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合肥，面向安徽，辐射长三角，

培养崇德立行，具有高尚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擅于教学，具备较高的数学学科专业素养和较强数

学教学能力；长于育人，具备较强的班级指导与综合育人能力；乐于发展，具备较强的沟通协作、

教学反思、教学研究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终身学习意识以及一定的国

际化视野，能够成为从事中学数学教学的骨干教师。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预期达到以下 4个分目标： 

1.崇德立行。具备高尚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较高的职业道

德素养、健康的身心素质。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立德树人，有高度的责任心，成为中学生全

面协调发展的领路人。 

2.擅于教学。熟悉中学生健康成长规律，具有扎实的数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思想方法，能熟练

运用数学知识、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理论与技能进行数学教学。 

3.长于育人。掌握科学的班级管理工作规律和方法，具有良好的综合活动设计能力，能妥善处

理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善于利用数学知识和校园文化引导学生主动创新，能够建立和谐合作、

高效活泼的班级集体。 

4.乐于发展。能持续关注国内外数学教学新理论和新方法并主动投身中学数学教学改革，具有

较强数学教育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对数学教育教学活动进行深刻反思，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述与

知识传承的能力，能成长为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的中学和教育机构中的骨干教师。   

二、毕业要求 

1. 师德规范：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认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熟悉

并遵守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新时代的“四有”好老师。 

2.教育情怀：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从事教育事业的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充分

认识学科专业与教师职业的关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备较高的教师职业素养，

具备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具有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能够引领中学生的品

德、知识与能力全面协调发展。  

3.学科素养：了解数学的历史概况以及当代数学的新进展和广泛运用；清晰认识中学数学与高

等数学的内涵关系，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和较强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接受系统的数学思维训练，

掌握数学科学的思想方法，具备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以及适应中学数学教育的学科

综合素养。 

4.教学能力：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和数学教育的基本理论,具备扎实的教育教学基本技能，熟悉

中学数学课程标准，具备良好的教学设计、实施能力，具有必要的教学评价能力，能够运用数学知

识和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初步的数学教学研究工作。 

5.班级指导：具有德育为先的教育意识，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掌握班级组织和建设的基



 

本规律，具备良好的班级管理工作能力，能够组织和指导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 

6.综合育人：掌握中学生认知发展的理论、特点和规律，理解综合育人的内涵；能够适应科学

和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数学学科进行育人活动；能够通过组织开展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培养学

生的组织协调和自主创新等能力。 

7.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与创新发展意识，具备自主学习能力，能够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

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制定科学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够自我反思与

评价，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解决中学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8. 沟通合作：理解学习共同体的特点和价值，理解团队协作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

备良好的沟通合作的能力，主动参与或组织小组互助与合作，获得积极的体验。 

三、学制与学分 

四年八学期制,共 175 学分。 

四、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修完规定的学分，颁发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数学

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五、主干学科与学位课程（模块） 

主干学科：支撑本专业的一级学科：数学。 

相关学科包括统计学和教育学。 

学位课程： 

学位课程（模块）类别 总学分 学位课程（模块） 学分 

公共学位课程（模块） 

 
9.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大学英语Ⅰ 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0 

专业基础类学位课程（模块）  37.5 

高等代数I 5.0 

高等代数II 6.0 
数学分析I 5.0 
数学分析II 6.0 
常微分方程 3.5 
解析几何 3.5 
概率论 3.5 

中学教育学基础 3.0 
教育心理基础 2.0 

专业类学位课程（模块）      11.5 

运筹与优化 3.0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3.5 

复变函数 3.0 
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2.0 

总计 16门学位课程（模块），58学分 

 



 

六、毕业要求实现途径 

毕业要求 观测点 支撑课程（模块） 

师德规范：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

个认同”；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任务；熟悉并遵守中

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

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

为新时代的“四有”好老

师。 

1.1 思想觉悟：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

素质，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

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增进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认同”。 

军事理论、军事技能、教育见

习 I、教育研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1.2 立德树人：熟悉并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根植教书育人为使命的信念。 

教育见习、教育研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与专业发展、中学教育学基础。 

1.3 职业道德：熟悉并遵守中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自觉养成敬业爱生、

甘当人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业

精善学的职业品格和职业素质，牢固

树立法制观念和依法执教意识，立志

成为新时代的“四有”好老师。 

教育见习 I、教育实习、教育研

习、教育心理基础、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与专业发展、

中学教育学基础。 

教育情怀：热爱教育事

业，具有从事教育事业的

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

义和专业性，充分认识学

科专业与教师职业的关

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具备较

高的教师职业素养，具备

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科

学、文化素养，具有教书

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能够引领中学生的品德、

知识与能力全面协调发

展。 

2.1 教育价值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科教兴国的家

国理念和使命担当，具有从事教育事

业的意愿，具有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

责任感，热爱数学教育事业，理解并

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充分

认识数学学科专业与中学教师职业

的关系。 

数学思想与方法、程序设计与

算法语言、军事技能、军事技

能、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

育研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学数学

教学设计、中学教育学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2.2 教师素养：具有健康的身心、积

极向上的精神以及较强的情绪调节

与自控能力；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

神和审美能力；尊重学生人格，富有

爱心、责任心，工作静心、细心、耐

心，能够引领中学生的品德、知识与

创新能力全面协调发展。 

普通物理、高等代数、数学建

模、数学史与数学文化、毕业

设计(论文)、劳动教育、教育

见习 I、教育研习、教育心理

基础、教师书写基础、教师语

言基础、中学生心理健康与道

德教育。 

学科素养：了解数学的历

史概况以及当代数学的

新进展和广泛运用；清晰

认识中学数学与高等数

学的内涵关系，具有扎实

的数学基础和较强的数

学语言表达能力，接受系

统的数学思维训练，掌握

3.1 掌握分析、代数、几何模块基本

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具备良

好的逻辑推理、数学运算、数学抽象

和直观想象能力。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

何、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

实变函数、研究方法、泛函分

析、数学物理方程、微分几何、

数学学科基础综合、初等数学

研究、毕业设计(论文)。 

3.2 掌握随机数学基础理论知识和

基本方法，初步具备应用统计软件进

概率论、梳理统计、数学建模、

数值计算方法、研究方法、市



 

数学科学的思想方法，具

备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意识以及适应

中学数学教育的学科综

合素养。 

行数据分析、统计建模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场调查与分析、应用多元统计

分析、Python 程序设计、毕业

设计(论文)、程序设计与算法

语言。 

3.3 了解数学学科与计算机、物理等

学科的联系，具备一定的融合跨学科

知识进行数学建模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普通物理、数理统计、常微分

方程、运筹与优化、数学建模；

数值计算方法、研究方法；数

学物理方程、Python程序设

计、算法与数据结构、创新创

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程

序设计与算法语言、教育技术

学原理及应用。 

3.4 熟悉数学史与数学文化，了解数

学学科的发展趋势，以及在其他学科

领域问题中的应用现状，了解数学学

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习科学的相

关知识。 

专业导论、普通物理、数学分

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概

率论、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

实变函数、运筹与优化、数学

建模、数值计算方法、学科前

沿、研究方法、应用多元统计

分析、泛函分析、微分几何、

Python 程序设计、数学学科基

础综合、数学史与数学文化、

数学思想与方法、创新创业实

践、毕业设计(论文)、程序设

计与算法语言、中学数学教学

设计。 

教学能力：掌握教育学、

心理学和数学教育的基

本理论,具备扎实的教育

教学基本技能，熟悉中学

数学课程标准，具备良好

的教学设计、实施能力，

具有必要的教学评价能

力，能够运用数学知识和

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初步

的数学教学研究工作。 

4.1 熟悉中学教育心理学基本理论，

能针对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学科认知

特点，运用数学学科知识和现代教育

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综合

评价并持续改进。 

数学分析、研究方法、初等数

学研究、教育实习、中学数学

教学设计、中学数学课程标准

与教材分析、教育心理基础、

中学教育学基础、教育技术学

原理及应用。 

4.2 掌握教师语言、书写及现代教育

技术等中学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教育见习 I、教育实习、教育研

习、中学数学教学设计、教师

书写基础、教师语言基础、教

育技术学原理及应用。 

4.3 掌握中学数学课程标准的内涵和要

点，熟悉中学数学教学内容，掌握中学

数学教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具

备一定的中学数学教材分析和教学研究

能力。 

概率论、数理统计、研究方法、

市场调查与分析、 

初等数学研究、毕业设计 

(论文)、教育见习 II、教育实

习、中学数学教学设计、中学

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中

学教育学基础。 

班级指导：具有德育为先的

教育意识，了解中学德育原

理与方法，掌握班级组织和

建设的基本规律，具备良好

的班级管理工作能力，能够

5.1 树立德育先行的理念，了解中学德

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针对中学生思

想政治品德素质的发展特点和个性特

征，有意识地开展德育活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就业指

导、专业导论、教育实习、教

育心理基础、中小学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与专业发展、 



 

组织和指导德育和心理健

康教育等教育活动。 

5.2 掌握班级组织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

法。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能够结合班

级实际和学生特点组织和指导德育和心

理健康教育等综合活动，学会建立良好

的师生、生生等关系。 

教育见习 II、教育实习、教育

研习、教育心理基础、中学教

育学基础、班级管理及综合实

践活动设计。 

综合育人：掌握中学生认

知发展的理论、特点和规

律，理解综合育人的内

涵；能够适应科学和社会

的发展，有机结合数学学

科进行育人活动；能够通

过组织开展主题教育和

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组

织协调和自主创新等能

力。 

 

 

6.1 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

律，理解中学生学习和成长特点及教育

需求。 

教育实习、教育心理基础、中

学生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班

级管理及综合实践活动设计。 

6.2 理解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能有机

结合数学学科教学进行育人活动，具有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意识，

能够将数学文化和数学核心素养融入校

园文化、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社团活

动中，引导学生素养全面协调发展。 

专业导论、数学分析、高等代

数、概率论、常微分方程、实

变函数、教育实习。 

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与

创新发展意识，具备自主学

习能力，能够积极了解国内

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

需求，制定科学有效的职业

生涯规划。能够自我反思与

评价，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

分析和解决中学教育教学

中的实际问题。 

 

7.1 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专业发

展意识，具有反思意识，初步掌握反思

的方法与技能，形成良好的批判性、创

新性思维，学会分析和解决数学教育教

学中的实际问题。 

高等代数 III、解析几何、概率

论、数理统计、复变函数、运

筹与优化、数学建模、数值计

算方法、Python程序设计、创

新创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军事理

论、教育见习 II、教育实习、

中学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分

析、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与专业发展。 

7.2 具有初步的国际化意识，了解国内

外中学教学改革动态，适应时代和教育

发展的新要求，制定科学有效的职业生

涯规划，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就业指导、大学英

语、常微分方程、数值计算

方法、毕业设计(论文)、教

育见习 II。 

沟通合作：理解学习共同体

的特点和价值，理解团队协

作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具备良好的沟通合

作的能力，主动参与或组

织小组互助与合作，获得

积极的体验。 

8.1 能够在理论和实验课程的学习过程

中，形成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掌握较

好的沟通技能 

普通物理、数学分析、解析几

何、复变函数、运筹与优化、

市场调查与分析、Python程序

设计、算法与数据结构、创新

创业实践、程序设计与算法语

言、教育实习、中学数学教学

设计。 

8.2 能在翻转课堂、微格教学、智慧教

学和教育实践等教学活动中形成基本的

中学数学教学观摩、研讨及点评能力，

从小组互助学习活动中获得合作学习经

验 

高等代数、复变函数、创新创

业实践、教育见习 I、教育实习、

教育研习、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教育心理基础、教师书写基础、

教师语言基础。 

 

七、课程（模块）目标 

略 

八、课程体系结构图 



 

 

 

九、模块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比 
实践总

学分 

实践学

分占比 

必修

学分 

必修学

分占比 

选修

学分 

选修学

分占比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 42.5 24.3% 8.5 4.8% 37.5 21.4% 5 2.9% 

素质教育实践 

（素质教育集中实践、 

创新创业实践和劳动实践） 

6 3.4% 6 3.4% 6 3.43% 0 0% 

学科专业课程 

(含毕业论文) 
93 53.1% 22 12.6% 78.5 45% 14.5 8.3% 

教师教育课程 15.5 8.9% 5.5 3.1% 12.5 7.1% 3 1.7% 

教育实践课程(18 周) 18 10.3% 18 10.3% 18 10.3% 0 0% 

合计 175 100% 60 34.3% 152.5 87.1% 22.5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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