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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一、高二数学教材中可应用图形计算器部分的说明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数学教师       王玉生       2010 年 7 月 6日 

  

现在北京市各普通高级中学均使用新课程标准的数学教材，主要是人教（A）版和人教（B）

版这两套课本；高中学生在高一、高二都要学习数学必修的①、②、③、④、⑤；理科学生还要

学选修的 2-1、2-2、2-3，高三学习选修 4-1、4-4；文科学生要学选修的 1-1、1-2。下面以理

科学生和人教（B）版教材为例，介绍课本中可以使用图形计算器学习的教学内容。当然，对许

多教学内容，在教学中学生可以不使用计算器，手工运算就可以得出结果，但对于一些复杂的计

算，使用计算器计算更为快捷、准确；而对有些内容，必须要使用图形计算器或计算机，例如关

于“算法”的教学，否则达不到新课程要求的教学标准。 

 

一、数学必修① 

第一章“集合”共有两节内容：1.1 集合与集合的表示方法，1.2 集合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在 1.1 节中有个别关于求方程解集的习题，例如求方程 

0)82)(1( 22 =−+− xxx 的解集，可以用图形计算器求解，并且能用计算器画出相关函数的图

象，说明几何意义；学习 1.2 节内容一般不用计算器。 

第二章“函数”共有四节内容：2.1 函数，2.2 一次函数和二次函数，2.3 函数的应用（Ⅰ），

2.4 函数与方程; 第三章“基本初等函数（Ⅰ）”共有四节内容: 3.1 指数与指数函数，3.2 对数

与对数函数，3.3 幂函数，3.4 函数的应用（Ⅱ）。这两章的教学内容，都非常适合学生使用图形

计算器自主地进行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图形计算器强大的绘图与计算功能。例如可以用计算器画

出函数的图象，分析函数的单调性、奇偶性，求函数的零点，分析参数 a 对函数
xay = 和

xy alog= 图象变化的影响，等等。 

在 2.1 节中，课本还专门有一节“用计算机作函数图象”的选学内容，所编排的教学内容，

学生都可以用图形计算器自主地学习完成。对于 3.1 节中一些涉及字母的指数计算习题，可以用 

voyage2000 图形计算器求解。在 3.4 节中有一道探索性质的例题，题中给出了玉米在不同阶段

生长高度的一组数据，要求根据数据画出函数图象，建立数学模型，求出函数关系式。这属于函

数拟合问题，只能用图形计算器求解。 

二、数学必修② 

第一章“立体几何初步”共有两节内容：1.1 空间几何体，1.2 点、线、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在这一章的教材中，1.1 节有一些计算空间几何体的体积、表面积的习题，如果计算结果允许用

小数表示，那么使用普通的计算器就能够满足要求；如果计算结果要求用分数或根式等表示出准

确值时，那么就需要用 voyage2000 这样较高级的图形计算器进行计算。另外，这两节在教学中，

需要动画地演示一些空间几何体的形态和元素的位置关系，可以用 TI-92 或 voyage2000 图形计

算器上设置的几何画板软件，制作教学课间让学生去观察体验；某些空间图形，例如圆柱面和锥

面，还可以直接使用计算器内置的 3D 功能，画出图形进行演示。 

第二章“平面解析几何初步”共有四节内容：2.1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基本公式，2.2 直线

的方程，2.3 圆的方程，2.4 空间直角坐标系。在 2.1 节中课本有一些解不等式的习题，例如“在

数轴上画出满足 12 >−x 的点”，可以直接使用图形计算器，输入函数的表达式后，在数轴上

显示出满足不等式的点集。课本上还安排了一些探索性的习题，例如“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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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 xx ”，都能够用图形计算器求解。在 2.2 节中，有许多求直线方程的习题，学生

可以用计算器画出所求的直线验证手工运算的结果是否正确；在输入直线方程表达式的过程中，

学生可以体会直线斜率的几何意义，并且分析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在 2.3 节中，许多习题需要

画圆，这时需要把圆的方程分解为两个函数来输入表达式，比较麻烦，并且画出的圆有缺口，不

如使用圆的参数方程来输入表达式，这样画出的圆没有缺口，参数方程也是高考要考察的内容；

学生可以通过画出圆与直线，分析它们的位置关系；2.4 节内容基本不用计算器。 

 

三、数学必修③ 

   第一章“算法初步”共有三节内容：1.1 算法与程序框图，1.2 基本算法语句，1.3 中国古代

数学中的算法案例。在这一章的教材中，大部分习题都需要学生编出解决问题的计算程序；由于

不同的软件在语言输入上，相互之间都有一些差别，所以学生如果不在计算机或计算器上输入程

序语言进行验证，有时很难发现错误。课本上几乎所有的算法问题，都可以使用 TI-83 图形计算

器编出计算程序，求出结果，而且这种程序在输入时比较简便。另外，在 1.1 节中有解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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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习题，使用图形计算器输入相关的矩阵，利用矩阵运算功能，可以求出

方程组的解。 

   第二章“统计”共有三节内容：2.1 随机抽样，2.2 用样本估计总体，2.3 变量的相关性。在

2.1 节中，可以用计算器打出随机数，进行随机抽样，代替随机数表抽样；在 2.2 节中，可以利

用图形计算器内置的统计作图功能，输入数据，直接画出直方图，取代手工作图；在计算样本数

据的均值与方差时，也可以输入数据，直接得出结果。在 2.3 节中，更是需要用图形计算器来画

数据的散点图，求出回归直线方程，画出回归直线。 

   第三章“概率”共有四节内容：3.1 事件与概率，3.2 古典概型，3.3 随机数的含义与应用，

3.4 概率的应用，这一章仅在 3.3 节需要用计算器进行模拟试验，其余内容不需要用计算器。3.3

节中有一道例题是“用计算器产生随机数的方法模拟掷硬币试验”，可以用图形计算器一组打出

五个或十个随机数 0 或 1，分别代表硬币的正反面，统计正面出现的概率。还有一道例题是“利

用随机数和几何概型求π的近似值”，可以用 TI-83 图形计算器编好程序，输入模拟次数，即可

得出结果。 

四、数学必修④ 

   第一章“基本初等函数（Ⅱ）”共有三节内容：1.1 任意角的概念与弧度制，1.2 任意角的三

角函数，1.3 三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这一章的各节内容，学生都可以用计算器帮助学习。1.1

节的许多习题都涉及到度、分、秒的计算和度与弧度的互化，学生容易出现计算错误，一般的计

算器上都内置了角度的转化计算功能，注意调整计算器模式的设置，都可以完成这类计算，这一

节课本上有使用计算器的例题。1.2 节有许多三角函数求值的习题，需要用到诱导公式，一些学

生常常记错公式，得不出正确的结果。使用计算器可以轻易地得出运算结果，验证传统的手工方

法计算结果是否正确。另外，可以使用计算器帮助学生理解、记忆三角公式，譬如分别计算

)9012sin( oo + 和
o12cos 的值，比较其是否相等，从而记住公式 αα cos)90sin( =+o 。1.3

节的内容，包含大量的涉及三角函数图象的习题，学生可以借助图形计算器画出函数图象，理解

参数变化对函数图象改变的影响，分析单调区间，求 大值和 小值和周期；还可以利用计算器

求反三角函数值的功能，直接由三角函数值求角。 

第二章“平面向量”共有四节内容：2.1 向量的线性运算，2.２向量的分解与向量的坐标

运算，2.３平面向量的数量积，2.４向量的线性运算应用，这一章可以使用图形计算器的内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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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 2.1 节中，如果使用 voyage2000 这样的图形计算器，利用它的几何画板功能，可以画出

两个向量的和向量与差向量；另外，在 2.２节中，图形计算器也可以进行向量的坐标运算。 

第三章“三角恒等变换”共有三节内容：3.1 和角公式，3.２倍角公式和半角公式，3.３

三角函数的积化和差与和差化积。与第一章类似，这一章的许多习题，都可以使用计算器，直接

计算求出结果；也可以用计算器理解、验证、记忆三角公式。对于“已知
3
1tan,

2
1tan == ϕθ ，

且 ϕθ , 均为锐角，求 ϕθ + 的度数”这类的习题，完全可以用计算器先求出角θ 和ϕ的度数，

进而求出 ϕθ + 的度数；虽然这种解法“不合常理”，但它更合乎于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 

 

五、数学必修⑤ 

第一章“解三角形”共有两节内容：1.1 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1.2 应用举例。这一章许多

习题的计算比较繁琐，表达式中经常含有非特殊值的三角函数求值和开方运算，使用计算器能大

大减轻学生的计算困难。 

第二章“数列”共有三节内容：2.1 数列，2.1 等差数列，2.2 等比数列。图形计算器把数

列作为一种特殊的函数来处理，所以只要输入表达式，不仅能求出各项的值，前 n 项和，还能画

出图象，分析其变化趋势，所以这一章的许多教学内容，都可以用图形计算器学习。这一章的一

些习题，可以用图形计算器直接求解，例如储蓄问题，计算器上内置有专门的软件，输入数据即

可得到答案；对于“求数列
98
97

−
−

=
n
nan 前 30 项中的 大项和 小项”这类的习题，输入表

达式后，画出图象或是利用数表功能，都能够得出正确答案。课本在 2.1 节中有一道递推公式的

习题，“用计算器求出数列 1， L),1cos(cos,1cos 的值，研究分析此数列的变化规律”，使用图

形计算器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数列的极限值，并能求出方程 xx cos= 的根，验证这个根就是数列

的极限值。 

第三章“不等式”共有五节内容：3.1 不等关系与不等式，3.2 均值不等式，3.3 一元二次

不等式及其解法，3.4 不等式的实际应用，3.5 二元一次不等式（组）与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

现在提倡从函数的观点研究不等式，所以这一章的内容，多数都可以与函数图象相结合，适合学

生使用图形计算器学习。例如 3.1 节中的例题“比较 xx −2
和 2−x 的大小”，可以画出两个函

数的图象，比较图象的位置，从而使学生理解不等式的几何意义；3.2、3.3、3.4 节中的许多习

题，也都可以划画出函数图象，求函数 大值、 小值来求解；图形计算器有解不等式功能，输

入不等式后，在数轴上即显示出解集。对于 3.5 节的线性规划问题，图形计算器也可以画出目标

函数的可行域，帮助分析求解。 

 

六、数学选修 2-1 

第一章“常用逻辑用语”共有三节内容：1.1 命题与量词，1.2 基本逻辑联结词，1.3 充分

条件、必要条件与命题的四种形式。这一章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分析定理、命题的逻辑结构，基

本上用不到计算器，但有个别的习题，例如判定命题“ 0
4
1, 2 ≥+−∈∀ xxRx ”是否成立，也

可以用计算器求解；另外，在画分段函数的图象时，计算器需要用逻辑用语“或”、“且”来确定

函数的定义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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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圆锥曲线与方程”共有五节内容：2.1 曲线与方程，2.2 椭圆，2.3 双曲线，2.4

抛物线，2.5 直线与圆锥曲线。这一章的内容由于和函数图象有关，所以都可以使用图形计算器

辅助学生学习，但是有的计算器可以直接输入参数画出圆锥曲线，而有的计算器则需要将圆锥曲

线方程分解为函数的形式，所以画图象是不很方便。使用 voyage2000 这样的图形计算器，利用

它的几何画板功能，可以动态演示曲线形状的变化，更有利于学生理解问题的几何意义。 

第三章“空间向量与立体几何”共有两节内容：3.1 空间向量及其运算，3.2 空间向量在立

体几何中的应用。与平面向量相同，这一章适合使用图形计算器的内容有限，但如果是使用

voyage2000 这样的图形计算器，可以利用几何画板功能，定义一些关于向量的运算公式，在确

定了空间直角坐标系的条件下，也可以解决某些立体几何问题。 

 

七、数学选修 2-2 

第一章“导数及其应用”共有四节内容：1.1 导数，1.2 导数的运算，1.3 导数的应用，1.4

定积分与微积分基本定理。这一章的内容，大部分适合使用图形计算器进行学习，特别是使用

voyage2000 这样的图形计算器，可以计算一些复杂的积分，并且得出结果的准确值。例如 1.1

节中“求抛物线
2xy = 在点 )1,1( 的切线斜率”问题，画出函数图象后，用计算器可以直接得出

答案；又如 1.2 节与 1.4 节中的求导数和原函数问题，用 TI-83 可以得出数值解，用 voyage2000

可以得出函数解，并且都可以划出积分表示的面积区域，使学生理解积分的几何以意义；对于

1.3 节中许多研究函数性质的习题，图形计算器也是很好的学习工具。 

第二章“推理与证明”共有三节内容：2.1 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2.2 直接证明与间接证明，

2.3 数学归纳法。这一章的学习，基本上不需要使用计算器，但有个别的习题，例如“设实数

1−≠x ，求证：
3
1

12
56

2

2

−≥
++
+−

xx
xx

”这样的题，也可以使用图形计算器分析求解。 

第三章“数系的扩充与复数”共有两节内容：3.1 数系的扩充与复数的概念，3.2 复数的运

算。图形计算器内置了复数的计算功能，所以在 3.2 节中的一些关于复数的计算题，可以用计算

器求解；3.1 节则不用计算器。 

 

八、数学选修 2-3 

 

第一章“计数原理”共有三节内容：1.1 基本计数原理，1.2 排列与组和，1.3 二项式定理。

在这一章的内容中，1.1 节不需要用计算器，1.2 节则需要使用计算器，因为在计算排列数与组

合数时，有时数值较大，计算量很大，手工很难完成。voyage2000 图形计算器，不仅能计算一

般的排列数与组和数，而且可以得出复杂的分数形式的准确值，所以更为适合使用；特别是在

1.3 节求二项式展开式时，利用 voyage2000 内置的展开功能，很多习题都可以用计算器完成。 

 

第二章“概率”共有四节内容：2.1 离散型随机变量机器及其分布列，2.2 条件概率与事件

的独立性，2.3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2.4 正态分布。前面三节内容一般可以不用计算器，仅有

少部分习题，计算过程比较麻烦，需要用计算器帮助进行计算；但 2.4 节则非常需要使用图形计

算器，因为课本没有正态分布表，学生不能查表求值，一些题无法求解。图形计算器不仅能计算

正态分布的概率值，而且能画出正态曲线，使学生理解它的几何意义。 

 

第三章“统计案例”共有两节内容：3.1 独立性检验，3.2 回归分析。这两节的教学内容都

适合使用图形计算器，对于 3.1 节的
2χ 检验，在计算器上输入相应的矩阵，立刻能计算出

2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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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从而判断事件的相关性；而 3.2 节中的所有习题，都能用图形计算器画图、求出回归直线方

程、计算出样本相关系数，既快速又准确，适合学生使用。 

以上的判断，仅为个人的看法，因为各种类型的图形计算器的功能不同，所以适用的范围也

会有所不同，因而一些评价、判断难免不够准确、 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