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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以建筑装饰施工课为例 

杨 琼 1，冀 佳 2，张鑫燚 2 
1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徐州 

2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徐州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主要就是依靠各种技术而形成，对图像、声音、文字等进行获取、加工、处理以及传

播的一种技术。随着网络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对教学模式的冲击会愈加强烈。因此，院校也就需要对课程教学

模式进行改革。基于此，本文主要以建筑装饰施工课为例，对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改革课程教学模式的必要性进行

了阐述，并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下的教学现状以及课程教学新模式，最后探讨了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路径，

以利于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实践当中，实现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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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mainly formed by relying on various technologies to acquire, process, 
process and disseminate images, sounds, and tex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impac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teaching mode will be more and more intense.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need to reform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course as an 
example,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ours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and new course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course. The path of teaching mode reform is to facilitate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alize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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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会更加严格，这

也就会对学校给予较大的关注。在现阶段的教学当中，

有很多教师都会对传统教学模式加以改变，很难对社

会发展的需求加以满足。因此，也就需要加强对现代

信息技术加以应用，进而实现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有必要结合建筑装饰施工课，

探讨课程教学改革的方法，以利于对学生的主体地位

进行彰显，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得学生可以对社

会的要求加以满足。 
1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改革课程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对信息技术来说，主要就是通过对现代化通信手

段以及电子计算机，进而对信息进行收集、传递、管

理和保存的。在学校教育当中，通过对计算机技术进

行运用，将能够真正突破教学技术方面的障碍。其实，

信息技术不仅是一个学习者行为的感知手段，是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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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信息加以提取的手段，而且还是知识交换的一个通

信手段，是对教学资源进行创作以及建构的手段。也

正因为现阶段的课程教学模式依旧存在着课程设置不

合理、忽视资源开发等问题。因此，在当前的社会背

景之下，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来开展各个课程的教学，

进而对课程教学模式加以改革。通过基于现代信息技

术来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也正可以对教师以及

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进行培养。而且，也可以对认知

与情感等高度融合的智慧学习环境加以创建[1]。 
2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下的教学现状 
2.1 课程设置缺乏合理性 
现阶段，有很多教师虽然在实际进行教学的过程

当中，都会对现代信息技术加以应用。不过，在对教

学进行设计的过程当中，依旧缺乏合理性，进而导致

学生仅仅会对信息技术这一教学形式所吸引，没有较

为关注课程的内容。而且，有很多教师都没有结合实

际情况，在对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应用的过程当中，仅

仅会注重形式，进而导致教学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事实上，要想让学生都可以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技

能加以掌握，学校就需要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操作。

可是，也正因为现阶段的相关课程数量比较小，进而

很难对学生的能力进行提高。 
2.2 教师教学观念较落后 
目前，老师都缺乏仔细研究信息化对开展教育工

作的益处，因为他们都错误地相信，教育信息化主要

就是把教学流程和教育技术手段都加以信息化。而这

些教育滞后的观念，也将会限制了学生信息技术素质

能力与教师信息技术运用才能的发挥。因此尽管说有

不少老师在实际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当中，会对现代

信息技术进行运用，但也正因为其教学观念没有发生

完整的转变，进而使得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 
2.3 教学未彰显出信息化 
在现阶段的教育教学领域当中，会存在教学为彰

显出信息化的问题。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主

要有两点。第一，针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还没有

流行网络教学，人们一般都是在课外对信息资源进行

使用，而在课堂当中则很少会对其进行实际应用，这

样也就很容易出现信息技术使用失衡的问题。第二，

对信息化使用程度进行评估的重点主要在于对网络教

学技术的使用以及对教育资源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当

中，并没有对学生的基本学习需求以及教育教学规律

加以充分考虑。因此，使得教学模式没有对信息化社

会的发展特点加以彰显。 

2.4 未注重资源开发利用 
当前，有不少高校只在着重做好多媒体教室、网

络等硬件方面的建设，并未对教育资源的建设和使用

进行重视。同时，由于不少已使用的信息化教育资源

并未对孩子的学习发展和教学规律进行关注，从而使

得课堂效益不容乐观。这也就意味着，信息化对课堂

提供的改变，只能停留于表层[2]。 
3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课程教学新模式 
3.1 立体课堂模式 
通过对现代信息技术加以使用，会对视听效果进

行增强，利用数字媒体为学生提供更直观的交互式学

习环境，利用感官刺激的形式，对早期单调教学模式

加以改变。通过使用 VR、AR 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真实

情景的营造，会使得学生产生沉浸式学习的体验，不

仅会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加以提高，也会实现学生学习

效果的提高。 
3.2 混合教学模式 
混合教学模式会更加注重适度性，在恰当的时间

选择恰当的方法，并且利用适合的及时来吻合措施，

进而对学生传达适当的能力，使得学生获得知识。通

过运用混合教学模式，就可以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的

整合，使得学生得到应用能力的提高。 
3.3 全课堂教学模式 
在现代化技术的学习环境之中，会建立教材、互

联网、计算机、教师、学生的关系。在综合性的学习

场所当中，自主学习、交互学习、合作学习等方法，

会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创新精神加以培养，使得学

生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发挥。 
4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4.1 开发优质教学资源与服务平台 
现阶段，各大院校要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课程

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也就需要加强对资源进行管理，

并且建设服务平台。并且，也要对课程开发、教学设

计、教学实施等功能加以开发，进而为学生提供在线

查询、浏览、以及资源推送等服务。而要想对优质教

学资源进行开发，就可以对资源库进行建立，针对专

业基本内容，对教学资源库加以建设。并且，也可以

对仿真训练平台加以建设。在对这一平台进行建设的

过程当中，可以对云计算、虚拟现实、互联网等技术

进行应用，进而开展虚拟仿真的教学。此外，也可以

以互联网+为基准，对网上办公服务平台加以打造，并

且对实习、科研、就业、教学等领域的模块进行建设[3]。 
4.2 建立工作室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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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建筑装饰施工课属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课程，因此学生不仅仅需要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

也需要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不过，也正因为学校的

实践机会比较少。因此，就可以对工作室教学模式加

以建立。通过运用工作室教学模式，也就可以与社会

进行紧密衔接，对学生的实践机会不足加以弥补。如

图所示，在实际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学生可以依据

建筑装饰工程的实际操作流程，较为立体地对建筑装

饰行业进行认知，之后对作业流程加以熟悉。而且，

在工作室当中，学生能够对帮、传、带的方法加以运

用。高年级学生需要带领着低年级的学生对建筑进行

装饰。通过对这一教学模式加以应用，也正可以将早

期课堂学习、理论实践的教学方法加以改变。而低年

级学生在实际进行装饰的过程当中，也就可以发现榜

样，进而朝着榜样学习，不断完善自己。通过采用工

作室教学模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

且鼓励学生更加积极以及主动地对建筑装饰施工知识

加以探索。在这一教学模式之中，也会较为关注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对学生的学习选择进行增强，进而使

得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实践能力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发

展。 
4.3 开设多元化课程 
在建筑装饰施工课的教学当中，通过将信息技术

进行引入，尽管可以对教学效率进行提高。不过，并

不代表教学模式的改革。而要想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

传统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教师也就需要以课程的

角度入手，对突破的路径进行探索。如图所示，首先，

教师可以对课程的结构加以改变，通过对现代信息技

术加以运用，进而将建筑装饰施工课的内容进行重构

或者分拆，为具备多样性、开发性和创新能力的教学

进行构建。然后，院校能够对网上课程进行开展，对

学习者的网络主动认知技能进行培养。而在对网络课

程进行实施的过程当中，教师能够结合的课程以及实

际的场景，来培养学习者具备数据查询技能，并且有

使用信息的技巧。最后，学校能够选择适应行业需求

的专业加以设置，从而确保所开设的专业都能够对行

业发展的需求进行适应。学校也唯有对具备扎实知识

的人员加以培训，才能够对社会的基本需求进行适应。 
4.4 注重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创新 
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之下，要想对课程教学模式

加以改革，也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对优秀教育资源加

以汲取，这也就是老师在现代信息技术之下必须学会

的基本技能。教师必须对现有的教育资源进行整理，

同时对与建筑装饰项目有关的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教育

资源加以仔细甄别。而在对教育资源进行建设的过程

当中，不但必须对现有的优秀教育资源进行整理，也

需要对资源进行创新，并对教学内容进行加工，以提

供更富有趣味性、个性的数字化教育资源。这样对实

际教学当中的知识加以分类，这样就能够促进学习者

更加迅速地对知识加以消化吸收[4]。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建筑装饰施工课是对实用性人才进行

培养的一门课程。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课程教

学模式的改革，也就是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教学。

而院校通过开发优质教学资源与服务平台、建立工作

室教学模式、开设多元化课程、注重信息资源的整合

与创新、提高教师信息化水平，也就可以满足信息化

教学的要求，使得学生得到较为健全的发展，实现课

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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