 14 天，甲工程队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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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

分析与解：从这道题的条件找不到等量关系。但是从整体上看可以得到等量关系式：

甲修的量+乙修的量=公路总量（单位“1”）

解：射甲工程队修了 x 天，则乙工程队修了（14－ x ）天

1 1 (14 ) 1
18 10

x x  

解得 9x 

○3 抓住不变量确定等量关系式

例 11. 一容器内有浓度为 15%的盐水，若再加入 20 千克的水，则盐水的浓度变为

10%，问这个容器内原来含有盐多少千克？

分析与解：由题意可知，加水过程中虽然盐水浓度发生改变，但是盐的质量却没有

变，抓住含盐量不变可得等量关系式：原来盐水质量×15%=现在盐水的质量×10%。

解：原来盐水质量为 x 千克，则现在盐水质量为  20x  千克。

15% ( 20) 10%x x  

解得 40x 

则盐水的含盐量为： 40 15% 6  （千克）

例 12. 有若干堆纸，每堆纸张的页数相等，且每堆纸中白纸都占
7
25

，小明从某堆

纸中取走
1
2
，且拿走的都是红纸，这时在所有的纸中白纸占

8
25

，试问共有几堆纸？

分析与解：这道题结构复杂，等量关系不容易发现。由题可知小明在拿走某堆纸的

一半前后，因为拿的是红纸，所以白纸的页数没有变。因此等量关系式为：原来纸的总

页数×
7
25

=现在纸的总页数×
8
25

。又因为纸的总页数=纸堆数×每堆的页数，解法如下:

解:设有 x 堆纸,每堆纸有 y 页

7 1 8( )
25 2 25

x y xy y    

方程两边都有共因数 y ,可以把 y 约掉

解得 4x 

复杂分数应用题的解题策略还有数型结合思想、还原思想等,笔者认为解复杂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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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应用题最重要的是方程思想,方程思想解应用题符合六年级学生心理、思维的发展,又

体现出新教材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应引起广大一线教师的充分重视。

6.2.3 教学策略在教学实践中的结果数据分析

笔者以河南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二班为实验班，在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2 月

运用分数应用题的教学策略进行实际教学。2012 年 2 月 28 日用六年级分数应用题解题

能力测试卷(附录 B)对全班 48名学生进行解题能力测试。发放试卷 48份。以 2 月中旬

进行的试卷调查的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六一班为参考一班（48 份有效试卷）、涧西区英

语学校六三班为参考二班（48 份有效试卷）进行数据对比分析。T检验结果如表 6-1 与

表 6-2。

表 6-1

表 6-2

数据结果分析：○1 实验班与参考班成绩相比，实验班的平均成绩为 93.44，参考一

班的为 87.98，实验班的平均成绩显著高于参考一班，且实验班成绩的标准差为 4.336

小于参考一班的 8.831，说明实验班的成绩在平均分 93.44附近比参考一班的成绩在平均

分 87.98较集中。由检验的 P（T〈=t）=0.000<0.05，(设显著性水平α=0.05)，拒绝原假

设（原假设认为实验班和参考一班的均值相等），即认为实验班与参考一班的成绩均值

存在显著差异。

实验班与参考一班 T—检验 成对双样本均值分析

实验班 参考一班

平均 93.44 87.98
标准差 4.336 8.381
观测值 48 48
P（T〈=t）单尾 0.000 0.000
T单尾临界 8.810

实验班与参考二班 T—检验 成对双样本均值分析

实验班 参考二班

平均 93.44 88.06
标准差 4.336 10.497
观测值 48 48
P（T〈=t）单尾 0.000
T单尾临界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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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班与参考二班的成绩相比，参考二班为 88.06，实验班的平均成绩显著高于

参考班，且实验班成绩的标准差为 4.336小于参考二班的 10.497，说明实验班的成绩在

平均分 93.44 附近比参考二班的成绩在平均分 88.06 较集中。由检验的 P（T〈=t）

=0.000<0.05，(设显著性水平α=0.05)，拒绝原假设（原假设认为实验班和参考二班的均

值相等），即认为实验班与参考二班的成绩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由数据统计分析可知，运用教学策略可以使学生解决分数应题的能力有明显提升，

有助于学生提高成绩。

§6.3 分数应用题在小升初衔接中作用的探讨

6.3.1 对中学一线教师的访谈

周老师：洛阳市实验中学数学教师，本科学历，中教一级职称，七年教龄。2011

年 10 月中旬笔者就初一新生在数学学习上存在的问题对周老师进行了访谈。周老师说:

“初一新生大多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可能小学的数学难度比较小，学生没有养成课前

预习的习惯，所以学生的听课效果在起初的一两个月都不很好。在知识层面上开学的两

周内就讲到“绝对值”，班上有一大半的学生对“绝对值”不能深刻理解，这是学生对

用字母表示数和对字母进行讨论感觉比较陌生，学生的代数观念没有形成。最近两届的

学生问题比较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非常欠缺，初一上学期学生最大的学习障碍是列

方程解应用题。学生对诸如行程问题、工程问题、价格利润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存在欠

缺，不会审题提笔就做，不会分析题，不会设未知数，不会列等量关系式。学生经常列

出的方程是恒等式或逆向的式子，计算不出结果。这些都应该是小学应该掌握的，可现

在到了初一甚至是初二老师还要讲如何确定等量关系式，因为学生不会找等量关系不仅

影响列方程还会对初二以后的函数教学造成很大的障碍。可笑的是很多学生列解应用题

连个“解”字都不写，至少得强调好几个月，可见小学的方程教学有多薄弱。另外可能

小学的题目用算术法比较多，强调答案的唯一性。所以学生对字母的讨论在理解上显得

比较迟钝。这就造成学生在列方程解应用题时，对方程的讨论成为教学的难点。六年级

刚升初一的学生没有形成代数思想和普遍列方程解应用题能力不够，这两点直接影响初

中数学的学习。”

6.3.2 分数应用题在小升初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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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周老师对初一新生在数学学习上存在问题的看法，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完全可以

通过小学六年级的分数应用题的有效教学得到改观。

1．分数应用题中信息比较多，呈现形式多样，反映的现实情景多，有效的教学能

极大提高学生从纷乱的信息中获取有效信息，从而提高申题的能力。

2．初一新生不会找等量关系式，这确实是小学六年级教学的问题，新教材突出解

题策略多样性，但对数量关系式的探索有所淡化。教师应该把这不足弥补上来。正确解

决分数应用题，必须有正确的数量关系式作为支撑，强化对分数应用题数量关系式的探

索对分析其它类型应用题的等量关系式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分数应用题的分率是在整

数、小数倍数关系上进化发展而来，所以确定分数应用题的数量关系式、设未知数的方

法可以完全应用到其它类型的应用题。从而提高学生列解应用题的能力。

3．列方程和解方程的过程中，未知数（字母）全程参与进来，有意识的练习能提

高学生用字母表示数的能力，比如本章 6.2.2 复杂分数应用题的教学策略中的例 12 这

样类型分数应用题的解决，不仅让学生学习列方程解分数应用题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更

让学生明白在一个方程两个未知数的处理技巧，让学生体会“设而不求”的代数观念。

另外用等式性质解方程也会促进学生对代数式的理解。从而促进学生由算术观念向代数

观念的转变。

6.3.3 关于分数应用题在小升初衔接中的教学建议

关于新老教材在分数应用题的课程安排在第四章有详细论述，本节不在多谈。但需

要补充说明新老教材课程的差异对小升初的影响。首先在知识的内在体系上，新教材充

分认识到小升初衔接的重要性，一是把负数的认识下放到六年级的上册，二是在五年级

下册用字母表示数后引入等式及性质。用等式的性质解方程完全不同于老教材用诸如

“被减数等于减数加上差”的算术式解法。这样的课程安排有助于小升初的衔接，新教

材在这点上较老教材有明显的创新。其次新教材虽然在解方程的方法上有助于小升初衔

接，但在六年级的分数应用题数量关系的探索上并没有将这一优势扩大，反而有所下降。

而老教材在分数应用题的教学上注重数量关系的分析，从而有助于小升初的衔接。因此

为了适应小升初衔接的要求，必须正确实施用方程思想解分数应用题。结合第五章对张

老师的访谈时他的“列出方程，不会解”的疑问，提出以下几条教学建议。

1.重视用等式性质解方程。

老教材采用加、减、乘、除的关系式解方程，这样的好处是学生对加、减、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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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式都比较熟悉，比较容易接受。但带来的弊端是方程是代数的，但解法却是算数

的，显得表里不一。另外对于稍复杂的方程，尤其是等号两边都有未知数的情况，用加、

减、乘、除的关系式去解非常繁琐，还容易出现小数减大数得到负数。一旦出现负数对

学生带来的将是不知所措，因为负数的计算六年级学生是非常陌生的。新教材采用等式

的性质来解方程基本上接近初一解方程的方法（用同解原理）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负数

给学生带来的不便。由于老师们对此不够重视，学生们解方程的能力才有所欠缺。因此

在五年级下学期的教学中要加强用等式性质解方程。尤其是解未知数的系数是分数的方

程，在去分母的时候学生误用乘法分配率而大量出错，这要充分引起教师们的注意。在

六年级的教学中也要拿出专门的课时进行进一步的专项解方程的练习。这样才可以避免

“列出方程，不会解”的情况。

2.纠正“求什么，设什么“的错误观念

很多一线小学教师给学生讲列方程解应用题时反复强调“求什么，就设什么”。这

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对等量关系式简单而且明显的应用题可以这样处理，但对稍

微复杂一点的应用题，就无法解决。比如问题要求两个量，那么学生就要设两个量，而

学生是不会解二元方程的。教学中要让学生明白，在设分数应用题中的未知量时，不能

求什么设什么，一般要设有分率关系或倍数关系的单位“1”的标准量，用按照分数乘

法的意义，用标准量和分率来表示其它量。

3.写记叙文类比列解应用题，加强等量关系式的探索与转化

写一篇记叙文，首先交代时间、地点。其次是人物出场。紧接着是事件展开，最后

是事件结束。解决分数应用题和写记叙文是何等的相似。设未知数就像文章中的时间、

地点，确定找等量关系式就像人物出场，列出方程就像事件展开。解出方程的解就像事

件结束。记叙文中最重要的是出场的人物及事件展开，列解应用题中最重要的是确定等

量关系式并转化为方程。它们两者之间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写记叙文必须层层的递

进展开，而列解应用题首先要确定等量关系式，只有确定了等量关系式，上可以根据等

量关系式设出未知数，下可以结合过渡条件列出方程。因此采用不同类型的分数应用题

结合和差倍应用题训练学生确定等量关系式是很有必要的。训练的过程尽量多采用几种

方法，避免学生死记硬背。

4.切记“好马不吃回头草”

学生在列解应用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解方程到最后是恒等式。学生对



第六章 小学六年级分数应用题教学策略及在小升初衔接中的作用

57

此百思不得其解，那是因为学生把设未知数的条件，又建立了等量关系式。这样就陷入

了恒等式的循环。这样的错误暴露出学生不会分析条件，教学中一定要让学生明白，分

数应用题中用过的条件不要再用，也就是俗话说的“好马不吃回头草”，尤其是设未知

数的条件和等量关系式的条件不能是同一个。

5.以分数代替除法

列方程解应用题本身体现的就是顺向的思维过程，而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属于逆

向思维，另外方程里出现的除号过多给解方程带来很大的麻烦，处理不当很容易错。因

此用分数来代替除法是很好的选择，比如在工程问题中用分数来表示效率就是为了避免

除法。在教学中，以分数代替除法加强等式性质解方程的同时，适时引入分数的基本性

质和比例的基本性质对解分数应用题的方程都是很有帮助的。

以上几条建议是笔者在六年级教学实践中得到的一些粗浅的经验，没有经过专家学

者的论证。但是笔者运用这些经验在小升初教学中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在优

秀学生的培养上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刘梦宇同学获得第十四届华杯赛洛阳赛区第一

名，张刘宇同学获十六届华杯赛总决赛银牌奖）。学生在上初中后的数学成绩普遍非常

好，能够在小升初的衔接中顺利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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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小学阶段解决问题最主要的形式仍然是应用题，而分数应用题在整个小学应用题教

学中处于金子塔的顶端。它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是对四五年级整数小数应用题的延

伸，更是对初中的应用题起到重要的铺垫作用。六年级学生对分数应用题的审题、“量”

与“率”的转化、单位“1”的认识、数量关系的分析、解题策略的确定都会对六年级

的整个知识体系的掌握与今后初中的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在对教材、学生、老

师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调查、测试、访谈。在此基础上以心理学、教育学的理论为支撑，

提出了六年级一般分数应用题和复杂分数应用题不同的教学策略，对小升初衔接提出了

切实可行的教学建议。通过对本研究的进一步梳理，发现存在以下不足：

1.由于笔者为一线教师，科研能力、学术水平都不是很高，因此在整理文献、查

阅资料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疏漏，对文献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颇。

2.影响分数应用题教学的因素很多，本文调查分析的不是特别全面，尤其是在新

老教材的价值取向、评价方式，教师的分数应用题的教学态度，学生的自我评价准则都

没有深刻的剖析，使研究存在不足。

3.洛阳市的教育出现“西高东低”的态势，教育发展很不均衡，不同的区，不同的

学校在进行分数应用题教学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由于工作条件原因，在选取调查样本

时，学生集中在三所洛阳西部的学校，选取访谈的老师也不够多，这使调查结果的普遍

使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本研究在很多地方还显得比较粗糙，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如何使分数应用题的研

究进一步深化下去，需要更多的学者、教师共同的关注。毕竟分数应用题的教学在小学

阶段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它的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必将具有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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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分数应用题的分类

分 数 应 用

题分类

基本

数量

关系

具体数量关系式 举例 阶段

求分率：已

知 两 个 数

量，比较它

们之间的倍

数关系

比 较

量 ÷

标 准

量 =

分率

求一个数是（占）另一个

数的几分之几: 比较量

÷标准量=分率（几分之

几）

六年级有男生 20 人，女生 30

人。○1 男生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几分之几？○2 男生人数是女

生人数的几倍？○3 男生占总

人数的几分之几？○4 女生人

数是南生人数的几分之几？

○5 女生占总人数的几分之

几？

第一阶段：三

种基本类型

的第一类

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

几分之几：相差量÷标准

量=分率（多几分之几）

六年级有男生 20 人，女生 30

人。○1 男生人数比女生人数多

几分之几？○2 男生比女生多

的人数占总数的几分之几？

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少

几分之几：相差量÷标准

量=分率（少几分之几）

六年级有男生 20 人，女生 30

人。○1 女生人数比女男生人数

少几分之几？○2 女生比男生

少的人数占总数的几分之

几？

求比较量：

已 知 标 准

量，求它的

几分之几是

多少。即反

映整体与部

分之间关系

或两个数之

间关系

标 准

量 ×

分 率

= 比

较量

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

多少：标准量×分率=分

率对应的比较量

○1 一本 120 页的书，小明第一

天看了
1
6
，第二天看了

1
4
,小

明看了多少页？还剩多少页

未看?（反映整体与部分之间

的关系）

○2 一个篮球定价 120 元，排球

的价格是篮球的
5

6
。排球的价

格是多少元？（反映两数之间

的关系）

○3 小强体重 48 千克，小丽体

重 44 千克，小刚体重相当于

小强和小丽体重总和的
1

2
。小

刚体重是多少千克？（两个数

量的和做为标准量,反映局部

数量之间的关系）

○4 小强有 18 本书，小丽的书

是小强的
5

6
，小刚的书是小丽

第一阶段：三

种基本类型

的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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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3
。小刚有多少本书？(标

准量先小强后小丽, 反映局

部数量之间的关系)

求比一个数多几分之几

多多少：标准量×
几

几
(分

率)=分率对应的比较量

（多多少）

一个排球的价格是 75 元，篮

球的价格比排球贵
1
5
。篮球的

价格比排球贵多少元？

求比一个数多几分之几

是多少：标准量×（1

+
几

几
）(分率)=分率对应

的比较量（是多少）

一个排球的价格是 75 元，篮

球的价格比排球贵
1
5
。篮球的

价格是多少元？

求比一个数少几分之几

少多少：标准量×
几

几
(分

率)=分率对应的比较量

（少多少）

一个篮球的价格是 90 元，排

球的价格比篮球便宜
1
6
。排球

的价格比篮球便宜多少元？

求标准量：已

知一个数的

几分之几是

多少，求这个

数。即已知比

较量和对应

的分率求标

准量。

比 较

量 ÷

分 率

= 标

准量

求比一个数少几分之几

是多少：标准量×（1 －

几

几
）(分率)=分率对应的

比较量（是多少）

一个篮球的价格是 90 元，排

球的价格比篮球便宜
1
6
。排球

的价格是多少元？

第一阶段：三

种基本类型

的第三类

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

少，求这个数：是多少（比

较量）÷
几

几
（比较量对

应的分率）=标准量。

○1 小明看了 30 页书，占全书

的
5
6
，这本书一共多少页？

（反映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

系）

○2 《数学大王》有 60 页，它

的页数是《我爱科学》的
2
3
，

《我爱科学》有多少页？（反

映两数之间的关系）

○3 小明看了一本书的
5
6
，还剩

30 页，这本书一共多少页？

○4 六年级数学小组人数是足

球小组的
4

5
，足球小组的人数

是唱歌小组的
1

3
。足球小组有

8人，唱歌小组有多少人？（标

准量先足球后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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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

分之几多多少，求这个

数：多多少（比较量）÷

几

几
（比较量对应的分率）

=标准量

小明看一本科学书，第一天看

了这本书的
1

4
，第二天看了这

本书的
2

7
，第二天比第一天多看

了 2 页。这本书一共多少页？

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

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

数：是多少（比较量）÷

（1 +
几

几
）（比较量对应

的分率）=标准量。

一个篮球的价格是 90 元，篮球

的价格比排球贵
1
5
。排球的价

格是多少元？

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少几

分之几少多少，求这个

数：少多少（比较量）÷

几

几
（比较量对应的分率）

=标准量

小明看一本科学书，第一天看

了 38 页，第二天 42 页，第一

天比第二天少看全书的
2
28

。

这本书一共多少页？

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少几

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

数：少多少（比较量）÷

（1－
几

几
）（比较量对应

的分率）=标准量。

学校有 30 个排球，排球比足球

少
1
6
，足球有多少个？

第二阶段：分

数复合应用

题

乘除混合编排 ○1 学校新进一批体育用球，足

球 20 个，排球是足球的
3
4

，

同时又是篮球的
3
5
。学校买来

篮球多少个？

○2 学校新进一批体育用球，足

球 20 个，足球是排球的
4
5

，

篮球是排球的
3
5
。学校买来篮

球多少个？

标准量、分率、比较量三

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明

显，许多二步以上才能找

到。

该类应用题涉及到百分数应

用题、按比例分配、工程问题

等多种类型，知识覆盖面广，

情况复杂，本文将在第六章详

尽阐述。

第三阶段：较

复杂的分数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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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六年级分数应用题解题能力测试卷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本测试卷是为了解同学们分数应用题的解题能力，问卷采用

不计名形式，不给同学们计算成绩。希望你能认真完成下面十道题目。谢谢支持与合作!

一．选择题

1．六二班男生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5
3
，女生比男生少（ ）

A
2
3

B
2
5

C
2
8

D 2

2．甲是乙的
2
3
，乙是丙的

5
4
，则乙是甲的（ ），丙是乙的（ ）

甲是丙的（ ），丙是甲的（ ）。

A
5
6

B
3
2

C
6
5

D
4
5

3．林场有杨树1800棵，柳树的棵树是杨树的
5
6
，同时又是松树棵树的

3
5
，求松树棵树

的算式是（ ）

A
5 31800
6 5

  B
5 31800
6 5

  C
5 31800
6 5

  D
5 31800
6 5

 

4．六二班女生人数和全班人数的比是5:13，女生比男生少（ ）

A
3
13

B
3
5

C
2
8

D
3
8

5．张师傅8天完成10天的工作量，工作效率提高了（ ）%

A 25 B 20 C 22.5 D 30

二．填空题

6．12千克大米，吃了
3
4
，还剩（ ）千克？如果吃了

3
4
千克，还剩（ ）千

克？

7．在一个直角三角形内，∠A=90度，∠B是∠C的
4
5
，则∠B=（ ）∠C=（ ）

8．甲的
2
3
等于乙的

4
5
，则甲是乙的（ ），乙比甲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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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答题

9．一根电线剪下
2
5
后，又接上18米，这样比原来长20%。这根电线原来长多少米？

10．甲、乙、丙三人合租一辆车运同样多的货物，从A地到B地需付运费90元。甲在全程

的
1
3
处卸货，乙在全程的

2
3
处卸货，只有丙到B地。他们如何分摊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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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六年级分数应用题教学现状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本次调查是为了解分数应用题教学情况，问卷采用不

计名形式，希望你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感受填写问卷，谢谢支持与合作!

1．课堂上老师通常采用以下哪种方法处理分数应用题的例题？（ ）

A 讲授法 B 讲授与提问结合 C 小组合作 D 合作探讨与教师讲授结合

2．老师现在的讲课方式你认为怎么样？（ ）

A 好 B 一般 C 不好 D 说不清楚

3．为提高分数应用题的解题能力，你希望老师应该是（ ）

A 多讲各种题型的应用题 B 多给学生练习

C 讲一些数学思想方法 D 讲一些典型例题

4．你喜欢做分数应用题吗？（ ）

A 特别喜欢 B 喜欢 C 一般 D 不喜欢

5．你认为西师版教材中的分数应用题（ ）

A 能联系生活实际，很有意思 B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意思

C 比较能联系生活实际

6.在分数应用题教学的课堂上，你愿意积极发言或分组探讨吗？（ ）

A 特别愿意 B 愿意 C 一般 D 不愿意

7．老师讲分数应用题例题时，你喜欢（ ）

A 一直是老师讲 B 边听讲边练习

C 先听讲后练习 D 先预习后听讲

8．你觉得下面哪章的分数应用题最难学？（ ）

A 分数乘法 B 分数除法 C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D 百分数

9．你觉得学习分数应用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 ）

A 读不懂题意 B 找不到数量关系式 C 分不清单位“1” D 不会列式

10．当有一道分数应用题不会做时，你认为原因是（ ）

A 心理上怕做 B 读不懂题 C 不会运用数学知识列式 D 列式后不会回答

11．你觉得学习分数应用题对能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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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特别有帮助 B 有一定帮助 C 毫无帮助 D 说不清楚

12．对分数除法应用题你通常会选择哪种解决方法？（ ）

A 算数法 B 方程法 C 份数法 D 三种都很熟练 E 三种都不熟练

13.你认为解分数应用题过程和结果那个更重要？

A 过程 B 结果 C 说不清

14.你有信心用方程解决复杂分数应用题吗？（ ）

A 特别有信心 B 有信心 C 信心不足 D 毫无信心

15．把附录B的10道题你认为做对的题序号写在括号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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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河南大学一直是我心中最向往的大学，她厚重的文化底蕴一直牵引着我的梦想。本

科阶段未能到河大求学一直是我的一个遗憾。工作五年之后有机会到河大读书使我倍感

荣幸。

论文的创作过程是艰辛的，幸运的是我的恩师张明亮副教授给予我了无私的帮助。

他不仅在论文的框架上给予我指导性意见，更对论文的多个细节给我提出了精益求精的

要求。在求学及论文写作期间，他教会我如何收集利用资料，使我的科研能力有了很大

的提高。张老师渊博的学识，宽厚的为人，严谨的科研作风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另外，

张志平教授对我的论文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此我由衷的表示感谢。

感谢河南科技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的李哲青老师；在我的论文写作期间给予了大

力的支持；感谢孙纬洁老师、杨小燕老师、张齐华老师、周海鹏老师，我对他们的访谈

使我获得了第一手鲜活的现实资料；感谢我参考的资料的作者，你们的作品对我创作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感谢胡俊彦校长和齐随发书记对我工作的支持，使我有更大的精力投

入到论文的创作中。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爱人，感谢她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为我解除后顾

之忧。感谢我周围的所有人，我的勇气和坚持使我走到现在，在未来的征程中我将继续

纵万千人吾往矣，走出属于我自己的天空海阔……

吉星

2012年 5月


	ABSTRACT
	目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