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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能力是数学的三大基本能力之一，我国基础教育数学课程一直将运算作为其主要内

容，中小学数学教育也一直重视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并取得了许多成绩和宝贵经验。但是

学生的运算能力差的问题却依然存在，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怪罪于计算器的普及使

用，有人认为是因为考试对计算的过高要求，有人认为目前中学数学教学仍存在着问题……

教学过程中，由于一些教师对运算能力的理解不太准确，将其仅仅等同于运算技能，往

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运算法则的记忆、运算过程的技巧训练上，并常常以自己的“经验”进

行传授和模仿，只追求学生算得又快又对而缺少对运算意义的了解以及对算理算法的理解和

掌握。本文拟通过学生运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分析，结合运算能力的特点以及在数学教学

中如何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等进行一些探讨，以引起各位数学教育工作者关注与思考。

一、运算出错是因为一、运算出错是因为一、运算出错是因为一、运算出错是因为““““粗心粗心粗心粗心””””吗？吗？吗？吗？

“怎么老是那么粗心？”“ 做了这么多遍，怎么还是算错？”，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听到。

当学生出现那些“简单的”、“熟悉”甚至“低级”的错误 ，如果教师简单地归结为学生的

“不认真”、“马虎”、“粗心”等，而不好好了解、分析学生产生这些错误的思维过程，光靠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技能训练，学生的运算能力是难以得到提高的。

1111、、、、2+a2+a2+a2+a﹥2222为什么错了？为什么错了？为什么错了？为什么错了？

初学代数时，一些学生总认为 2+a 比 2大。在这个问题弄清楚后，你再问他“2+a与 a
哪个大”，他想“再不要上当了，还是分 a为正负零来回答吧！”如果教师对这种错误的原因

不加以分析，对学生的认识过程不作科学的了解，类似的错误仍然会继续发生。如“a的平

方一定比 a大”、“一个正数开方后一定变小了”等。

出现这种错误的一个方面原因是学生对“+”的理解问题。认为“+”就是“增加”，“增

加”了，于是变大了。这样的“定势”在刚进入初中的学生来说会经常出现。从本质意义上

说，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运算的意义理解不够。

另一方面是学生对“字母表示数”的概念理解不到位。进入初中阶段，由于数的范围已

经扩充到了负数，这里的字母 a既可以是正数，也可以表示一个负数。《标准》提出，“在现

实情境中进一步理解用字母表示数的意义”。由于现实情境中的数量一般是正数，仅仅通过

的一些实例难以突破这种思维的定势。

2222、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3-3-3-3））））××××（（（（-4-4-4-4））））=9=9=9=9？？？？

在学习有理数的乘法运算“负负得正”时，一位学生通过计算，得到（-3）×（-4）=9
的结论。这个结果显然是错误的，教师不假思索就否定了这个学生的结果，并批评这个学生

计算不用心。这个结果真的是因为学生不用心吗？课后与这位同学进行了交流，他说：根据

乘法法则，-3 乘以-4 就是按照数轴的反方向的反方向，以 3为单位，数 4 个单位。你看，

我从数轴的-3这个位置开始，向正方向数，不是正好数到+9的位置吗？

学生说的是有道理的，这是利用数轴解释有理数乘法运算引起的问题：在解释加法运算

时，是从数值所在位置开始的。但在解释乘法运算时，为什么就必须从 0的位置开始呢？如

果从 0的位置开始、与数值所在的具体位置无关，那么用数轴解释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学生的想法是合理的，是非常好的。教师可以通过举例引导学生自我发现问题所在 ：

按照你的观点，（+3）×（+3）会等于几呢？

（-3）×（-4）=9并没有全错，至少结果的符号判断是对的，只是该学生对利用数轴判

断时的理解上出现了一点偏差。



当学生出现运算错误时，有时候教师是需要听一听学生是如何思考的，了解学生运算出

现的过程和原因有助于帮助学生认识并及时纠正错误，才能有效促进和提高学生的运算能

力。

3333、检验了怎么还错？、检验了怎么还错？、检验了怎么还错？、检验了怎么还错？

一位初三学生拿了一份刚做好的试卷（作业）来找我，希望我面批一下。我浏览了一下 ，

发现该生在解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方程组、一元二次方程和分式方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错误。

为了了解出错的原因，我先问他：“你是怎么解一元一次方程（组）的？” “解一元一

次方程先去分母、去括号，再移项、合并同类项，最后将未知数的系数化为 1；解一元一次

方程组可以用代入法或加减法消元转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等等。” 从流利地回答中可以看出，

他对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方法和一般过程是清楚的。问题是出在使用运算性质的求解的过程、

包括运算过程的一些习惯方面，如去括号时的符号问题，去分母时每一项都必须考虑等。

然后我指出了错误的题号，并提醒“这几题我一看就知道答案是错误的。”受我的提示，

他通过代入检验的方式很快就知道结果是不对的。但他却很惊奇地问我：难道解一元一次方

程（组）还要检验？不是只有解分式方程时才需要检验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提出请他在检查一下做错的一道解分式方程的试题。检验了

几遍，仍觉得没错，因为“将结果代入分母，分母的值不等于 0”。

问题出在我们的教学。因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从老师那里得到的解分式方程进行检验的

“秘笈”：只要将结果代入分母，分母的值不等于 0就可以检验所求得的结果是否是增根了。

检验并不只是解分式方程必须的一个过程，虽然在解一元一次方程（组）的最后不需要

用文字的形式表示这种过程，但这种检验常常能帮助我们迅速判断结果的真伪。分式方程的

检验也不能简单地只看分母的值是否为 0，还应该看结果能否满足原方程，用以发现过程是

否有错误。这些暴露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只关注一些“技巧”往往会使得学生的思维僵化 。

经常算错，是运算能力差的而已中表现，只求细心还不够，还要提高其验算能力并养成

良好的习惯和方法。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正确地进行验算，培养学生自我检查的

习惯，形成对自己工作的责任感，从而有根据地深信自己工作的正确性。

二、运算能力的特点及其培养途径二、运算能力的特点及其培养途径二、运算能力的特点及其培养途径二、运算能力的特点及其培养途径

运算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能力。它与记忆能力、理解能力、推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

空间想象等其他认识能力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着的：学生不能熟记各种数据和公式，就无法

正确、迅速地进行各种运算；如果对概念的理解不透彻，或根本不理解，运算必然会陷入盲

目性；学生不善推理，就无法选取合理的运算方法，甚至对不合理的运算结果也必然觉察不

出；估计能力与空间想象能力常常能帮助学生预测结果，从而也容易纠正不正确的运算结

果……

运算能力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在数学发展史上，不同类别的运算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具

体到抽象、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对运算的认识和掌握也必须是逐步有

序的、有层次的，不掌握有理数的计算，就不可能掌握实数的计算；不掌握整式的计算，也

就不可能掌握分式的计算。不掌握有限运算，就不可能掌握无限计算。没有具体运算的基础 ，

抽象运算就难以实现。由此可见，运算能力是随着知识面的逐步加宽、内容的不断深化、抽

象程序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发展的。对于中学数学运算能力的要求大致以下几个层次：①计算

的准确性——基本要求②计算的合理、简捷、迅速——较高要求③计算的技巧性、灵活性——
高标准要求。运算技能上升到能力的层次，就能把运算的技巧与发展思维融合在一起。

运算能力的上述两个特点说明，在实际教学中既不能让学生的运算能力提留在已有水平

上，也不能超越知识内容和其他能力的水平孤立地发展运算能力。



1111、经历过程，理解运算的意义、经历过程，理解运算的意义、经历过程，理解运算的意义、经历过程，理解运算的意义

《标准》降低了对有理数运算的要求，降低了式的运算和变形的难度和技巧，并不代表

现在不需要重视学生运算能力的培养，而是结合时代特点对运算的内涵及其重点进行必要的

调整。从基础教育的目标要求来看，重要的不再是计算的熟练程度和技巧，而是对运算意义

的理解。

传统的代数课程，给人的印象是公式多。单就乘法公式就有六、七个，如果考虑那些变

形，那就更多了。而现在《标准》只要求两个：平方差公式和完全平方公式。但对其理解的

要求更高了：会推导乘法公式，了解公式的几何背景，并能进行简单计算。在教学中。通过

学生自己的发现过程，可以体会到数与代数中公式的这一本质。而且如果真的碰到(a+b)3的
话，也会用类似的方法计算或推导出新的公式。因此最主要的还是对“公式”本身的意义和

作用的理解，体会公式的发现和推导过程，懂得怎么应用公式，而不在公式的多少。

2222、讲究策略，优化运算的过程、讲究策略，优化运算的过程、讲究策略，优化运算的过程、讲究策略，优化运算的过程

运算过程可以理解为是根据运算定义及其性质从已知的运算对象推导出结果的过程，因

此，运算过程的实质是一种推理过程。

例如，1+2+3+…+99+100=？当时为什么高斯能正确地、迅速地得到答案？他可能上这样

想的：1+100=2+99=3+98=…=50+51=101，所以答案是 101×50=5050；也许，他用两次题目

中的加数、颠倒相加而得；也许他用的是另外的方法。尽管历史没有记载他当时的策略方法 ，

但用了推理能力这一点则是无疑的。

加强运算策略的学习，可以避免复杂运算，优化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尝试计算求解的过程中，学生经常会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考角度出发，产生不同的

运算方法。而传统的数学课程往往忽视这种不同的方法，而直接介绍给学生成人通用的方法 。

例如用方程解决问题的教学，常常以题型分类，如行程问题、工程问题等。其实学生能够而

且应该发明自己的计算策略，这种发明对他们的数学理解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表明了学生

解决问题的多样性。因此，在用方程解决问题的教学中，应强调对实际问题的数量关系的分

析，突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借助图表、线图整体把握和分析题意，寻找相等关系，并注意检

验和解释方程解的合理性．教学中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探索和交流的空间，鼓励学生多采用

“尝试、猜想、验证”方法去解决问题．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直接教给学生如何立式计算学生完全可以掌握，何必花费那么

多时间在尝试、思考和讨论上。这里涉及到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例如，解一元一次方程 ，一般学生都是按照“规矩”进行下列的运算：1
3
1

3
1

+=+ xx

两边同乘 3，得 ，移项合并同类项，得 ，两边同除 2，得 。也有313 +=+ xx 22 =x 1=x
的同学采用先移项、合并同类项后，再进行 x系数化为 1。然而，在课堂中仍然有“不和谐”

的声音：我觉得可以把 x与 1、 与 放在一起，将 看成一个字母，不用计算就可以x
3
1

3
1 1−x

知道 了。1=x
固定的思维方法在运算中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当学生掌握了某一种知识（方

法）往入习惯用类似的旧知识（方法）去思考问题，这样必然会出现思维的惰性，影响运算

的速度，使运算过程繁冗不堪。在教学过程如果教师不能善于捕捉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甚至采用打压政策，而一味地要求学生遵循“规范”的解方程程序，不仅会影响了学生的运

算能力的发展，更容易损伤学生可贵的探索欲望和创新意识。

3333、学会反思，提高运算的准确性（养成良好的习惯）、学会反思，提高运算的准确性（养成良好的习惯）、学会反思，提高运算的准确性（养成良好的习惯）、学会反思，提高运算的准确性（养成良好的习惯）

论语中有“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等，都强调了反思在道德

修养中的作用。《学记》中所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



困，然后能自强也”则是从教学和学习两个方面提出了反思的重要作用。善于反思的人，能

不断地矫正错误，科学地设计运算的过程，并提高运算的准确度，逐步养成良好的运算习惯 。

（1）反思错误的成因

学生计算错误有很多原因，特别是在学生新旧知识之间的符号、表象或概念、命题之间

的联系出现编码错误或是产生负迁移。例如，在分式的运算课上老师布置了一个题：

计算： 。
)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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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

有一位同学的解法是：原式= 。63)3(4)2(5)2(2 −=+−++− xxxx

显然该同学的结果错了，出现这样的错误原因是什么呢？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分

析，认识到这是由于把分式方程变形（去分母）搬到解计算题上了，是思维迁移过程中所产

生的负作用所引起的错误。

但教师又来了个顺水推舟：刚才这种解法虽然错了，但我们能不能考虑利用分式方程的

思路来求解呢？

经过大家的讨论，一个新的方法出现了：

设 ，去分母，A
xxxxxx

=
−+

−
−+

+
++ )2)(2(

4
)2)(3(

5
)3)(2(

2

得 ，Axxxxxx )3)(2)(2()3(4)2(5)2(2 +−+=+−++−

即 ，由此可得计算结果。Axxxx )3)(2)(2(63 +−+=−

学生计算错误是常有的事，教师应充分利用这种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客观地研究出错的

原因，研究它与正确解法之间的联系，正确利用学生错解中的合理成份，真正发挥错解在教

学的正向作用。

（2）反思运算的过程

数学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能否根据法则、公式等正确地进行计算，更要帮助学

生理解运算的算理，能够根据题目的条件寻找合理的、快捷的运算途径。例如，运用四则运

算法则进行有理数的运算时，在重视计算结果的准确性的同时，更应重视学生计算的合理性 、

科学性。如计算 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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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不同的计算过程，所选用的运算性质与计算目标各有不同，可以通过对照计

算过程所体现出的不同的运算方法，引导学生体会每一种运算方法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对结果

的获得所带来的影响。

（3）反思运算的结果

对计算的结果进行反思，不仅是检验结果正确与否，更重要的是考察结果是否合理，是

否符合实际。



例如，甲住离学校 2千米的地方，已住离学校 3千米的地方，他们两个住地相距多远？

回答 2+3=5或 3-2=1对吗？

有时，从结果的反思我们还能发现问题的设计中的学问。

例如，在小组交流时有一位同学给大家出了这样的一道题：

已知 ，求 的值。绝大多数同学是借助于解方程组先031 =−+−+ xyyx 33 xyyx +

求出 x,y的值，然后代入求解。但有一位同学迅速地得到了结果：

。正当大家沉浸在对上述算法感叹之中时，15)5(3]2)[( 233 −=−×=−+=+ xyyxxyxyyx

有人却提出了质疑：根据已知条件有 ，而 是非负的，结果怎么可能是负数3=xy 22 yx +

的呢？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大家通过对结果的分析，终于明白了题目条件本身存在的

问题。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与推进，运算能力已经成为影响学生能力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的一

个方面。中学数学教学应该认真倾听学生的思考过程，从中发现出现运算错误的原因，有针

对性地加强学生对运算意义的理解，掌握根据问题的需要选择适当的算法和运算工具的方

法，培养验证结果的准确性和估算结果的合理性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有效发展学生的运算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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