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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中职电工电子教学中的融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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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的发展给予教育行业开辟了新发展路径，通过课程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使课堂质量整体提升，包括教学
方式、内容等各方面的优化提升。中职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亦需与时俱进，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展开教学，以提升教学水平及质量效果，
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同时，给予学生更具时代性的课程体验，使之学习能力得以全面提升。本文以中职电工电子教学为例，重点讨
论信息技术的教学融合策略，以期推动现代教育的进步发展，使学生能够在信息技术的融合加持下，更好地提升电工电子学习成效，
培养兼具信息素养的综合型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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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opened up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education industr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urriculum teach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classroom can be improved, includ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s, contents and other aspects.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ers also ne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curriculum
teaching, actively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and quality effect,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while giving students a more contemporary curriculum experience, so that their learning ability can be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 Taking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bett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learning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with information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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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素质的培养，同时还需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问题，将理论知识

时代的进步推动各行业的发展，课程教学只有与时代发展相

与实践教学有机整合，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更具科学且高效的

融合，才能更好地彰显教育价值，将之发挥最大效用，给予学生

教学活动，将学生的兴趣充分调动，使之能够综合发展其专业

更多的学习支持与保障。中职学校应提高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重

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能力。

视，将其充分应用于专业课程教学当中，既是推动教学进步发展

1.2 学校师资力量以及教学资源存在的不足

的需要，更是培养具备信息素养能力的综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就

近年来，中职学校的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在此发展背景

现阶段中职电工电子教学开展现状而言，教师要理性应对当下存

下，其在不断扩大学生群体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由于

在的教学问题及挑战，结合实际采取应对措施，提高信息技术与

受现代技术的发展影响，
电工电子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及设备等的更

电工电子教学的融合，促使课程教学质量能够有效提升。

新频率相对较快，导致教学目标的落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对师资力

1

当前中职电工电子教学现状

量、资源设备提出相应要求，不仅需要学校扩大师资队伍建设，更

1.1 学生文化素养差异性较大，学习积极性不高

是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支持教学活动。
然而由于中职学校的教

进入中职学校的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基础薄弱的问题，且中职

育资源、教学规模等有限，因而难以满足这一教学需要，从而对课

学校的招生范围亦是相对较为广泛，在近年来更是扩张至成年学

程教学的高质量开展造成一定的影响[2]。因此，在信息技术的教

生群体当中，因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特别表现在文化素养方

学融合中，还需从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等方面予以完善落实，全面

面。大多数中职生对文化课程知识的学习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抵

推动中职电工电子专业教学的发展与进步。

触、逃避心理，更加乐于参与实践类学习活动。在电工电子课

1.3 教学质量得不到提升

程教学中，除了对实践能力的培养，还需要学生具备丰富的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我国相对较晚，教师在开展电工电子课程

论知识，使之能够在遇到问题时更好的思考和分析问题，提高

教学活动时，则存在一定的教学局限。同时，在信息技术与课

其问题解决能力。但由于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积极性较低，导

程教学融合策略的实施过程当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无法及时落

致整体教学效果不佳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期间，需注重教

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课程教学质量，导致学生的学习情

学方式方法的创新落实，积极转变教学理念，加强对学生综合

况亦是不尽理想。其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教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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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的开展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教授，对实践方面的教学开

解中提高学习掌握效果。具体在教学应用中，教师既要做好教

展相对较少，学生的实践技能掌握较为薄弱；二是由于信息技

学内容的有效讲解，亦需要将信息技术价值效用充分发挥，合

术与电工电子教学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

理利用网络资源，将资源有机整合并呈现于课堂当中，促使学

则不可避免地存在教学不足，无法将教学融合的有效性充分发

生更加全面、系统的进行知识的学习，提高其学习效率。

挥，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2

[3]

。

信息技术在中职电工电子教学中的融合策略

2.3 加强教学方法的创新
在融合信息技术与电工电子教学期间，教学方法的整合与创

2.1 创新教学理念，明确教学目标

新亦是尤为重要，对教学质量及学生的学习效果具有直接影响。

从知识层面而言，信息技术与电工电子专业课程存在一定的

因而教师还需重视教学方法的创新落实，积极探索并采取多种教

联系，相互间知识具有重合性特征，因而在信息技术的教学融

学方法，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相整合，不断提升教学质量的

合与应用当中，能够给予课程教学更好的支持，使学生的学习

同时，促使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形成深度融合。

效率能够切实提升，并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逐步提高。这就要

结合中职生的整体学习及发展情况而言，这类学生的学习基

求教师能够立足新教育教学理念，积极创新教学模式，将信息

础及学习能力、学习自觉性普遍较差，因而传统的教学方式、常规

技术与电工电子教学充分融合，使两者优势互补，发挥双重教

的课堂模式无法起到锻炼学生多方面能力的作用。故，需要特别关

学质量。但现阶段中职教学中，由于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较

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知识的互动参与情况，如此，才能够保障

深，目前仍有多数教师在开展课程教学时采用传统方式进行教

学生知识学习的有效性，使课堂教学质量真正得以提升。为有效满

学，特别体现在口述讲解、板书教学等方式，尽管信息技术亦

足这一学习情况，适应中职生的实际情况及需求，教师则可利用信

引入其中，也主要以多媒体课件形式为主，实际效用不大[ 4 ] 。

息技术设计情境课堂，
引领学生在情境中提高对电工电子课程知识

如此，则无法满足新时期教育需要，也无法将学生的兴趣充分

的学习兴趣，使之能够在情境中主动有效地展开思考、提升对知识

调动，从而影响课堂教学质量效果。在时代的进步发展中，社

的直观理解能力[ 7 ] 。比如，在讲授“时序逻辑电路和组合逻辑

会对电工电子技术人才的需求及标准不断提高，不仅要求具备基

电路”知识点时，教师则可通过情境的创设，借用信息技术对这两

本理论知识，亦需要具备实践应用能力。这就要求教师的教学

种电路展开讲解，
促使学生能够在情境中更好的理解其中存在的本

应符合市场发展环境要求，重视自身教学理念的革新，在开展

质区别，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活动时，有针对性地将过去单一的理论知识教学进行优化转

当前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中，
已逐步发展为微课的教学应用，

变，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融合实践教学活动的同时，

且在近年来获得较好的教学应用成效。中职教师在开展电工电子

将信息技术的价值作用充分发挥，以弥补过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课程教学时亦可将微课应用其中，形成信息技术的教学融合，借

及不足，在满足新时期教学需要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实际教学

助微课的优势特征，转换教学主体，让学生在微课的辅助下，实

质量[ 5 ] 。此外，在教学目标上，教师还要明确信息技术与课程

现自主学习，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8 ] 。具体在教学应用

教学的有机整合计划，包括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的整合与创

中，教师即可将之提前分享给学生，要求学生在课前完成自主学

新，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原则，创新教学手段的同时，发展学

习任务，进而在课堂中展开重点知识的学习讨论活动，以此提升

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兼具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综合型人才。

教学整体质量；亦可结合课堂需要，适时将微课引入其中，帮助

2.2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资源的整合

学生突破课程知识的重难点内容，
使学生能够提高学习理解效果，

作为教学的基础依据及重要教学资源，教材的应用价值不言

从而达到高效学习的效果。

而喻，但同时也存在资源局限的缺点。在信息技术的融合教学

除情境创设、微课应用等教学方法之外，教师还可结合实

应用下，教师则可将之价值作用充分发挥，进一步整合教学资

际情况积极探索其他教学方法，并可结合现阶段提出的各类新教

源，为学生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使学生能够基本

学方法，立足课程教学特征进行优化调整，设计符合中职生电

掌握教材基础知识的同时，亦能够实现知识的拓展掌握，提高

工电子教学的新教学方法，将信息技术的教学融合以更加先进、

对知识掌握的全面性。在此期间，教师则可将同等课程专业知

新颖的方式应用于实际教学当中，以全面提高教学的质量。

识进行全方位整合，即其他版本的教材资源、教师教学用书

2.4 理论结合实践，注重实操能力培养

等，将同一知识点相关知识内容进行整合，提供给学生丰富、

中职教育的培养是以技术型人才为主要培养方向，因而在开

全面的知识内容

[6]

。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下，教师可利用多媒体

展电工电子教学期间，实践教学应当为重点课程内容，但现阶

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播放并呈现各类教材资源中的知识内容，

段并未全面落实，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融合期间，亦需做好实

亦可在加工整合之后呈现给学生，依托多媒体给予学生进行更加

践教学工作，确保学生既能够掌握理论知识，亦具备较好的实

全面的知识讲解，帮助学生提高对知识的认识与理解，使之在

践操作能力。从客观的角度而言，理论知识属于基础，当学生

直观知识内容的呈现中，能够了解知识的多样化特点，实现教

只有基本掌握理论基础知识，才能够更好地开展实践实操的练

学质量的切实提高。除此之外，教师亦可将网络资源充分利

习，使学生能够更加灵活的运用理论知识，深化课程知识的学习

用，有针对性、有选择性的应用网络知识资源，以多模态方式

效果。但教师要充分把握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合理占比，避免过度

呈现给学生，进一步丰富课堂知识内容，如图片、视频、3 D

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教学指导，可通过实践教学的开展，深化学

技术等，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和理解理论知识内容，在深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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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获得选择权。高职院校采矿专业毕业生，可以继续使用学

职业教育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校企合作模式建立的

校资源培训企业的员工，并且可能有资格获得法律规定的某些经

根本目的是实现自身院校的良好发展，并能够抓好教育质量建设

济援助或税收减免。

工作, 以此来实现高职院校经营的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目标[ 3 ] 。

5.5 完善教育质量评估工作组织体系

因此，要树立“质量第一、全员参与、总量控制、预防为主”

健全的培训质量评估机构是保证质量监测活动全面有效实

的教育质量管理理念，使产学合作不局限于教育方式、教育方

施，保证培训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教育行政部门、高等教育

式、教育内容。从产学结合的角度，构建全新的教育质量评价

学院负责人、产学合作委员会、教务处、部门、教学实验室

体系，在现有评价的基础上，从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

等职能部门将逐步建立指导和监督，企业人事管理人员、教授

方式等方面创新评价，切实落实评价全过程监测、评价、诊断

督导、教授评价专家、学生线人参与，评价组织体系通过对教

和反馈，追求过程和评价指标，监测评价人才发展的关键环

学质量进行全过程综合评价，及时反馈，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节，有效提高教育质量。

5.6 断完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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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问题，创新教学思路与理念，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各个

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巩固，促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更具质量、

层面逐一落实，将信息技术的价值效用充分发挥，为电工电子

高效的掌握专业知识及技术能力，使之在实际问题的应对中，能

教学提供有力支持，促使学生能够不断提升综合知识技能，具

够灵活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问题，实现实践应用素养能力的切实培

备良好信息素养，使之能够更好地融入新时期市场环境，将所

养与提高。对此，教师则需依据学生学习实际，科学将理论与

学知识与技能有效发挥，彰显学生的个人价值。

实践进行教学整合，尽可能提供给学生更多实践动手及参与机
会，使之能够综合发展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不断完善自身知识
结构[ 9 ] 。另外，对电工电子技术教学而言，在信息技术的教学
融合中，教师还可借助信息技术完成实践教学，以弥补现实条件
对实践活动的限制。同时，信息技术与电工电子教学本质存在一
定的知识重合，因而信息技术的实践教学亦具有一定的教学促进
效果。具体在教学期间，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制作实践操作教
程，将实践操作的步骤以视频形式直观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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