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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高考数学试题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立德树人，关注社会发展，关注考生社会责

任的培养，体现时代特征，很好地实现了课程标准

和考试大纲的内容和要求，体现能力立意，弘扬数

学文化。试卷在总体结构、难易分布、考查内容等

方面保持相对稳定，符合高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认

知水平，并在基础性、思想性、创新性等方面作出积

极的探索。

2016年高考数学试题突出对创新应用能力的

考查，深入考查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注重体现数学的理性价值和科学价值，注重对数学

通性通法的考查，准确区分考生。试卷有利于科学

选拔人才、有利于深化课程改革、有利于促进社会

公平，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的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1 突出实践应用能力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

科学。数学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紧密关联。

2016年高考数学试题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和考生的

现实生活，体现了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

用和应用价值，体现了高考改革中加强应用性的特

点。试题涉及公司班车、志愿者活动、旅游城市、续

保人的保费、高科技企业产品利润、企业的成本控

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等背景，体现了数学与

社会的密切联系，展现了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

巨大威力。试题情景丰富，贴近考生，贴近生活，具

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引导考生关注社会发展、关注

数学的应用价值。

例1（全国Ⅲ卷理科第4题）：

某旅游城市为向游客介绍本地的气温情况，绘

制了一年中各月平均最高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的

雷达图，如图1所示 .图1中A点表示十月的平均最

高气温约为 15℃，B点表示四月的平均最低气温约

为5℃. 下面叙述不正确的是

（A）各月的平均最低气温都在0℃以上

突出实践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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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高考数学试题体现了立德树人的理念，关注社会和学生发展。加强对考生实践应用能力

的考查，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价值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在知识网络的交汇点设计试题，增强考核内

容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创设新颖情境和灵活多样的设问方式，体现对数学核心素养的考查。各种题型相互

配合，梯度合理，实现高考的选拔功能。

关键词：高考数学；考试内容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数学素养

【中图分类号】G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5-8427（2016）07-0012-5

——2016年高考数学试题评析

高考试题评价

本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供稿。

12



China Examinations

2016年第7期

（B）七月的平均温差比一月的平均温差大

（C）三月和十一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基本相同

（D）平均最高气温高于20℃的月份有5个

本题引用新颖的统计图，考查考生学习新知

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试题选取考生熟知的实际

生活问题，要求考生读懂该统计图并回答问题，以

考查考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能力。试题通过

给出课本中没有出现过的统计图——雷达图，要求

考生读懂统计图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雷达图

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分析、比较题目提供的

各种结论，得出正确的判断。

例2（全国Ⅱ卷理科第18题）：

某险种的基本保费为a（单位：元），继续购买该

险种的投保人称为续保人，续保人本年度的保费与

其上年度出险次数的关联如表1所示：

设该险种一续保人一年内出险次数与相应概

率如表2所示：

（Ⅰ）求一续保人本年度的保费高于基本保费

的概率；

（Ⅱ）若一续保人本年度的保费高于基本保费，

求其保费比基本保费高出60%的概率；

（Ⅲ）求续保人本年度的平均保费与基本保费

的比值 .
本题以日常生活中车辆保险问题为原型背景，

精心编制与设问。试题第Ⅰ问设计为求一较为复

杂的事件概率，考查考生处理较为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及对事件的关系与运算、概率性质的理解与掌

握；第Ⅱ问设计为求条件概率的问题，考查考生对

条件概率概念的理解与掌握以及计算能力；第Ⅲ问

设计为数学期望的问题，考查考生对随机变量数学

期望的理解及运算求解能力。本题具有较强实际

应用背景，考查了统计与概率的基础知识、基本思

想和方法，考查考生对事件的关系、运算的理解，利

用简单的事件表达较为复杂的事件的能力；对概率

运算性质的理解与掌握，对条件概率、数学期望的

理解和运算求解能力。本题考查了考生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用时也感悟到数

学的应用之美。

2 突出基础性、综合性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明确指出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方向，“依据

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

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

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6年高考数学试题所考查的知识点、数学思想与

方法既有注重基础，又有创新，注重从知识交汇点

处设计，突出对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考查。

例3（全国Ⅱ卷理科第17题）：

Sn 为等差数列 { }an 的前 n 项和，且 a1 = 1 ，

S7 = 28 .记 bn = [ ]lg an ，其中 [ ]x 表示不超过 x的最大

整数，如 [ ]0.9 = 0 ，[ ]lg 99 = 1 .

上年度出险次数 0 1 2 3 4 ≥5
保 费 0.85a a 1.25a 1.5a 1.75a 2a

表1

一年内出险次数 0 1 2 3 4 ≥5
概 率 0.30 0.15 0.20 0.20 0.10 0.05

表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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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求 b1 ，b11 ，b101 ；

（Ⅱ）求数列 { }bn 的前1 000项和 .
本题引入新概念取整函数 [ ]x ，与等差数列的

基础知识有机相结合，考查考生阅读数学素材的能

力。题目中以“举例说明”的方式，帮助考生理解新

概念 [ ]x 。第（Ⅰ）问，要求考生求出 3个具体项的

值，既是对考生理解、应用新概念 [ ]x 的考查，也是

为考生解决第（Ⅱ）问时在知识、方法上做一点提示

与铺垫，同时也是要求考生将习得的解决问题的经

验，有效迁移到更为深入或更为复杂的问题情境中

去。在求 bn = f ( )n 的过程中，确定分段函数的“分

段”节点，n=10，n=100，n=1 000不仅是对运算求解

能力的考查，更主要的是对推理能力和算理的考

查。试题难度不大，但综合地考查了考生的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以及基本活动经验。

一道数学试题往往考查多种能力、多种思想方

法，并蕴含数学文化。例如全国Ⅲ卷理科第 9题给

出了斜四棱柱的“三视图”，要求考生由“三视图”构

造出相应的“几何体”，在考查基本概念的同时，重

点考查了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又如全

国Ⅱ卷理科第（21）题考查了化归与转化、分类讨论

的思想方法，揭示了如何利用辅助函数研究函数零

点性质的方法。再如全国Ⅱ卷第8题取材于我国南

宋时期数学家秦九韶所著的数学名著《数书九章》

中研究的“多项式值的算法”，将中国古代数学文化

融入到试题中，引导考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3 突出数学素养

2016年高考数学试题体现数学的核心素养（包

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

运算和数据分析），对深化课程改革、引领数学教学

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提升考生的核心素养，必须

关注立德树人，关注提升学习的能力，关注学生走

向社会在未来发展中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因此，

2016年的数学试卷注重创新题型设计，综合、灵活

地考查数学素养。试题的问题情境更加丰富，设问

方式更加新颖，既有利用应用生活情境、素材和语

言考查考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逻辑题，也有利用数学

原理说明所采用方法合理的说明题，还有利用数学

知识建立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题。

例4（全国Ⅰ卷理科第12题）：

已知函数 f ( )x =sin ( )ωx +φ æ
è

ö
ø

ω > 0, ||φ ≤ π2 ，

x = -π4 为 f ( )x 的零点，x = π4 为 f ( )x 图像的对称

轴，且 f ( )x 在 æ
è

ö
ø

π18, 5π36 单调，则 ω 的最大值为

（A）11 （B）9 （C）7 （D）5
本题的题干设计，给出了正弦型三角函数的零

点、对称轴及一个单调区间，考生要建立正弦型三

角函数各种性质之间的关联。在建立关联的过程

中，要把正弦型三角函数的性质用图像直观地表示

出来。考生首先需要认识到正弦型三角函数的对

称轴对应的自变量取值就是正弦型三角函数的最

值点，进而利用已知的 y = sin x 中零点与最值点的

几何位置关系，推广到一般正弦型函数中零点与最

值点的几何位置关系，把几何位置关系用等式关系

表示，再根据几何直观“正弦型三角函数的任意一

个单调区间，都应该在半个周期内”，把这个结果用

不等式表示出来，就可以得到 ω的大致范围。

例5（全国Ⅰ卷理科第16题）：

某高科技企业生产产品A和产品B需要甲、乙

两种新型材料 .生产一件产品A需要甲材料1.5 kg，
乙材料1 kg，用5个工时；生产一件产品B需要甲材

料 0.5 kg，乙材料 0.3 kg，用 3个工时 .生产一件产品

A的利润为 2 100元，生产一件产品B的利润为 900
元 .该企业现有甲材料150 kg，乙材料90 kg，则在不

超过600个工时的条件下，生产产品A、产品B的利

润之和的最大值为 元 .
本题是带有实际背景的线性规划问题，题目的

背景带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即企业的生产安排使得

高考试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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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最大。为了问题的简单化，本题仅以企业的利

润为生产安排的唯一决策依据。假设生产产品A
和产品B的数量分别为 x和 y，本题除明显给出关于

x和y的约束条件（甲材料和乙材料的数量以及工时

限制）之外，还有自然约束条件 x≥0 和 y≥0 。通

过确定可行区域，计算目标函数 z = 2100x + 900y 在

可行区域边界所对应的四个交点处的函数值，即可

以求得目标函数的最大值。

4 突出选拔性

2016年高考数学试题注重体现数学的本质，在

关注学生未来发展、关注选拔功能方面进行了精心

设计。高考数学是为高校选拔合格的新生，必须测

试其必备的数学基础，也要测试考生已有的和潜在

的学习能力。2016年试题延续了由易到难的排列

顺序，各种题型相互配合，全面考查考生的数学素

养。多数试题设置了2~3个问题，第1问较容易，后

面的问题则对考生能力要求较高，第 1问为后面几

问构建基础、做好铺垫，体现入手容易深入难的特

点，增强考生信心，让考生在考场上以平和的心态

进入最佳状态，同时为能力强的考生提供发挥的空

间，为高水平大学选拔新生提供有效的依据。

例6（全国Ⅲ卷理科第12题）：

定义“规范01数列”如下：{ }an 共有2m项，其中

m项为 0，m项为 1，且对任意 k≤2m , a1，a2，…，ak中

0的个数不少于 1的个数 . 若m=4，则不同的“规范

01数列”共有

（A）18个 （B）16个 （C）14个 （D）12个

本题通过给出“规范01数列”这一新概念，既考

查考生对新知识的认知能力，也考查考生在遇到陌

生、复杂的问题时，所具有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试题以组合数学中“卡塔兰数”这一著名

数列为背景，设计巧妙，避开解题套路与现成的公

式，深入考查了逻辑推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不同

层次的考生特别是高水平考生进行了区分。

例7（全国Ⅰ卷理科第21题）：

已知函数 f ( )x = ( )x - 2 ex + a( )x - 1 2
有两个零点 .

（Ⅰ）求 a 的取值范围；

（Ⅱ）设 x1 ，x2 是 f ( )x 的两个零点，证明：x1 +
x2 < 2.

本题将函数导数、函数零点与不等式知识结

合，考查函数零点的概念，考查导数公式和导数运

算法则，考查考生灵活运用导数工具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综合考查考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运算求

解能力和推理论证能力以及分类讨论的思想。本

题分步设问，第（Ⅰ）问讨论函数 f ( )x 存在两个零点

的条件，为第（Ⅱ）问作铺垫，逐步推进。第（Ⅱ）问

将函数与不等式有机结合，为考生解答提供广阔的

想象空间。试题的设置需要考生打破常规思路，利

用 化 归 与 转 化 的 思 想 ，将 x1 + x2 < 2 转 化 为

f ( )x1 > f ( )2 - x2 ，进而通过构造辅助函数、研究辅助

函数的单调性得到问题的证明。本题由浅入深，对

计算难度、思维深度的要求逐步提高，考查层次分

明，区分度较高，使考生充分展示理性思维的广度

和深度，突出选拔功能。

2016年数学试题很好地体现了“立德树人”的

理念，关注考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很好体现了数学的科学性、应用性和创造性；体

现了对“核心素养”的考查，有效区分了各类考生，

有利于高校选拔优秀人才，对引领中学数学教学改

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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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New Teaching Models for High Schoo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rehensiv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TANG Xiaoxiao

Abstract: As a response to the sweep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ubject reform mandated in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admission reform,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fixed-classroom model, high schools have to
adapt to new class models that arise out of students’autonomous choice of school subjects. The reformed
arrangement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ubjects has put high schools’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in
predicament and hence posed challenges. Therefore, it is a must to incessantly pursue new teaching models and
create optim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w demands that arise out of the reform.
Key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Teaching in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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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ing out the Selection Miss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hile
Emphasizing Practicality and Innovation: An Evaluation of the Math Papers of

the 2016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bstract: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foster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 the math papers of the 2016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w their concern for bo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tudents’growth through
enhanced assessment of practical skills, illustrating the practicality of math in real life. Designing tasks at the
interface of different areas, these papers enhance their assessment of fundamental and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skills. Also these papers focus on assessment of math literacy through creative scenarios and questions of
multiple types. As a matter of fact, while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asks at different difficulty
levels have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the selection mission fo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Keywords: Math Paper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xamination Content Reform; Examination and
Admission System Reform; Math Literacy

（上接第15页）

（责任编辑：周黎明）

高考改革研究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