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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现状及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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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大部分高校都设立了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相关课程，但是很多高校的计算机基础教学课程开展的现状情况却不
够乐观，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由于我国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亟需对这一问题进行改进，需要采取行而有效的手段措
施来进行改革，从而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本文主要对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现状情况进行了研究分
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手段，希望可以进一步提高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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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mo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relevant courses of computer basic teaching, b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uter basic teaching courses i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ptimistic enough. There are many area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in my country Progress,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is problem, an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arry out reform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students' mastery of basic computer knowledge.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asic computer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basic computer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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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无法做到计算机软硬件设备同步更新

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这也对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

升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计算机教学水平存

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怎样才能够转变现阶段的计算机基础教

在比较大的不同。

学现状问题，进一步提高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效果，已经成为了需

1.2 计算机教师缺乏多元化的教学手段

要重点关注的课题。本文主要针对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开展过程

现阶段，很多高校在计算机教学方面主要进行理论和实践教

中存在的一系列现象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优化提高

学。在对计算机理论知识进行教学的时候，大部分授课教师仍在

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效果的意见建议，希望能够让计算机基础教

沿用过去的教学模式，教师是教学课堂的主导，计算机理论基础

学的效率水平和质量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知识往往采用灌输式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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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现状

学生在教学课堂的参与率。
在进行计算机基础知识教学的过程中，

1.1 计算机课程内容更新速度过快

由于教学内容比较大，一部分授课教师一味地追赶教学进度，和

从最近几年来看，计算机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而且高校

学生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不能

计算机课程的内容更新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内容加入了高校

够对授课内容进行深入地思考研究，没有独立进行思考的思想意

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中，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计算机教学的

识，会大幅度降低学生们的上课积极性。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

课堂趣味性以及实用性，但是仍然存在着系列的弊端问题。一方

手段的不断发展，在高校计算机基础授课内容中也出现了非常多

面，随着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的不断增加，但是相应的教学课时

的思想、方式以及科技手段，但是很多授课教师仍按照原来的经

却没有随之提高，进而导致在既有的时间内，授课教师需要完成

验来进行教学，没有积极融入这些新的教学内容，这也在很大程

更多的教学任务，这就容易出现很多教师盲目地追赶教学进度，

度上导致了学生没有足够的学习兴趣，不能够达到提高学生综合

而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质量上面。此外，由于

素养水平的教学目的[ 1 ] 。

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的更新速度不断提高，但是相关的课程内容

1.3 计算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缺乏紧密联系

却没有做到同步更新，所以课程之间的有机融合比较困难。最后，

现阶段，很多高校在进行计算机基础知识教学的过程中普遍

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所以相应的在教育资源投

存在没有紧密联系理论教学和实践的问题，严重的甚至出现二者

入方面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其计

脱节的问题。在计算机基础知识教学的过程中，计算机实践教学

算机软硬件设备都在随着教学内容的变化不断进行完善，而对于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于掌握，是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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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项工作，而且通过密切联系计算机基础理论教学和实践

机的时间长短不一致，相应掌握计算机知识的程度也不一样，有

教学能够帮助学生们健全完善相应的计算机基础知识体系，从而

的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好，学生接触计算机的时间比较早，相应的

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同时，很多的高校在选

计算机基础也比较牢固。但也有的学生接触计算机时间比较晚，

择计算机基础教学课程的时候，都是根据计算机专业的情况进行

只有在学校才有接触计算机的机会，但是很多学校相应的计算机

选取的，
但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无法有效地实践验证这些内容，

设备比较少，没有充足的计算机实践课程，所以导致这一部分学

这也导致了无法及时检验教学的实践效果，对学生综合素质水平

生在计算机基础方面是比较差的。针对于不同学生之间对计算机

的培养有很大的阻碍

基础掌握差异比较大的情况，
教师如果按照统一的内容进行授课，

[2]

。

1.4 计算机教学内容与其他专业教学内容缺乏有机融合

就会导致一部分计算机基础比较牢固的学生认为授课内容不够深

在高校中，很多专业都需要用到计算机，但是不同专业对

入，进度比较慢，很难起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同样也会

于计算机基础知识的需求是不一致的，而且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

导致一部分学生认为教学进度比较快，教学内容比较深奥，学生

不断提高，对于计算机基础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倘若仍然

不能够及时消化吸收老师的授课内容，这就容易导致学生产生自

沿用过去的教学模式来进行统一授课，就不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

暴自弃的想法，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厌学的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

专业对于计算机理论的需要，无法实现有效地融合专业教学与计

降低了计算机教学授课的实际效果，不利于对学生的培养[4] 。

算机教学，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学生综合能力水平的培养。基

2

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具体策略

于这种情况，怎样密切结合专业教学和计算机教学是尤为重视，

2.1 科学合理的安排计算机课程内容

而且也是现阶段高校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为了能够进一步改善

现阶段，我国各高校计算机教学的课程内容应该根据其学生

现阶段的计算机教育状况，就需要不断优化创新计算机基础教学

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根据

的课程体系，强化不同专业之间教学内容的联系，要着重采取

专业的需要安排计算机的课程，以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措施来帮助学生们培养计算机思维能力，为计算机教学顺利开展

趣。学校可以根据计算机课程的难以程度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等

奠定坚实的基础[ 3 ] 。

级，大概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通识教学层、专业

1.5 学生缺少明确的学习目标

教学层和综合能力层。三个层次通俗易懂的讲就是将计算机课程

一方面，很多学生没有建立明确化的学习目标，在学习计

的难度逐渐增加，首先最简单易懂的是通识教学层，同时教学

算机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没有自律的意识。在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

层面向的学生范围是最广的，可以接受所有专业的学生，其主

展进步的过程汇总，教育体系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曾经的大学

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思维，并且教授给学生最简单基础的

本科教育在我国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属于精英教育，能够考

计算机知识，主要包括计算机科学基础、一些办公软件和网络信

上大学的可谓寥寥无几；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学教育已经

息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适合低年级的学生学习，是大一

逐渐普及，高校也在不断扩大招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

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基础内容。大二年级的计算机学习可以逐渐加

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多学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学习目标，相应的

入一些程序设计的内容，但也主要是以简单的程序设计为主。其

学习热情也不够高涨，
而且大学学习又更多地趋向于自主化学习，

次是学习难度相对较大的专业教学层，专业教学层的学习不一定

很多学生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督促而导致放任自我，在学习过程中

要面向全体学生，学生可以结合自身专业学习的需要来选修计算

缺乏主动性。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计算机基础教学考核评价

机课程，主要涵盖的课程内容包括计算机数据、信息的处理理论

系统比较单一，参考依据主要是考试的及格率。所以，不管是学

和不同专业学生对于计算机学习的要求，比如设计类的学生可以

生还是老师，都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怎样才能够取得更高的分

主要学习图像的处理和动画设计以及视频网页的剪辑等，建筑类

数，而没有提高对于利用计算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视，这一

的学生可以主要学习三维建模。其后续课程的学习主要在大学三

情况导致了学生没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年级，所学习的计算机知识逐渐的深入且广泛，并且也要及时的

了学生综合素养水平的提升。最后，很多教师也没有明确计算机

更新计算机的新技术，保证学习的专业化。最后，学习难度最大

教学的目标，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课堂授课重理论而轻实践，

的是在综合能力层面，进入到此层面的学习时学生完全可以根据

即便有的学生成绩比较好，但是在计算机实践操作方面，可能连

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的需要选择学习的内容，比如可以学习网

最基础的安装以及维护计算机系统也很吃力。

站的制作和一些编程项目等。学生只有将基础性的计算知识完全

1.6 学生的计算机水平存在差异性

熟悉的掌握，才能够进行综合性的学习，学生在大学期间可以根

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东西部地区存在着发展不平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身的专业需要选择相应的计算机课程，老

衡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教育资源存在不均衡分配的情况，东部地

师也会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学习内容、不断创新学习方式，

区学生的计算机水平往往是要高于西部地区学生的，所以，在高

与此同时，也可以开展具体的项目或者组织相关的计算机应用知

校同一个班级，由于对于计算机水平的掌握理解能力不一致，不

识的竞赛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来不断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同学生之间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同时，由于不同学生接触计算

实操水平[ 5 ] 。

16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6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2.2 提高计算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质量

和期末考核成绩作为考核的依据。通过日常的考核方式可以有助

对于高校计算机的教学而言，应该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

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并且也可以反映出最真实的学习情况。

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引导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

现在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了普遍的教学方式，老师可以尽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的学习对于高校的学生而言

使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更加的具体直观，有助于学生对

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现在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能，计算机基础

于知识点的理解。另外，由于计算机学科的特殊性，老师应该

教学是各高校中都涉及到的一门公共学科，与此同时现在很多专

加强与学生之间的线上互动和学习，利用微课进行线上教学，

业的学习中都会涵盖部分计算机知识，因此，不断优化和改进

这样有助于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进行实际的操作，利用虚拟仿真实

计算机的教学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

验平台来完成实践教学，如虚拟计算机组装、虚拟机测试等。

水平才能为学生的计算机学习奠定更好的基础。但是随着我国科

与此同时，线上的学习资源更多且学习的知识更新速度快，有

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其计算机教学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

利于学生及时掌握最新的知识点，老师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分享一

题，这需要各个高校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结合实际需要给出

些优秀的教学案例，不仅可以提升教学效率还可以极大程度上激

相应的解决方案[ 8 ] 。在此基础上，本片文章也根据已有的问题

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老师要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应该引

给出了相应的指导性意见，比如要根据需要科学合理的安排计算

导学生树立积极主动的学习意识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当学生走进

机的课程内容、提高计算机老师的专业技术水平、加强计算机

误区时，应该及时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且要提高学生的动手实

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联系等，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

践能力，计算机学科更要注重学生的实操能力，进而不断提升

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也有助于促进我国高校计算机

自身水平

教育的不断发展。

[6]

。

2.3 提高计算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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