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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合情推理，是“根据已有的事实

和正确的结论、实验和实践的结果，以及

个人的经验和直觉等推测某些结果的推

理过程，归纳、类比是合情推理常用的思

维方法”。合情推理能力是推理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无论是对学生今天的数学

学习，还是对学生今后的工作与生活，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数学学习来说，

很多知识的获取、结论的归纳、解决问题

思路与方法的发现等都需要进行合情推

理，学生经历数学知识的探索发现过程，

既是合情推理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合情

推理能力的过程，比如小学生探索发现 2、

3、5 的倍数的特征，就需要进行归纳推

理。就学生今后的工作与生活来看，无论

是开展科学研究，还是从事生产劳动；无

论是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还是处理日常生

活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合情推理能力，比

如科学家发现科学结论、农民根据市场的

需求判断种植农作物的品种、警察分析案

情等都会用到合情推理。因此，在小学数

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有利

于为学生的终身学习与发展打下良好的

基础。

一、合情推理的主要形式

合情推理在具体的应用中具有不同

的形式。根据合情推理采用思维方法的

不同，小学数学中的合情推理可以分为归

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概率统计推理等推理

形式。

1.归纳推理。

所谓归纳推理，是指“由某类事物的

部分对象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推出该类事

物也具有这些特征的推理”。进一步说，

归纳推理就是从个别的、特殊的事实出

发，通过观察、分析、归纳、整理，推出带有

规律性、普遍性结论的推理形式。归纳推

理的本质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性到共

性、从经验事实到事物内在规律的思维过

程。归纳推理是合情推理的核心内容，在

小学数学学习中广泛应用，例如，学习加

法交换律时，通过对 25+34=34+25 的观

察，发现等式左右两边两个加数交换了位

置，和不变，由此猜想：任何两个数相加，

交换加数的位置，和都不变，并再列举这

样的例子进行验证，发现它们都具有这样

的规律，于是概括出“两个数相加，交换加

数的位置和不变”这个一般性结论，这种

推理形式就是归纳推理。

归纳法是基于归纳推理形式的一种

思维方法，它可以分为完全归纳法和不完

全归纳法，小学数学中的归纳推理，几乎

都是采用不完全归纳法进行推理，即通过

对事物部分对象的分析得出一般性结论

的推理形式。归纳推理具有积极的育人

价值，一是归纳推理的前提提供的例证材

料相对较少，推理步骤简捷，有利于学生

迅速发现数学事实的本质，培养思维的敏

捷性。二是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一般超

出了前提所包含的范围，它不但有利于学

生在数学学习中以较少的题材掌握更多

的知识和概括化的结论，而且有利于学生

概括能力和数学认知结构的发展。三是

归纳推理立足于通过观察、猜测、联想去

发现新的数学结论，它不但有利于发现与

掌握新知识，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

独创性和创新意识。

2.类比推理。

所谓类比推理，就是“根据两类不同

的数学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相同或相似，

从而推测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

似或相同的推理方法”。进一步说，类比

推理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特殊到特殊的

推理形式，是利用已经掌握的其他事物的

特征，推测出目前需要研究的事物的特征

的推理过程。波利亚认为，类比就是一种

相似。因此，凡是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着

相似性，或它们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就

可以用类比推理发现新的知识。类比推

理是合情推理的又一重要形式，在小学数

学中大量应用，例如，学习体积单位时，根

据度量面积的大小需要统一面积单位，从

而联想到度量体积的大小需要统一体积

单位，并由 1 平方厘米、1 平方分米、1 平方

米这些面积单位联想到 1 立方厘米、1 立

方分米、1 立方米这些体积单位，就属于类

比推理。

小学数学中的类比推理主要体现在

两个层次：一是简单表层类比推理，就是

根据数学对象表面上的相似而进行的类

比推理。这种推理得出的结论或然性较

大，但对小学生来说容易被他们理解。例

如，学习了长方形的面积=长×宽，就会很

自然想到正方形的面积=边长×边长；学

生在学习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时也可能想

到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底×邻边，但是这

一结论是错误的。二是实质类比推理，就

是通过对数学对象之间存在的具有实质

性的、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的分析进行的

类比推理。这种类比推理对小学生来说

理解有一定的难度，但它得出的结论正确

性相对较高，因此，在小学数学学习中仍

然用得较多。例如，在学习圆柱的体积计

算公式时，根据将圆转化成近似的长方形

可以推导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的已有经

验，联想到可以将圆柱转化成近似的长方

体推导出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就是实质

类比推理。

陈祥彬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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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类比推理的结果具有或然性，但

它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育人价值，一是类

比推理是将一类问题的解决思路与方法

迁移到另一类与之相似的问题情境中去，

它不但有利于学生沟通知识之间的联系，

形成概括化的认知结构，促进学生归纳概

括能力的发展和思维深刻性品质的培养，

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迁移学习的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将行程问题中

“速度和×相遇时间＝总路程”这一数量

关系类推到工程问题中去，得出“工作效

率和×工作时间＝工作总量”这一结论，

既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工程问题的解决，也

有利于学生将解决这两类问题的思路和

方 法 联 系 起 来 形 成 更 加 概 括 的 认 知 策

略。二是类比推理需要观察、联想或猜

想，它是富有创造性的推理，因此，类比推

理既有利于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和新方法，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例如，根据乘法分配律，25×（400＋

40）=25×400＋25×40，联想到乘法对减

法可能也具有这一规律，于是猜想：25×

（400-40）=25×400－25×40，学生通过再

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验证，确定这种猜想

是正确的。这样的类比推理过程不但促

进了学生发现新知识，而且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

3.概率统计推理。

概率统计推理是概率推理和统计推

理的合称，所谓概率推理就是“通过对一

类事物部分对象所具有属性的随机性的

考察，推测出每一类事物都具有这种属性

的可能性的程度的推理方法”。例如，根

据甲乙两个篮球队在过去 9 场比赛中甲队

胜 7 场的实事，推测出本场比赛甲队胜过

乙队的可能性很大，或甲队取胜的可能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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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就是概率推理。所谓统

计推理就是“在对一类事物抽样调查的基

础上，根据样本具有某种属性的程度或数

量，推测出该类事物总体所具有这种属性

的程度或数量的推理方法”。可以看出，

虽然概率统计推理都是由部分推出整体

的推理形式，具有归纳推理的一些特点，

但概率统计推理一般是建立在抽样调查

和对数据的分析基础之上，它不同于归纳

推理中的简单枚举，以数据为推理的主要

依据是概率统计推理的最主要特点。

概率统计推理在认识和实践中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对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具有

突出的育人价值，一是概率统计推理既有

利于培养学生根据数据分析进行判断与

选择的意识，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尊重客观

事实、言之有据、用数据说话的科学态

度。二是概率统计推理既有利于培养学

生根据数据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也有利

于培养学生在面对变化的情况和不确定

现象作出合理预测的能力，为学生今后适

应 现 代 社 会 的 需 要 打 下 良 好 的 素 质 基

础。三是学生在应用概率统计的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需要从日常生活中

收集与问题有关的数据，并“根据数据构

建数学模型，利用多种知识求解数学模

型，根据数学模型的解作出决策，以解决

实际问题”。这些概率统计推理活动，为

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搭建了

平台，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例

如，明明一家今年国庆节准备到安徽黄山

去旅游，请你预测今年国庆期间黄山的气

温情况，以便明明一家携带衣服。学生要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去收集近几年国

庆期间黄山气温情况的数据，然后通过对

数据的分析预测今年国庆期间黄山的气

温情况。可以看出，通过概率统计推理，

不但有利于培养学生根据数据进行判断的

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也可以

培养学生根据数据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

二、培养学生合情推理能力的教学策

略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既要充分挖掘课

程教材里有利于培养学生合情推理能力

的题材，也要不断改进教与学的方式，让

学生经历观察、实验、归纳、猜测、联想、类

比等合情推理过程，促进学生合情推理能

力的培养。

1.挖掘教材中合情推理的题材。

小学数学教材中蕴涵着大量的有利

于培养学生合情推理能力的题材，具体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去挖掘这些题材。

（1）数学概念、性质、法则、关系、公式

等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合情推理。小学数

学教材中，数学概念的形成、运算法则的

归纳、计算公式的探索等，都体现了知识

的发展与形成过程，学生经历这些知识的

形成过程，必将用到观察、归纳、猜想等方

法，这不但有利于学生感受数学家在探索

发现数学知识过程中思考问题的方法，也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例如，

人教版课标数学教材（以下均以该版本教

材为例，简称教材）四年级下册第 65 页“分

数与除法的关系”，让学生借助生活情境，

通过对 1÷3=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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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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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发现

并归纳概括出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其中就

蕴涵着合情推理。

（2）探索规律中的合情推理。探索规

律是数学课程标准“数与代数”领域中的

一个内容，在小学数学教材中具体涉及了

以下五方面的题材：一是探索加法运算律

和乘法运算律。二是探索图形、数的排列

规律，比如教材一年级下册第八单元主要

探索图形和数简单的排列规律。三是探

索乘、除法的积与商的变化规律。四是用

计算器计算并探索算式的规律。五是教

材中其他一些包含探索发现规律的题材，

比如教材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探索小数

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教

材五年级上册第 77 页综合应用中探索物

体重量与橡皮筋被拉长的变化规律等。

综观这些题材，都体现着让学生运用观

察、操作、实验、猜测、归纳等合情推理方

法去发现数学对象的内在联系，探索给定

情境中隐含的规律。因此，小学数学教学

中应注意挖掘探索规律题材中的合情推

理，促进学生合情推理能力的培养。例

如，教材四年级上册第 27 页例 2，先让学

生 用 计 算 器 计 算 9999 × 1、9999 × 2、

9999×3、9999×4 的积，并发现其中的规

律，再很据这一规律直接写出 9999×5、

9999×7、9999×9 的积。学生在探索这一

规律的过程中需要用到观察、发现、归纳

等思维方法，有利于促进学生合情推理能

力的培养。

（3）问题解决中的合情推理。问题解

决既是小学数学课程的重要目标，也是小

学数学教材中的重要内容。教材中除了

单独用一个单元或结合有关知识的学习

安排问题解决的内容外，还在“数学广角”

和“综合与实践”中编排了大量的问题解

决的内容。学生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活动

中，无论是对解决问题思路与方法的发现

与总结，还是将一类问题的解决思路与方

法迁移到另一类问题情境中去，都需要用

到猜测、归纳、类比、联想等合情推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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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此，在问题解决中蕴涵着合情推

理，通过问题解决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

情推理能力，也有助于学生发现解决问题

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促进学生解决问题能

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例如，教材六年级

上册“数学广角”中的“鸡兔同笼”问题，主

要是让学生学习用列举、假设等方法解决

问题。在随后的练习中解决“公园里的大

船乘坐 6 人，小船乘坐 4 人，六（1）班 38 人

租了 8 条船刚好坐满，大小船各有几条？”

这类问题时，需要发现这两种问题情境之

间的本质联系，由解决“鸡兔同笼”问题的

思路和方法联想到解决该问题的思路和

方法，这里蕴涵着类比推理。再如，教材

五年级上册第 65 页例 1 稍复杂的方程，既

是学习稍复杂方程的解法，也是学习用稍

复杂的方程解决问题，当学生列方程解决

问题后，教材中还提出“你是怎样列方程

的？”这一问题，既是引导学生对用列方程

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反思，也是让学生总

结列方程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与方法，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归纳推理能力。

（4）统计与概率中的合情推理。统计

与概率是小学数学课程内容的有机组成

部分，教材从一年级起开始安排统计的内

容，从三年级起开始安排概率的内容，在

这些内容中蕴涵了合情推理，一是在统计

的内容中，蕴涵了让学生根据样本具有的

属性和数量，推出该类事物具有的属性和

数量，即由样本过渡到总体的推理。例

如，教材四年级下册第 113 页第 3 题，要求

学生根据 1997~2003 年每百户家庭彩电平

均拥有量，预测 2005 年这个地区每百户家

庭彩电平均拥有量，就属于统计推理。二

是在概率的内容中，蕴涵了通过对一类事

物的部分对象所具有属性的随机性的考

察，推出每类事物具有这种属性可能性程

度的推理。例如，教材五年级上册第 99 页

通过抛硬币推断出抛硬币出现正面与反

面向上的可能性都是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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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属于合情推

理。

2.让学生掌握合情推理的方法。

观察、实验、猜测、联想、类比等是合

情推理常用的方法，也是培养学生合情推

理能力的重要措施。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应注意改革教与学的方式，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观察、实验、猜测、联想、类比等数学

活动，发展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

（1）恰当应用操作实验。操作实验是

学生获得直接经验的一种学习方式，它不

但有利于学生有效获取数学知识，而且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小学数

学教学中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学生

的认知水平恰当采用操作实验，让学生通

过观察、发现、归纳、概括等数学活动，经

历知识的形成过程，培养学生的合情推理

能力。例如，在教学“三角形的内角和”

时，学生通过对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

钝角三角形的内角进行测量，或将三角形

的三个角拼在一起，会发现这些三角形的

内角和都是 180°，从而归纳概括出“三角

形的内角和都是 180°”这一数学结论，这

样的操作实验既有利于学生发现新的数

学知识，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情推理能

力。

（2）鼓励学生合理猜想。猜想是合情

推理常用的方法，它既有利于学生发现数

学结论，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情推理能

力。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一方面应注意为

学生提供猜想的机会，让学生在观察、思

考的基础上，借助直觉大胆猜想；另一方

面要引导学生通过举例、实验、推理、推广

应用等方法对猜想获得的数学结论进行

验证，以便确定猜想是否正确，培养学生

严谨的学习态度。例如，教学“3 的倍数的

特征”时，可以先让学生在 100 以内的数表

中找出 3 的倍数，并通过观察、思考发现这

些数具有个位与十位上数的和是 3 的倍数

这一特征，随之让学生猜想：凡是各位上

数的和是 3 的倍数，这个数就是 3 的倍数，

最后让学生举出不同的三位数、四位数，

乃至五位数、六位数，并用计算器计算验

证猜想的正确性。

（3）合理应用类比与联想。类比的实

质是一种联想，它们都是合情推理的常用

方法。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类比与联想，

不但可以将新问题纳入到学生已有的认

知模式中，促进新知向旧知转化，而且有

利于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培

养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和创新意识。小

学数学教学中的类比与联想，既有知识的

类比与联想，也有数学思想方法与学习方

法的类比与联想，还有解决问题思路与方

法的类比与联想。例如，在学习“比的基

本性质”时，根据比与分数及除法的关系，

由分数的基本性质、除法的基本性质，联

想到比也具有这样的规律，就是知识的类

比与联想；由平行四边形可以转化成长方

形推导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联

想到梯形也可以转化成长方形或平行四

边形推导出梯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既是学

习方法的类比与联想，也是转化的数学思

想方法的类比与联想；由解决分数问题的

思路与方法联想到解决百分数问题的思

路与方法就是解决问题思路与方法的类

比与联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类比

与联想，关键应让学生找到两类问题的相

同或相似的地方，特别应发现它们之间的

本质联系，并用一类问题所具有的属性去

猜想另一类问题也具有这些属性。例如，

如果学生能发现分数与百分数这两类应

用问题都有单位“1”的量及分率等相同因

素，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两类应用问题在

数量关系、问题结构等方面的内在联系，

那么，他们就能由解决分数应用问题的思

路与方法，联想到可以用这些思路与方法

去解决百分数应用问题。

3.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

合情推理的顺利有效进行，既与学生

掌握合情推理的思维方法有关，也与学生

已有的知识经验有关，学生已有的知识经

验既是进行合情推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合

情推理顺利有效进行的保证。因此，在小

学数学教学中让学生进行合情推理，一方

面要考虑学生头脑中是否具有与当前问

题相关的知识经验，另一方面要注意激活

学生的认知基础，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已有

知识经验进行猜想、类比与联想，确保合

情推理的顺利进行，提高推理结论的正确

性。例如，在教学认识 1000 以内数时，先

让学生一个一个地数小正方体，得出 10 个

一是 10，再一十一十地数小正方体，得出

10 个十是 100，最后一百一百地数小正方

体，得出 10 个一百是 1000。可以看出，这

样的学习活动不但应用了合情推理，而且

注意激活学生认知结构中 100 以内数的认

识的相关知识经验，并以这些知识经验为

基础去学习 1000 以内数的数数方法，认识

计数单位“千”，以及体会计数单位“百”与

“千”之间的十进制关系，体现了学生已有

知识经验在合情推理中的作用。

4.注意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结合。

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虽然有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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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但它们具有密切的联系。合情推理

是演绎推理的基础，为演绎推理准备条

件；演绎推理是合情推理的补充，为合情

推理提供根据，合情推理的可靠性要靠演

绎推理来证明，两者常常结合使用，因此，

学生在进行合情推理时，还应注意与演绎

推理有机结合。具体讲，一是在合情推理

活动中注意应用演绎推理，使归纳、猜想、

类比、联想等有比较充分的依据，提高合

情推理结论的正确性。例如，在教学“圆

的面积”时，首先可以引导学生将一个圆

等分成若干等份拼成一个近似的长方形，

并通过观察发现长方形的面积、长、宽与

圆的面积、周长、半径之间的关系，然后以

“长方形的面积=长×宽、长方形的长=圆

的周长的一半、长方形的宽=圆的半径”等

为前提，推导出“圆的面积=圆周率×半

径×半径”（S=πr2），这样的探索活动既应

用了合情推理，也体现了合情推理与演绎

推理的有机结合。二是注意将合情推理

得到的结论通过演绎推理加以验证，以便

检验合情推理的结论是否正确，同时促进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例如，五年级

认识长方体时，可以先让学生在观察长方

体的棱的基础上凭直觉猜想：长方体相对

的四条棱的长度可能相等，然后引导学生

应用长方形的对边相等这一知识为依据

进行演绎推理，从而得出猜想的结论是正

确的。

（责任编辑 贾振东）

陈远刚 （广东省惠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加强估算”是新课程小学数学计算

教学改革提出的一项要求，第一、二学段

分别提出了要实现的具体目标。“能结合

具体情境，选择适当的单位进行简单估

算，体会估算在生活中的作用。”“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能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估

算。”新课程认为估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运用相当广泛的数学运用方式和行为，有

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和数学价值。

估算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运算和

测量结果有概括性的认识，在计算题目之

前对结果进行估算，可以使学生合理、灵

活地用多种方法去思考问题；在计算后对

结果进行估算，可以使学生获得一种有价

值的检验结果的方法。

一、估算教学的现状

估算在教师的心中到底有多重，学生

的估算能力又如何呢？与教师交流研讨

中，我们发现目前小学数学估算教学的现

状却不容乐观，即使有教师认识到了估算

的重要性，但在教学实施中，教师重视不

够、理解欠缺，学生估算意识淡薄、方法单

一等现象仍普遍存在。这里有教师方面

的原因，也有学生方面的原因。

1.教师对估算知识的定位及研究缺

失，造成估算教学低效。

（1）教师直接告知估算方法，学生体

验不到估算是一种简化的计算。

在估算教学中，有的教师直接告诉学

生估算的方法，把其中的两个数看成整十

数、整百数，但为什么要看成整十数、整百

数呢？学生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

有感受到其中的简化思想，只是机械地照

着前面的样子完成习题。其实估算，学生

也是在进行计算，只是相对于原有的数据

计算而言，对其中的数据进行了简化。然

而这里学生虽然经历了数据的简化过程，

却体验不到其中的简化思想，触及不到估

算的灵魂所在。

（2）注重学生的估算结果的统一，轻

视估算多种策略的探讨。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学生根据

问题想出多种估算方法后，并不请他们谈

谈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选择了这些估算策

略，并不是引导他们比较选择不同策略的

不同结果，领会选择不同估算策略的优劣

性，而是希望他们采用同一、无误的方法，

得到统一的结果，学生学了估算却并未感

受到估算这种方法的优越性。久而久之，

学生头脑中的估算方法从多种多样到只剩

下唯一的一种“四舍五入”，学生头脑中的

估算也就只能成为简单的近似计算了。

（3）教 师 轻 视 对 学 生 估 算 意 识 的

培养。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师总是先要求学

生按照题目的要求“估计一下⋯⋯”，在进行

了大量的练习后，学生形成了非常熟练的估

算方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只是按照教

师的指令在进行估算，估算过程只是一个执

行指令的过程，没有能够感受到为什么要进

行估算。例如，一节四年级上册的“三位数

乘两位的乘法”计算课，从学生课堂上对估

算的态度来看，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对估

算的认识仍不够，好几位回答问题的学生都

是直接说出计算的结果。这是因为“估算”

这一知识点往往不列入单元检测内容中，因

而任课教师只是在日常的教学中走过场式

的完成教学课时任务，而不注重对估算教学

的原因分析，不注重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估算意识的培养。

2.学生估算意识淡薄，估算能力不足。

学生的估算意识及能力如何呢？我

们曾随机抽取了二至四年级的小学生作

过调查。基本情况如下：

1.你在平时的数学课中学过估算的方法吗？（23.4％的同学回答没有）

2.上数学课时，老师经常让你们进行估算吗？（73.7％的同学回答没有）

3.在做计算题时，你会先估算一下得数吗？（85.1％的同学回答不会）

4.题目做完后，你会用估算的方法检验答案吗？（97.4％的同学回答不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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