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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气排球中扣球问题的数学应用与实践
赣州市定南县第二中学

当前， 气排球运动正在全国各地得到广
泛的开展， 仅浙江省就有 60 多万人参加，而
且这一数据正在不断地扩大中。 由于气排球
质量轻（约为硬排的三分之一），网不高（女网
1.8 米，男网 2.0 米），非常适合非排球专业的
普通大众的健身运动，尤其是女子健身运动。
我县素有气排球之乡的美誉， 很多人都参与
到了这一运动中， 并且已经将此运动进入了
校园，是我校的一个特色教育，每年都有多次
的校际气排球比赛。
问题的提出：在排球比赛中，扣球是进攻
得分最重要的得分手段， 扣球的成功率直接
关系到整个队伍的胜负。 女排健将朱婷扣球
的得分率达 52%，是最有价值的 MVP，也是
队里的大心脏。 而在气排球中怎样在自己有
限的能力中，发挥自己最大的扣球成功率呢？
案例： 女生甲身高 1.62 米， 扣球高度为
2.0 米，一般拦网为 2.1 米到 2.3 米，由于气排
球场地中的两米线的进攻限制线，助跑不大，
因此扣球高度一般没有拦网高， 女生甲扣球
时经常是球被拦死，成功率十分之一都不到，
常常想自己是不是没有身高就扣不到球了？
怎样在自己的有限能力中， 使自己的扣球威
力更高，成功率更大？ 我们以这个问题做模板
进行研究。
这是个运动生活中的原胚问题， 需要收
集信息，分析、假设、抽象加工等，才能找出隐

现代社会不仅是知识生存的社会， 也是
人交际交流的社会， 为人处世的法则首先得
从人与人的语言沟通开始。 老师作为引导者，
需要从课堂教育的角度， 关注学生说话的逻
辑性，通过针对性的训练，不断提升学生的口
语交际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口语交际能力是
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 我们应培养学生倾听、
表达和应对的能力， 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
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 ”作为一名教师，培养
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一、课堂内的口语交际
现行的语文教材中编排的口语交际训练
内容，话题鲜活、形式多样，便于对学生进行
系统训练。 我们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学生间
的交际互动，引导他们在对话、辩论、点评中
善于使用语言技巧，学会文明、礼貌说话。
（一）确定目标，激发兴趣。 教材中一些交
往类、表演类、讨论类等话题，都是从日常生
活中摄取的交际话题，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是
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场景，能充分调动学生说
话、交际的兴趣。 我们可以采用生动的语言描
述、编写儿歌等来渲染气氛，导入学习内容，

摘要：农村中职学校为服务区域经济，以
人才培养对接用人需求、专业对接产业、课程
对接岗位、教材对接技能为切入点，进行多层
次、多方位合作，既破解了区域农业技能型人
才需求的瓶颈， 同时为学校农学专业的内涵
发展注入新的元素和动力， 真正形成校企深
度融合、互惠互利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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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湖南省洞口县是一个农业大县， 生猪出
口全国百强县，被周总理冠名的
“
雪峰蜜桔”扬
名全国。 现有总人口 88 万，其中农业人口 55
万，但从事农业的中高级技术人才不足 1%，特
别是种植业和养殖业方面专业技术人才更加
匮乏，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农业机械化
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地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科技
水平已成为本地区农业发展的瓶颈。洞口职业
中专学校是省示范性县级职教中心，湖南省卓
越职业学校。 近年来，该校既破解了我县农业
技能型人才需求的瓶颈，同时为农学专业的内
涵发展注入新的元素和动力，真正形成校企深
度融合、互惠互利的发展格局。
二、主要目标
学校以建设卓越校为契机， 以园林专业
和畜牧兽医专业为依托， 通过专业教师送课
下乡、送技术进村组等一系列举措，加强对当
地农村科技指导、科技示范，改变传统种养结
构，组织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专业教师和学生
到村入户指导新技术， 提高当地农民科技水
平，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 该模式的创新点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实现了校农紧密合作
学校派农学专业教师驻农场当技术员，

含的数学关系结构，将问题化为数学模型。
一、引导学生收集信息及数据
（一）场地的特点：气排球场地为 6×12
米，半场为 6×6 米，中间为中线及 1.8 米的网；
（二）比赛规则：两方各有 5 人上场，前排
3 人，可拦网，后排两人，不可拦网，一般前排
为两人拦网；
（三）约束条件：扣球进攻必须在两米限
制线外进攻，由于女生甲弹跳不够好，又怕踩
线，一般都在两米线上起跳扣球，对方拦网为
2.1 米到 2.3 米。
二、引导学生进行假设：设女生扣球高度
为 2.0 米， 在两米限制线正上方扣球，直
线进攻， 球落地点为距两米限制线 8 米的对
方球场的底线上，拦网高度为 2.1 米（大多数
女生的高度），理想状态是一过拦网手球就向
下运动。
三、 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探究建立模型并
求解
探究一： 学生认为利用数学向量及物理
知识， 扣球可分为水平运动和竖直运动，由
于扣球点没有超过拦网手，因此应向上斜打
越过拦网手再下落，设击球速度为 ，水平
夹角为 ，速度分解为水平速度
及向上速度
,不计空气阻力，水平
飞行的位移为 8 米，球先竖直向上运动，一过
拦网手处向上速度变为 0，然后再做自由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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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整个竖直方向位移为 -2 米。 设扣球后
到球过拦网手的时间为 t o ， t 为扣球后到
球落地的时间。 取
。

体会:由(3)看出，在我们设定扣球点，拦
网点、球落地点的假设中，扣球与速度(力度
f/t=mv)没关系，与角度有关系。
探究二:学生认为球走抛物线运动，可设
抛物线为
， 扣球有三个关
键点：扣球高度、拦网高度、落地点，由这三个
量可以确定抛物线。 以扣球点作地面的垂线
为 y 轴，垂足点与落地点为 x 轴建立坐标系，
扣球高度点坐标 B（0，2）、拦网高度点 A（-2，2.1）、
落地点坐标 C（-8，0），得
，
计算

，

扣球者在扣球点上按这点的切线打出，切线斜
， ，
，
率，
即向上打，与探究一的角度大致相同，误差很
小。 学生认为探究一的重力加速度 g 的取值

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思源实验学校
达到激发学习热情、调动学习兴趣的目的。
（二）创设情境，尝试交际。 在教学时注意
创设符合生活实际的交际情境， 使学生产生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从而激发了学生交际
的主动性。 我们一般采用生动的语言描述、看
情境表演、陈设相关的实物、绘制有关情景的
图画等形式， 为学生创设一个接近生活的情
境，指导学生带着情感走进“交际情景”。
（三）分组实验，学会交际。 课堂中请学生
自由组合、分配角色、设计台词、设计动作，通
过交流实践让教室里到处是学生表演的身
影。 在交际的过程中，学生不仅锻炼了表达能
力，也学会了与人交流要注意礼貌、说话要得
体等基本的交际常识。
（四）评价反馈，互帮互促。 口语交际注重
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交流和沟通， 它是一个听
与说的双向过程， 让双方想要表达的内容通
过语言来进行传递， 使两个人的思想成为沟
通交流的依据。 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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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课堂教学的双向互动，可以一对多，也
可以一对一，只要是人的个体，就可以发生语
言的接触和思想的统一。
二、课堂外的口语交际
课程改革实施之后，学生是课堂的主体，
教师的一言堂是行不通的。 这样就为各学科
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提供了可能。 在课
堂之外， 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接触就变成了口
语交际的实验场， 我们教师就可以引导或提
示学生在平时的交流中要注意的事项。
（一）在课间交流中进行对话训练。 对话
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说话方式，是
人们运用口头语言进行交际的主要形式之
一，说话具有即时性。 学生在校最多的空间就
是课间，所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课间交流
中， 要求学生对每一个话题的表述都尽量做
到说流利、有条理、说准确，并注意选择恰当
的对话方式， 形成良好的训练氛围和说话习
惯进行对话训练。 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在对话

农村中职学校科技下乡的实践模式研究
邵阳市洞口县职业中专学校
并送优质课堂入农户， 使学校人才培养和农
民脱贫致富紧密结合，既提升了专业教师、学
校的服务能力，又促进了人才培养，还提升了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带动了一大批农民成为
科技致富带头人。
（二）推进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学校在村一级推进农业新技术、新品种、
新方法的普及， 既培养了一大批新型职业农
民，使其成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又使农学
类专业学生掌握了新的农业科技成果， 从而
培养了农业战线的有生力量， 为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培养了基层技术技能人才。
三、工作过程
通过对全县大型农场、 大型农产品企业
进行调研，形成调查报告，学校与农场签订合
同，将专业教师定期到农场进行技术交流。 同
时，学校聘请农业专家、当地种养大户进行研
讨，最后形成专业教师下乡送课，种养能手进
学校做经验报告，使学校和企业达到双赢。
（一）学校成立领导小组
以校长为组长， 由一名副校长主要负责
申报、审批以及专业教师选拔、派驻、上课等
工作， 下设办公室负责与农场主长期沟通联
系，定时听取工作汇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二）专业教师、技术骨干选拔
在种养专业方面选拔工作能力强、 业务
水平高的中层领导或骨干专业教师， 通过民
主评议、竞聘演讲、综合评议确定人选。
（三）成立种养业科技咨询研发中心
聘请行业专家， 由骨干教师作为科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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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员，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开展农
业科技研发、科技推广、新品种引进等工作，
为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四）工作内容及要求
学校与镇村共同协商确定工作任务，具体
协助村党支部、村委会抓好党和国家的农村科
技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和贯彻落
实，抓好“科技兴村”战略的组织实施；根据各
乡镇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组织制定
“
科技兴村”战略规划、计划以及具体措施并抓
好落实； 加强村级科技普及推广服务体系建
设，以市场为导向，配合镇相关部门，积极开展
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工
作；积极为村民提供有效的科技信息、实用技
术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科技服务，为
全村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提
供科技支撑； 加强各村科技示范服务基地、示
范组、示范户和专业大户的培育、引导、指导和
管理，指导 1 个以上示范服务基地、科技示范
组，3～5 户科技示范户、专业大户，充分发挥
其在科技致富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
组织开展科技培训，搞好科技普及，不断
提高村民科技文化素质和科技致富能力。 全
村实用技术宣传培训面达到本村劳动力的
90%以上， 每户至少有一名懂 1～2 门实用技
术的脱贫致富带头人，管理本村科技人才，抓
好乡土人才队伍建设， 负责本村农民技术员
培养、推荐等工作。
（五）工作开展
一是进行种养结构调整。专业教师作为村

是误差的原因。 由于探究二与 g 无关，数据更
精准。
四、数据检测与实践
该女生利用这一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训
练，攻击线路稍斜一点，不易出界，其扣球的
有 效 度 明 显 提 高 ， 能 到 80% ， 得 分 率 有
30-40%。 由于按此角度打，不会出界，更敢用
力，攻击性更强，已成为队里的进攻手。
结束语： 虽然这是一个浅显的数学建模
探究， 但它激发了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学习应
用数学的浓厚兴趣， 看到了数学在体育中的
威力。 学生说学了很多数学，从来感不到它的
好处，平时只是买东西有点用，小学水平就够
了，一天到晚学数学，除了考大学，没什么意
思，分数高也只感到数学太沉重，但通过这次
探究， 我们真真感受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数学是科学的皇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让
我们有了学好数学的动力。
中国是数学竞赛的获奖大国， 却不是数
学成果的创造及应用大国， 究其原因与基础
教育中忽视数学的应用性、体验性有关，只有
数学具备科学性、知识性、及身性、体验性四
要素时， 才能打动学生， 才能达到教育的目
的。 中国要成为世界的强国， 而不仅仅是大
国，应重视数学成果的应用性，让更多的学生
去应用数学，体验数学，热爱数学，国家才能
真正强大。

中不断纠正错误，提高说话质量。
（二）注重学校活动。 每所学校每学期都
要举行一定数量的活动， 这些活动也是培养
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要渠道。 比如：每周的
国旗下的讲话以及每周的团日活动主持。 学
习兴趣小组组织的讲故事活动， 学生从照书
读，到背，到声情并茂的演讲，学生的口语能
力自然得到了锻炼。
（三）坚持日常引导。 教师要充分利用生
活中的题材，激发学生说话的兴趣，进行口语
训练， 这对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和快速
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在
举办各种活动之后， 学生往往还沉浸在活动
的快乐之中，余兴未尽，教师组织学生把活动
过程中自己最感兴趣、 最有意义或最能给自
己带来快乐的情节说给大家听， 教师提醒他
们注意自己口述的条理是否清楚， 用词是否
恰当，语言是否流畅等，久而久之，学生的口
头表达能力就自然得到了提高。
总之，口语交际在我们的生活日益重要，
流利的语音表达， 能为孩子将来的成长奠定
交流沟通的基础， 使孩子们能适应社会的发
展，并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应该受到我
们教师特别的关注。

里的技术员走访了解本村的种养业情况、农民
实用技术掌握情况、 文化知识水平情况等，掌
握第一手材料， 确定本村的种养结构调整、培
训、科技普及等工作目标，与村书记、村长研究
本村种养结构调整，改变传统种养习惯。 如我
校园林专业教师肖小军、曾柱文担任甜心果业
合作社技术员后，通过了解和实地考察，发现
甜心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于大面积种植
葡萄、草莓，通过改良新品种使得该村种植户
每亩增收 430 元，今年全村已大面积推广。
二是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2017 年对
6 个乡镇开设了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共培训
3128 人次，师生技术指导 410 户，农民人均增
收 450 元。
三是根据生产季节定期带学生进行技术
服务。 下乡专业教师根据农时带领学生到种
养专业户、 种植大户进行生产实习和技术指
导。 如我校种植专业教师曾柱文、肖小军、周
文君等， 安排农学类专业学生到他所负责的
村进行蔬菜大棚修建、覆膜、整地、育苗、移栽
等实习实践， 还联系葡萄果树种植大户进行
葡萄出土、果树修剪等生产型实践。
四、主要成效
总之，学校依托洞口农业大县、全国牲猪
生产百强县、全省产粮大县，构建与县域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专业体系， 打造精品， 强化特
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社会服务和辐射
功能，将学校建设成为理念先进、定位准确、
特色鲜明的省级卓越中职学校。 学校与县劳
动社会保障部门及县扶贫办密切合作， 积极
完成农民实用技术普及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
移及扶贫培训任务。 现在，我校在县内外及周
边地区的社会声誉越来越好， 对县域经济的
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