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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ternet�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education� industry.�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teaching�methods�in�programming�course�are�becoming�increasingly�prominent;�with�indistinctive�teaching�effect.�Combining�

with�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micro-class� videos� and� docu-

ments�are�released�before�class�to�help�students�complete�the�preview�task�and�group�task.�Video�demonstration,�animation�demonstra-

tion�and�group�discussion�are�used� in�class� to� solve� the� important�and�difficult�problems.�Expansion� tasks� are� arranged� after� class� to�

deepen� their�knowledge.�The�use�of�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methods� effectively� extends� study� time,� provides� rich� learning� resources,�

stimulates�students'�learning�enthusiasm,�and�improves�students'�programming�ability�and�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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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家提出“推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发展规划，信息化教学越来越受到教育

工作者的青睐。 信息化教学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构建了一

个数字化、信息化的网络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了时时学、处

处学的学习条件。 如何充分、合理地使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课

堂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

变为主动探索知识，成为教育工作者需要研究的问题。

2 教学情况分析

2.1学情分析

高职类学生学习特点如下：

学习基础较为薄弱、学习主动性较差、学习动力不足。

排斥理论知识的学习、喜欢动手实践。

对于抽象知识的理解较差、更容易理解形象、具体的内

容。

思维活跃、动手能力较强，但是课堂上不能长时间集中

注意力。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已经逐步渗透到教育行业。传统的课堂讲授在编程课程上的局限性日益突出，教学效

果不佳。 结合高职学生的学习特点，借助网络教学平台等信息化资源，课前发布微课视频、文档资料帮助学生完成预习任务及小

组任务，课堂通过视频演示、动画演示、小组讨论等方式解决教学重、难点问题，课后布置拓展任务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

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有效地延伸了课堂时间，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学生的编程能力及

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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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

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授课，遇到的问题如下：

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或者通过 PPT 授课，学生学习氛围

枯燥，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被动听课，导致学生注意力不易

集中，学习效果不佳，不利于重难点的讲授。 可采用信息化手

段，增加动画、视频等媒介进行重难点教学，通过手机 APP 增

加教学互动，摇一摇、抢答、投票等方式活跃课堂气氛。

课堂时间有限，很难实现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从知

识的了解、内化，到熟练应用。 可以把基础知识以微课的形式

发布到网络平台，让学生完成课前自学，课堂上的时间用来

解决重、难点问题，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内化。 信息化教学方

法突破了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的

利用碎片时间完成学习。

3 信息化教学实施方案

以《C#可视化程序设计》中窗体知识为例，进一步介绍信

息化教学的实施方案。

3.1 课前准备

采用项目案例的方式进行课程知识点的讲解。 选择具有

趣味性和实用性的《抽奖程序》作为课堂项目。

步骤 1：通过网路平台发布复习内容。

通过【课前复习】帮助学生复习《抽奖程序》项目要用到

的学过的知识点，掌握学生对已学知识点的理解情况，针对

性的讲解错误题目。

教师活动：根据学情分析、项目所需知识点，发布【课前

复习】测试题，帮助学生回顾所学知识。

学生活动：在网络平台上，完成【课前复习】测试题，巩固

知识。

步骤 2：发布新知识学习任务

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完成新控件知识的学习。 掌握学生

课外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增强学生使用信息资源

的能力，拓展学习时间与空间 ，实现个性化、差异化的学习。

教师活动： 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发布课程新学知识点的

【视频】及【预习自测】来检验自学情况。 并且通过平台发布

【讨论】、QQ、微信等及时进行答疑解惑。

学生活动：根据网路平台资源，自主学习新学知识，完成

【视频】学习及【预习自测】题目。 学生在【讨论】区中进行留

言，讨论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步骤 3：发布小组任务，制作抽奖界面

考查学生动手能力，帮助学生发现完成任务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增强学生之间的交流，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教师活动：发布【小组任务】，要求各个小组根据自学控

件完成《抽奖程序》界面的设计。

学生活动：完成【小组任务】，设计抽奖界面。

3.2 课堂教学

任务一：知识回顾及新课导入

步骤 1：展示各个小组课前设计的抽奖界面，导入学习重

点：PictureBox 控件的属性。

在展示的过程中可进行师生互动，教师提问，学生回答。

步骤 2：查看网络平台上【课前复习】和【预习自测】情况，

根据大数据统计结果，针对错误率较高的题目进行讲解。 解

答【讨论】区中学生自学控件遇到的问题。

任务二：难点讲授及项目实现

引入课堂教学难点， 通过小组讨论、Flash动画和视频演

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化解教学难点。 通过自主探究、小组

讨论、教师个性化指导等方式，完成抽奖功能设计。 展示学生

阶段性完成成果，反馈学习效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步骤 1：对抽奖功能进行分解，导入课程学习难点：如何

使用 Timer 控件实现抽奖程序的转动功能。

步骤 2：在实现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分别增加抽奖程序转

速由快到慢的功能和转动音效的功能。 通过视频演示，让学

生明确要完成的任务效果，实现程序设计。

步骤 3：分别展示小组各个阶段功能实现情况，进行阶段

性成果验收。

任务三：项目测试

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编程习惯，提高编程素养，项目完

成后，需要对其进行测试。

步骤 1： 教师发布任务： 小组测试抽奖程序是否存在

bug。 各个小组完成项目测试，解决 bug。

步骤 2：测试完成后，请各个组的组长提交项目作业。

任务四：反思总结

反思总结可以帮助学生查漏补缺， 养成反思总结的习

惯，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知识的掌握。

任务五：项目考核

对各个小组课堂项目进行验收考核， 考核方式多样化，

除了教师评分，还增加学生互评环节，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最

终根据考核结果，评选最优小组和最优个人。

3.3课后拓展

通过布置课后拓展任务，巩固本次课程知识。 预习新知

识，为下次课程做好准备。

教师活动：在网络平台上布置【课后小组任务】：实现抽

奖概率设计，发布新的复习及预习任务。

学生活动：在网络平台上，学生完成【课后小组任务】，把

小组项目程序上传到学习平台。 完成新任务的复习、预习、讨

论等。

3.4 学习评价

本次课程通过网路教学平台，采用微课、课前任务、小组

任务、 小组讨论等多种信息化手段引导学生完成课前自学；

课中通过小组讨论、学生自主探究、教师从旁指导等方式，实

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课后通过网络平

台实现师生随时交流，答疑解惑；实现翻转课堂教学。 采用任

务驱动教学模式，选择生活中具有趣味性的案例，有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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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采用 Flash动画和

视频演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化解了教学难点。 实施本文所

述教学方法后，学生的学习热情及学习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改

善，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4 结束语

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采用信息化的教学方法，学生较

好的掌握了知识的用法、拓展了编程的思路、增强了团队合

作意识，养成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学习的习惯。 随着时代的

发展，教师要与时俱进，继续积极探索更好的教学模式，完善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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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专辑等数据结果提供给音乐厂商，则可以辅助音乐衍生

品的精准营销，开拓音乐的商务市场。

4.5 医学领域的应用

随着医疗信息化的普及，医院管理逐步现代化。 如今医

院系统中将病人档案资料、医疗器具的管理、药品等方面的

数据都录入系统， 通过这些数据如诊患者结构、 就诊时间等

加以整合挖掘，数据报告则具有指导作用，如某科室的诊断

时间过长，可以适当调整；患者服用的长期药品在某段时间

有效等，能够帮助患者康复和使得医院服务质量提升。

在医疗工作中，工作者的诊断方式同样发生着改变。 传

统研究模式是利用自身经验诊断，而在大数据时代，人类疾

病方面所蕴含的数据信息可以进行查阅。 如果只是依靠自身

经验诊断，说服力较弱。 如今，工作者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技术

将患者的病史、出现的临床症状、相似患者的病史等多方面

的数据，通过对数据库中信息进行综合研究。 不仅可以挖掘

出有意义的诊断规则，辅助疾病诊断，提高医生的诊疗效率，

缓解医患矛盾，还可以切实对患者的疾病进行预警，推荐治

疗措施。

5 结语

综上所述，跟随着信息化的脚步，已经正式步入了大数

据时代。 在信息日益渐增的情况下，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来推

进网络信息数据的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从数据挖掘技术

的研究入手，结合不同领域的特点，剖析了数据挖掘技术在

不同网络平台中的应用。 人们使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从海

量数据中挖掘出有利于不同领域发展的数据，达到改善社会

治理、提高数据平台使用率的效果，并运用于各个领域。 可以

发挥数据挖掘的社会价值，改善人们的生活，完善平台的数

据服务，最大化数据挖掘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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