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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节能环保、开辟低碳电力扩供新路 

吴 斌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来凤县供电公司  湖北来凤 

【摘要】近年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成熟，资源紧张、气候变暖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也日渐严

重，对社会大众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也使得民众节能环保的意识越来越高。妥善处

理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加剧的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低碳经济和技能环保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

心。作为二次能源，电力是一种清洁的能源转换及利用形式，对环境污染的缓解有着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文以电力节能发展为主要论述对象，深刻剖析了电力低碳开发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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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maturity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resource shortage, 
climate warm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which has caused a lot of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the public lives on, and also made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It has become a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to properly handle the problem of climate warming and intensifi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economy and skill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s a secondary 
energy source, electricity is a clean form of energy conversion and utilization, which has a very obvious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mi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energy 
conservation as the main object,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road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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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各个企业对于人才越来越重视，随着社

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科技不断融合，越来越重视电

子信息以及通信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节奏，丰富电子信息及

通信工程课程内容，加强社会实践，针对教学过程

中所存在的不足进行探讨。当前电子信息及通信工

程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与教学发展不平

衡，教学方法严重滞后，缺少课程实践，缺乏完善

的考核制度等，因此要注重对这些问题的有效研究，

采取合理的措施进一步促进我国电子信息及通信工

程专业教育的深化改革，满足时代的发展方向，推

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1 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概述 
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涵盖

内容较为广泛，是电子工程的分支，设置时间较早，

涵盖的领域较多，主要是解决通信过程中的问题以

及信息处理方法和应用。通过这门课程的布置，可

以培养国家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在培养人才过程中

要加强对于电子信息以及通信工程各种技术的研

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断培养创新能力，

加强实践应用能力，具备良好的理论功底。电子信

息及通信工程专业模式迎来新的变动，在高端人才

方面较为欠缺，因此要重视对该专业的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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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课程模式，丰富课程内容，加强对该方面

人才的培养，不断探索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为行

业优秀人员奠定基础[1]。 
2 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专业教学中所存在的问

题 
2.1 教学课程以及设备较为滞后 
当前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教育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新设备、新技术不断应用，而相关的电

子信息及通信工程专业所涉及到的教材以及设备比

较滞后，教材不适合学生的学习，内容大多理论性

较强，缺乏先进的技术，理论相关的内容跟不上时

代的发展速度，缺乏一定的实践内容。而且在高校

组织学生进行实验探索过程中，由于其技术发展速

度较快，很多新技术、新设备的产生，而高校的设

备更新换代速度跟不上发展水平，所用的软件、设

备功能较为落后，限制了学生的发展，限制了学生

的动手能力，难以有效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进行有效的结合。此外，教

师在进行备课的过程中，依照传统的课程内容进行

备课，没有在网上进行搜寻最新的资料，重视理论

的教学，学生在长时间背景下，对该专业产生厌烦

心理，没有具备良好的知识体系，学习的内容较为

单一，导致学习的质量较差[2]。 
2.2 教学理论和实践教学发展不平衡，实践课

程较为缺乏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过程中，教学只注重学生的

成绩，没有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真正掌握，往往采取

机械式的向学生灌输，学生被动接受，而且在进行

实践操作过程中，没有进行自主操作的时间和机会，

造成的理论和教学的失衡。高校在实践过程中，大

都会采用验证性实验，验证实践不能激发学生的动

手能力，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仅仅按照

教师以及教材上的内容进行，只注重理论教学，忽

视了实践教学，学生只停留在教材表面，难以对所

学到的知识进行思考与运用，严重影响了电子信息

及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2.3 教学方法严重滞后 
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深化改革，在教学过程中越

来越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在电子信息以及通信

工程教学过程中，由于课程所涉及到的内容较为全

面，理论知识较强，学生难以对相关的概念进行掌

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存在一定

的欠缺，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没有结合相应的科

学技术通过图画、视频、动作进行教学，难以对相

关的概念技术产生深刻认识与了解。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没有对专业教学内容做出适当的调整，上课

时间所利用的知识多，而课时少的尴尬局面出现，

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掌握所学的知识，没有掌

握学习的重点、难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时间

较短，缺乏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学生没有主动思考

的空间，难以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反思，不利于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考能力，学习效率较低，不利

于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严重影响了国家培养

优秀的人才的效果。 
2.4 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缺乏完善的考核制度 
在电子通信及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专业教学过

程中存在的教师队伍综合素质普遍较低的问题，而

且学生在大学阶段自主学习的意识不强。教师缺乏

丰富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也不足，在教学过程中

没有与学生进行友好的沟通交流，教师将自己的精

力更多地投入在科研和教研上，忽略了对学生的教

学质量关注，没有建立完善的教学考核制度，没有

根据教学目标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较为

散乱，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3]。 
3 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教学改革的有效措施探

讨 
3.1 合理安排教学课程和时间 
在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

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加强课前备课，要依据教

学大纲，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时间，要依据

本校的实际情况，掌握学生的状况，合理安排课程

和课时，充分考虑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要运用先

进的科学技术，丰富上课内容，不断培养学生对专

业知识的学习兴趣、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让学生融入到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从而为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做好基础。 
3.2 教师要提升教学技能水平 
在教育不断深化改革背景下，对于教师的教学

能力要求越来越重视。实践教学是电子信息及通信

工程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

断扩充自己的教学方法，转变传统的教师理念，要

适应时代的发展，充分分析当前电子信息及通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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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涵盖的主要内容、研究方向，结合最新的成果，

设置合理的课程安排，要突破教材内容的局限，结

合教材内容科学选择教学方法，要将理论与实践进

行有效结合，充分理解实践的重要性。在学生掌握

基础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实践课的动手能力培养，

可以以问题中心型、任务中心型等方式开展教学活

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让学生主动进行思考。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提

出相关问题，让学生产生疑问，对相关的概念技术

内容，深刻理解与掌握，结合实际情况，将实际情

况抽象的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内容。教师要不断

进行实践练习，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3.3 建立开放式实验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估机

制 
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

重实践教学，可以建立开放实验教学质量的监控和

评估体制，不断完善评价方式，采取考核、考试等

多种评价方式，要实现评价方式的动态化、全面化、

系统化，进而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教

师要与学生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对学生进行指导，

不断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要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

组建实践小组，按照相关的内容开展实践。在进行

监控和评估体制建立过程中，要防止学生互相抄袭

和作弊的情况发生，不定期检查学生的实践数据和

报告，完善评价机制，确保开放性实验的水平[4]。 
3.4 强化校企合作 
当前学校在教学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校企合作。

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专业所涵盖的内容较为全面，

与其他专业相比，具有独特的特点，具备较强的实

践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对相应的知识内容进

行深刻的了解，要加强对于实践活动的培养，通过

校企合作，可以有效培养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专业

人才。院校要与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共赢关系，

充分针对当前的时代环境，构建完善的制度，要鼓

励教师带领学生去企业中进行实习，了学生所学的

理论知识与实践进行相联系。教师要在实践中给学

生讲解知识，丰富学生的认知，引发学生的思考，

从而提高学生对该专业的认识与理解。此外，要可

以建立挂职交流制度以及访问制度，可以采取访问

者的方式，让教师、学生去企业进行参观交流。通

过学生与企业员工进行交流，让学生理解先进的技

术、产品，补充当前时代该专业的内容，深化对该

专业的认识。教师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还可以不断

完善自己的教学内容方法，丰富教学理念，积累教

学素材，为下一步的教学奠定质量基础，可以更加

合理的制定科学有效的目标[5]。 
3.5 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利用放假时间进行实践，鼓励

学生积极投简历，进行企业面试，加强实习环节，

让企业与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不断培养有效

的人才，提高专业素养。比如可以在暑假期间，学

生进行企业实习，深刻了解工作的内容、方向，不

断，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过程中，学校在培养

人才过程中要给学生提供便利，可以主动为学生提

供实践机会，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人才[6]。 
4 总结 
综上所述，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专业在当前时

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对于这类人才的

需求越来越大，在教育开展过程中要注重对该专业

的课程设置，丰富课程内容，不断做好教育的持续

化改革，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要加强校企合作，提高技能水平，要建立

开放式实验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估体系，采取多元

化、动态化的评价方式，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

习效果，为国家培养更多高质量的电子信息及通信

工程专业人才，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

展，推动电子信息及通信工程的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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