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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people have entered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a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existence that all walks of life must pay attention to, aiming at the 

change of market and the demand of socie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at is, to train students' computer ability. And this is not only to make students 

get all-round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improve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In the process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teach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e theory teaching and the practice teaching more harmoniously, the 

university should use the project type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m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project-bas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ideas in computer network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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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人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而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就成为了各行各业都必须引起重

视的存在，针对市场的变化以及社会的需求，高校也应该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也就是培养

学生的计算机能力。而这不仅仅是为了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在计

算机网络技术教学的过程中，高校需要注意的是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而为了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更

加和谐的融合在一起，高校应该运用项目式实验教学的方式，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效性，而本文也

主要围绕计算机网络课程中的项目式实验教学思路进行分析。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项目式实验教学思路 

1. 前言 

随着高科技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网络课程在我国高

等教育当中也越来越重要,并且计算机网络课程在我国

高校教育中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计算机网络课

程作为高校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核心课程,其重要地位也

具有深远意义。计算机网络课程是指针对学生学习计算

机网络相关的专业方向为基础。学生学习计算机网络课

程也是为了让学生在学习计算机专业课程时打下基础。 

 

2. 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不符 

由于传统的计算机课程知识点比较广泛，知识内容

比较抽象，使学生在学习传统的计算机课程当中，无法

准确的理解该内容的核心。因此，学生对于计算机课程

的学习兴趣也不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学习计算机课程

过程中，很难将计算机课程的理论知识与计算机实践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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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联系起来，大部分学生对于计算机网络课程的理解大

概都还停留在表面的理论基础上，并不知道如何将计算

机网络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操作联系。所以，学生在生活

中遇到有关计算机网络相关问题并不能及时地作出有

效的解决措施。 

2.2教学方法单一 

计算机网络课程的知识内容主要包含了计算机的

网络理论概念以及对于计算机网络课程的实践操作。所

以，计算机网络课程相对于其他课程而言会比较特殊。

然而教师再对学生进行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教学过程当

中，教师只是一味的将网络计算机网络课程的知识内容

灌输给学生，使学生只是被动的学习相关知识，导致学

生在学习计算机网络课程时，时常感到枯燥乏味，没有

多大的兴趣，所以教师对学生进行计算机网络课程的这

种教学方法，并不利于学生有效的学习计算机网络课

程。 

2.3缺乏实验教学 

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一直以来都是在学习计算机

网络课程理念的基础上，注重于对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操

作性。因此，我国大部分高校对于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

当中也会设置实验教学活动。但是由于我国高校教师在

进行计算机网络课程实验教学活动时，过于注重教学形

式，按部就班的教导学生操作每个环节，使学生在进行

计算机网络课程时间操作的时候，无法依据自己的力量

进行操作。即使在遇到困难时也不会思考，导致学生在

计算机网络课程实践教学过程当中，过于依赖老师的教

学。 

3. 项目式实验教学在计算机网络课程中的应

用目的 

计算机网络课程中学生所需要学习的不仅是信息

技术的理论知识，也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能力，虽然计

算机网络课程只是一门基础技能课程，但是在这门基础

技能课程中学生需要做到基本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而

这就要求学生要对计算机网络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

将计算机网络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且真正做到能够解

决计算机网络的实际问题。而之所以提倡高校使用项目

式实验教学法对学生进行计算机网络课程的培养，也是

因为传统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方法不能做到大幅度

的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甚至对于锻炼学生的实践

操作能力有所阻碍，且传统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方法

考虑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差异以及学生的学习水平

的差异，对学生采取统一式教学法。但是这样会导致有

一定学习基础的学生时间被浪费，而学习基础薄弱，不

够了解计算机网络知识的学生，则很难跟上教学的进程.

除此之外，在传统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中，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是分开来的两个模块，学生往往是在学习了

理论知识之后再进行实践操作，因此这样也导致理论与

实践之间有所脱节，学生很难将理论知识代入到实践操

作中，以上种种都有可能导致学生厌倦计算机网络课程

学习，而在失去了学习兴趣之后，学生的学习效率更加

难以提升。而项目式教学法与传统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

方法有着非常大的差异，项目式教学法能够将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了解了理论知

识之后，迅速地将其运用于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实践操

作能力。而且项目式教学法是以学习任务为领导，学生

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就是学生锻炼自己的过程。而学

生的学习任务的难度也会不断增加，当学生能够克服一

个又一个的困难，渐渐达到一个又一个的学习目标时，

学生的能力就已经有了一定的体现。教师在项目式教学

法中，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去探索和

发现，并在学生需要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指导，但是并不

干涉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及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过程，让学

生能够投入到计算机网络教学中，并受到计算机网络教

学内容的吸引，更加深入的探索计算机网络知识，也不

断提升自己的计算机网络应用能力。 

表 1 计算机网络课程项目式实验教学的实践分析 

课程的内容与环节

设计 
教学内容的选取 

教学方式与评价

方式的设计 

通过对学生计算机

基本技能的教学，使

学生能够在未来的

职业岗位上使用计

算机工作交流的能

力，提高学生计算机

操作职业素质。明确

教学目标后根据目

标明确计算机网络

课程的教学大纲，确

定课程结构，增强课

时间关联性，进而保

障教学目标。 

由于现今办公离

不开计算机与各

种办公设备，在课

程内容的选取上，

可增加一部分与

时俱进的计算机

专业知识，使计算

机网络课程内容

能够紧跟社会发

展，提高学生的职

业素质。 

在教学中，教师应

以项目实训为教

学主体，将理论知

识的重点再次在

项目实训中强调，

加深学生印象，同

时也增强了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掌

握情况，为今后更

加高难度的项目

完成打下基础。 

 

4. 计算机网络课程项目式实验教学的实践分

析 

表 2 计算机网络课程项目式实验教学的实践分析 

课程的内容与环节设

计 

教学内容的选

取 

教学方式与评价

方式的设计 

高校教育教学主要是

为了学生的学习需求

以及学生未来的职业

发展而服务，所以高

校的教育教学也必须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

求，并加强与学生未

来职业发展之间的联

系性。对不同专业的

学生，应该设计不同

的计算机网络课程内

在选择计算机

网络课程教学

内容时，教师必

须要明确计算

机网络课程是

一门实用性课

程教学，因此在

使用性课程教

学中所需要注

重的也是知识

的实用性，而且

丰富计算机网络

课程教学内容能

够提升学生的学

习热情，使学生

更加乐于去探索

计算机网络课程

教学内容，而项

目式实践教学法

能够引导学生对

项目进行探索，

而理论教学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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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并在计算机网络

教学中，尽可能地体

现不同专业的学生的

专业特性，并根据不

同专业的学生设计不

同程度，不同类型的

理论内理论教学内容

和实践教学内容。 

因为对于不同

专业的学生而

言，需要掌握的

计算机网络知

识内容不同，程

度也不同，所以

教师也应该根

据不同专业的

学生来选择不

同难度，不同侧

重点的知识进

行教学。 

践教学也不能分

开进行教学，因

为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相辅相

成，通过项目式

教学法就能够更

好的整合理论教

学和实践教学，

并且与此同时，

高校也应该改革

计算机网络课程

教学的评价方

式，提高学生平

时成绩的占比。 

 

4.1 课程的内容与环节设计 

高校教育教学主要是为了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学

生未来的职业发展而服务，所以高校的教育教学也必须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并加强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之间

的联系性。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设计不同的计算机

网络课程内容，并在计算机网络教学中，尽可能地体现

不同专业的学生的专业特性，并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设

计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理论内理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教

学内容，不过因为专业多样化，所以为了节省精力，教

师可以将同一类别的专业划分为一类，根据这一类专业

方向设计教学项目，而在设计计算机网络课程内容之

前，教师也必须明确教学目标，教学目标将会成为教学

的引导，而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的目标就是提升学生的

计算机操作能力以及学生的就业优势，让学生能够成为

一个具备计算机操作能力，对计算机有一定了解的全面

发展人才。 

4.2 教学内容的选取 

在选择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内容时，教师必须要明

确计算机网络课程是一门实用性课程教学，因此在使用

性课程教学中所需要注重的也是知识的实用性，而且因

为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而言，需要掌握的计算机网络知

识内容不同，程度也不同，所以教师也应该根据不同专

业的学生来选择不同难度，不同侧重点的知识进行教

学，并且尽可能的体现知识的实用性，让学生能够将学

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并解决现实问题。这样的知

识才能够成为学生的职业能力的一部分，如果学生仅仅

是掌握了理论知识，那么学生也无法发挥出理论知识的

价值，只有在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的前提下，学生

才能够运用理论知识进行实践操作。 

4.3 教学方式与评价方式的设计 

丰富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内容能够提升学生的学

习热情，使学生更加乐于去探索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内

容，而项目式实践教学法能够引导学生对项目进行探

索，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也不能分开进行教学，因为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通过项目式教学法就能

够更好的整合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且与此同时，高

校也应该改革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的评价方式，提高学

生平时成绩的占比。 

5. 项目教学法在具体实践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高校在项目教学法中所需要的是学生每个人都能

够参与到项目教学的实践活动当中，并且项目教学实践

活动，它所看重的不是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学习到的结

果，而是注重于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习到了什么，

更注重一种过程。因此，教师如果要进行项目教学实践

活动，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5.1 确定项目对于学生的学习过程具有实用
性 

一个项目的确定并不是指由老师的一个单纯的想

法组建的一个活动，而是老师在通过不断的了解学生的

各种特点，以及在不断对学生进行教学实践活动中得出

的一个可以全面开展学生，对于学生有帮助的一种活

动，并且该项目教学活动是能够使学生在生活中得以运

用。 

5.2项目活动的形式 

由于高校学生人数比较多，所以老师在进行项目教

学实践活动当中，会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以小

组的形式来进行独立完成活动，而且这种形式也能够帮

助学生提高团结能力，锻炼学生的团结意识。 

5.3教师在项目活动中的指导作用 

当学生在进行项目实践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教

师就要及时的帮助学生解决难题。但是因为项目实践活

动的主体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提高实践技能，开拓学生

的学习知识，所以当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指导时，不能完

全帮助学生解决难题，而是要采用一种引导方式，让学

生独立的去解决遇到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

帮助到学生提高实践技能。 

6. 结语 

总而言之，项目式实践教学能够提高人才培养的有

效性，加强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也能够使学生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保有一份就业优势，所以高校应该

明确项目式实践教学法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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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来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加强学生对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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