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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case takes the ruler drawing of the angular bisection line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order to master the drawing method and
the drawing principle of the angular bisection line, and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logical reasoning ability. On this basis, the diagonal
bisection line and ruler drawing are studied to explore its positive role in developing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and promotion of think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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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探究活动 明晰作图原理——初中数学例题学习“角平
分线的尺规作图”思维层级案例
张佳琪
杭州市惠兴中学，中国· 浙江 杭州 310002

摘 要
该教学案例以角平分线的尺规作图为起点，旨在掌握角平分线的尺规作图方法及其作图原理，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本
文在此基础上对角平分线和尺规作图展开拓展研究，探究其对于开发学生创新性思维，推动思维层级深入与提升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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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布鲁姆将认知领域目标分为六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为
识记、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为促进学生思维层
次深入发展，提高数学能力和逻辑水平，在课堂教学中需要
引导学生经历探究发现、分析问题、发散创造的过程，以下
就“角平分线的尺规作图”的例题学习过程，从探究作图方法、
明晰作图原理、迁移拓展经验三个角度，谈谈笔者对课堂教
学中学生思维层级提升的看法。

生动手尝试并反馈）
学生 ：采用折纸法，用纸片剪出已知角后进行对折，
所得折痕即角平分线。
学生 ：采用度量法，用量角器测量已知角，继而通过
计算已知角度数的，可得到角平分线。
学生 3：采用尺规作图的方法。
教师：学生

和学生

分别采用了折纸法和度量法，都

可以顺利得找到已知角的角平分线，下面我们重点探究尺规作
图法。

2 教学环节及思维层级设计说明

介绍尺规作图概念：在几何作图中，把用没有刻度的直

2.1 动手操作，体验角平分线的作法

尺和圆规作图，简称尺规作图。强调其中的“尺”只能用于

教师：作一个已知角的平分线，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学

画直线，不能进行长度测量。相较折纸法和度量法，尺规作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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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结果更加精确客观，有效避免了视觉和测量误差。[ ]

学生 ：在作图截取

在学生了解尺规作图概念的基础上呈现例题。

时，必须保证两条圆弧有

交点。
教师：那么在作圆弧过程中，半径选取怎样的长度比较
合适呢？
学生：分别以
截取

图

为圆心，以大于

的长度为半径，

。
师生一起总结角平分线尺规作图的完整作法，板演作图

【设计意图】导入活动以作角平分线的操作性体验展开，

（如图 3 所示）并让学生按步骤独立完成作图，强调在题目

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思维迅速进入积极状态。同时通过调

没有做出特别要求的情况下，尺规作图不要求写出作法，但

动学生的已有知识熟悉角平分线的作法，低起点展开教学探

必须保留作图痕迹和作图结论。

究，提高学生自信心。

2.2 分析推理，掌握角平分线的作法
2.2.1 教学片段一
通过展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追溯角平分线作法的
历史起源，针对《几何原本》中的原始命题“二等分一个给
定的直线角”，给出书中所示角平分线的作法：（如图 所示）
在

上取点 ，用圆规在

等边△

；过点

上截取

作射线

；连结

，射线即为∠

，作

的平分线。

图3
【设计意图】引入尺规作角平分线的历史起源，将相关
数学史内容融入日常教学中，意在让学生感受知识的发生发
展过程，推动学生思维进入有序状态。借助《几何原本》中
特殊化的角平分线作法，让学生通过弱化条件观察发现角平
分线的尺规作图法需要满足的本质条件，培养学生特殊到一
般的归纳推理能力。
作已知角的角平分线是学生首次接触尺规作图，通过强
调圆弧半径的长度要求，以及完整作法的总结，使尺规作图
的学习过程更加严谨，体现思维的严密性，也为后续推进几

图

种基本作图的学习提供经验。

教师：针对上述角平分线的作法，如何说明射线
是∠

，

根据三角形全等的判定方法“

再结合公共边

”可证得△

利用全等三角形对应角相等的性质得∠
是∠

≌△
∠

，即射

成为这对全等三角形的对应

角。分析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条件即需要构造相等的角或相等

，使

，然后分别以

，由

上分别截取线段

为端点，另一个端点公共，

作两条相等的线段，就能作出一对符合要求的全等三角形。
作法的分析思考过程简要概括如下：

平分∠

学生 ：作图过程中可以弱化原始作法中等边三角形的

此证得角平分线。

和∠

的边，考虑到尺规的作用，只要在边

≌△

.根

等三角形，使∠

的原理是什么？

即可证明△

∠

，

平分线尺规作图法的一种特殊情况，通过上述证明过程我们

，

，即作出∠

据全等三角形对应角相等的性质，启发我们通过构造一对全

教师：《几何原本》中角平分线的作法其实是教材中角

可以发现作出角平分线的关键是什么？射线

的平分线

，

的角平分线。[ ]

条件，满足

2.2.2 教学片段二
作∠

的角平分线。
学生：由作法知，

线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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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过程均可以通过直尺和圆规完成作图，并且将
分析过程逆向推导即可证明所作射线就是已知角的平分线。[3]

思考：此时直线
（

后续教学参照教学片段一明确角平分线尺规作图的作法，
强调作图细节要求 .

⊥

和射线

存在怎样的位置关系？

）

【设计意图】在掌握角平分线尺规作图的基础上，将角
特殊化，一则巩固特殊情况下的尺规作图步骤，二则作平角

【设计意图】从角平分线的基本概念着手，将角平分线

角平分线的本质与“过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以及“作一

的作图问题转化为构造全等三角形的问题，再结合全等三角形

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作图方法类似，此处通过观察直线

的性质与判定知识分析推理作法，整个推理过程采用逆向思维，

和射线

的位置关系，为后续进一步学习基本作图提供

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转化能力，同时从梳理解题思路到形成

知识生长点。同时启发学生发现新旧知识的联结，体会数学

尺规作图方法，实现了思维形成及加工过程的可视化。

学习的整体统一性，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思维体系。

【评析】上述两个教学片段从不同角度展开角平分线作
法的学习，片段一借助数学史直接给出角平分线的作法，在

2.3.3 变式三：还有哪些方法可以作出一个角的平分
线？

此基础上进行证明，说明作法的合理性，侧重于对角平分线

回顾教学片段二中作角平分线方法的分析过程，将作角

作法的理解，以及对三角形全等判定方法的应用 . 而片段二侧

平分线转化为构造全等三角形，那么能否利用不同的判定方

重于角平分线作图的分析过程，相比之下，更加注重学生思

法构造出新的全等三角形呢？ [ ]

维的发生发展过程，促进学生的思维水平纵向深入。

在进一步学习全等三角形判定方法的基础上，自主探究
利用刻度尺、圆规等不同的作图工具作已知角平分线的方法，

2.3 延伸探究，感悟角平分线的拓展
2.3.1 变式一：如何作一个角

合作交流说明这些作法的正确性 . 下面列举三种典型作法。

的等分角？

作法 ：只用直尺作角平分线（如图 所示）

掌握角平分线的尺规作图法后，学生容易进行四等分角、

（ ）将直尺一端紧贴边

八等分角等将角等分成偶数份的操作 . 那么，我们能够通过尺

（ ）同步骤（ ），将直尺一端紧贴边

规作图作出三等分角吗？介绍将角奇数等分的操作无法通过
线

尺规作图完成 .
【设计意图】拓展性的问题情境，既联系着本节教学内容，
又将当前教学过程中应当解决的问题深挖、拓宽，让学生在

，另一端作直线

，与直线
（3）过点

；

，另一端作直

交于点 ；
作射线

，则射线

就是∠

的平

分线。

课外利用已有的操作经验独立思考解决，有利于培养学生循
着课堂探究模式继续深入思考的习惯，巩固内化本节学习中
蕴含的思想方法。由角的二等分到等分是思维的自然发展路
径，推动学生思维的延伸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推动学生
思维地进一步发生创造与升华。
图

2.3.2 变式二：如何作一个平角的角平分线？
如图

所示，在直线

取点

角平分线尺规作图的步骤，作∠

作出平角∠
的平分线

，根据
。

根据“平行线间距离的处处相等”可得
结合三角形全等的判定证得射线

是∠

，由此
的平分线 . 同

时这一证明过程也为角平分线性质逆定理的证明奠定基础。
作法 ：如图 所示
（ ）在边
（ ）连结
（3）过点
图

分线。

上分别截取
，取
作射线

线段，使

；

就是∠

的平

的中点 ；
，则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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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骤，明确“怎么作”，还要让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如
何想到这样做？”[ ]
在本例中，根据全等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证明角平分
线作法的正确性，让学生充分感受逆向分析和转化思想；除
了明确尺规作图的要求，在本例教学中通过让学生阐述作图

图

方法和分析证明过程，帮助学生理清思路，明确作图原理，
分析该作法可得结论

∠

∠

，

⊥

促使学生的思维逻辑更加严密，同时养成总结反思的习惯。

由此进一步得出等腰三角形的三线合一性质以及轴对称性。

3.2 加强自主探究，开放思维架构

作法 3：如图 7 所示
（ ）在边
（ ）过 点

上分别截取线段
作

⊥

，过 点

，使
作

⊥

；
，交

现象，赋予学生充分表达个人观点，呈现自身思维活动的机
会 . 开放式情境下的自主探究学习可以让学生经历发现、提出、

于点 ；
（3）过点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课堂教学中应避免出现灌输式教学

作射线

，则射线

就是∠

的平

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在探究学习和合作交流中感受知识的
发生发展过程，既有利于强化学生对数学知识及其内涵本质

分线。

的深入认知，又能使学生获得创造性活动的经验，培养数学
学习的思维方式和内在素养。[ ]
在本例中，以角平分线的作法开篇导入，以学生熟知的
操作型活动低起点展开尺规作图的探究，又以角平分线作法
的开放型探究结尾，在明确角平分线的尺规作图法及其原理
图7
该作法的证明过程中可以得到

的基础上，充分发散思维，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基于尺规
，由此可以推导出

角平分线的性质。
【设计意图】通过探究不同种角平分线的作法，“创造”
出有关角平分线的多种模型结构，并且在证明过程中可以衍
生出其他相关的性质定理，与后续知识产生联结点，进一步
架构学生的思维体系。
学生讲解作图方法和证明思路的过程，是总结和反思所

作图分析过程中形成的操作经验和思维经验，发散思维，探
究不同的作图方法和作图原理，对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进行
再认知再创造，利于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3.3 强化知识联结，完善思维体系
发现知识联结是架构数学体系的重要方法，在学习探究
过程中，通过已学知识积累数学活动经验，有利于学生针对
新情境、新知识进行知识迁移，为高效化的数学探究奠定基础。

学知识以及解题方法的良好契机，引导学生展示思维过程，

发现并建立新旧知识间的联系点，有利于学生整体思维的系

有利于培养学生反思交流的能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

统化整合，进一步推动思维层级的深入与提升。[7]

借助集体的创造力对学生可能遗留的部分知识及思维漏洞进
行调整，使学生的思维更加精准完善。

3 思维层级提升的课堂教学思考
3.1 明确作图原理，严密思维逻辑
课标中对初中阶段尺规作图的要求包括：第一，能用尺

在本例中，我们通过拓展探究，发现角平分线尺规作图
和中垂线、等腰三角形性质之间的联系，为后续学习做好铺垫，
推动学生思维的延伸发展。同时，通过发现知识间的相关性
与共通性展开新知学习，是重要的数学学习方式之一，教学
过程中让学生经常性地感悟知识联结，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 .

规完成基本作图并会利用基本作图完成部分作图情境；第二，
了解尺规作图的道理。“作一个角的平分线”作为五种基本
作图之一，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清楚掌握尺规作图的每

4 总结与反思
角平分线的尺规作图，既是对全等三角形知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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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后续基本作图以及三角形性质的学习做好铺垫，对此课
标提出掌握作图方法和明确作图原理的要求。为实现促进学
生掌握知识内容和发展学生思维的双重目标，课堂教学环节
从探究活动和阐述原理两个方向展开，从学生的已有经验展
开动手探究，明确角平分线的尺规作图方法和原理，再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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