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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the worl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requirements for talents are different. Now, comprehensive innovative talents are needed. 

In particular, the computer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However, due to the shortcomings of our education mechanism, the a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is generally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teaching status of 

computer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laborate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rategy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in computer majo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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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发展到不同的阶段，对于人才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如今就需要

综合型的创新人才。尤其是高职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应该更加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机

制一直存在缺陷，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普遍不足。本文将分析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的教学现状，阐述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分析目前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策略的有效性，并对如何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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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高职院校教育承担了一部分高等院校教育无法

承担的责任，对于就业来说非常重要，也是培养综合

型人才的重要基地。计算机教学是高职教育中很重要

的一部分，促进学生专业技能提高，并鼓励他们加以

运用，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有着重要意义，实现

院校培养新型人才的目标，满足新时期社会对人才的

要求。因此，计算机专业应该把重心放在学生的创新

能力培养上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推动学校的发

展，满足社会就业需求。 

2. 计算机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的基础水平不一 

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因素，高职院校的学生在计算

机基础文化知识和素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

差异对高职院校的计算机教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

于计算机专业的特殊性，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需要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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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一些基本的计算机知识，同时也要有学习兴趣，而

这些差异的存在，就导致一部分基础较差的学生失去

继续学习的信心，也不再主动探索和了解，甚至可能

会自暴自弃。而高职院校本身就和本科院校存在着一

定的差距，高职院校的管理和学习氛围的培养都和本

科院校有差距，在学校条件和自我知识基础的共同影

响下，有一部分学生丧失了自我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2.2. 师资力量有限 

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能力，一部分取决于学校的

基础设施，一部分还取决于师资力量。专业能力过硬

的师资团队培养出专业技能过硬学生的可能性更大。

目前我们国家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师资力量不足，一

是计算机专业老师数量严重缺乏，存在着非计算机专

业出身的老师代教课程，二是一部分老师专业能力不

够，没有更新知识体系。这些都是非常不利于学生学

习的因素，当学生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取知识，满足自

我的学习需求的时候，就会产生厌弃的心理，不利于

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由此可见，师资力量不足将对

学生的学习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高职院校除了注重

基础设施建设，还应该重视教师团队的培养。 

2.3. 教学理念落后 

计算机专业的教学，除了理论教学，更多的是要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我们国家很多高职院校的

计算机专业教学还停留在以前的教学方式和理念，没

有及时更新。而很多学生对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有

了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在学习的时候就无法摆正心

态，无法获取更多的计算机知识。再有学校的评价机

制也还是老一套，单一的评价方式只注重学生的考试

成绩，忽略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但是计算

机专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只掌握理论知识是

无法适应社会更新速度的。 

2.4. 教学环境和条件不好 

很多高职院校都洞察到了当今信息化社会计算

机技术人才的需求，开始重视计算机教学，但是本身

基础教学设备的落后限制了高校的教学能力，一方面

是本身就无法满足学生们越来越高的计算机应用水

平，另一方面是学生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教学资源

无法与之匹配。高职院校只有在掌握了最新的专业知

识，拥有最新全面的设备和教学软件，才能够使学生

能够真正体会到计算机技术，学习到相关的分析能力

和应用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 

3.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3.1. 适应结合社会的发展 

当前社会的高速发展，计算机已渗透入各个行业，

掌握计算机的技术已经成为了每一个学生生存发展

的必备工具，计算机可以提高学生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所以各行各业在招聘时对于学生掌握计算机的程度

有所要求。目前在各个岗位的需求中我们发现，大家

已经默认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机能力。但我们需

要明确的是，为了使社会发展的更好，不能仅仅的局

限在于如何学会使用计算机，要学会如何在计算机这

个行业进行创新。不仅仅是计算机技术本身的创新，

而是通过这种创新来提升学生们自主探索的能力，扩

展他们的思维。让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不仅

仅局限思考，而是有多方位的角度。目前高职院校以

这样的目的来培养创新人才，适应整个社会发展的需

求。 

3.2. 以综合素质来带动学生的创新能力       

目前，高职计算机的教学任务主要体现在于学生

们掌握计算机的技术，使得学生们在工作生活中能够

运用计算机的能力灵活地处理各类问题，为学生们进

入职业中提供一项基本的技能。但是目前的学习不能

仅仅表现在于掌握计算机的能力，而应适应社会的发

展，更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创新计算机的过程之

中，可以培养学生们自主思维的能力，体现不同学生

的个性。创新思维是一个综合性的思维，它需要运用

到学生们的各类器官，以及需要结合学生们的运算逻

辑能力。提高学生们的整体思维能力，有利于提高他

们吸收计算机的基本知识，使他们有更好的发展。 

4. 计算机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4.1. 教学方式的改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以教学大纲为基础，让学

生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也要悉心编排教学内容，

让教学过程井井有条，避免教学时间的浪费，建立完

整的教学体系。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仅仅使用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完全不够的。计算机教师需要不断

更新自己的教学方式，根据教学内容来选择有针对性

的教学方式，继而提升学生的计算机能力。 

4.1.1. 进行理论知识教学 

计算机基础知识教学中有许多理论知识。在传统

的教学中，学生常常被要求死记硬背一些定义和常识。

误导学生认为学习计算机基础就是要把这些理论知

识背下来，从而脱离实际操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去记忆理论知识只能应付一些考试，但当学生面对

计算机实践操作时，却感到茫然，从而消除了学习计

划对计算机的兴趣。然而通过课程改革， 复杂而难懂

的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在此同时，还能提高学习质量，

全方位掌握知识，提高计算机学习的趣味性，培养学

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4.1.2. 进行实践操作教学 

高职计算机的教育过程中进行实践活动是非常

有必要的。科学的实践活动能够进一步强化学生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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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操

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往往会形

成更强的创新意愿和创新意识，最终培养出更强的创

新能力。高职计算机专业教师不仅要在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的创新意识进行培养，还应积极引导学生在实践

中应用知识理论，这样学生就会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理

论，进而产生创新意识、进行创新活动。通过实践活

动，学生能够更加牢固地掌握知识，提升自身的创新

能力，同时两者之间又具有互相推动的作用，进而实

现创新能力和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 

4.2. 改革教学方法 

4.2.1. 强化教学实践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在讲授一些简单、基础的软件时，教师起连接学

生与知识的作用。对那些容易出错的内容进行详细讲

解，从而充分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充分安排学生

进行实训练习，使学生在计算机实践过程中能够独立

学习，理解学习内容并加以运用，为学生今后相关知

识的自主学习打下了基础。例如，在教 Word 应用教

程时，我先在大屏幕上演示了一份用 Word 编辑的美

观、精致的晚报，晚报中既有各式各样的文字、图片，

又有各种不同的表格，学生们看后立刻发出惊叹的声

音，各自展开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思考着如何来完成

这个设计。在这样浓烈的学习气氛中，我给学生概括

讲解 Word 所具有的强大功能，学生马上产生了强烈

的求知欲，个个跃跃欲试，这就为后面授课的顺利进

行做好了准备。 

4.2.2. 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激发创造性思维 

教师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创新思想为指导，

引导学生参与创造性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引导

学生全方位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防止思维僵化。在

教学每一节课或每门课之前给学生演示本课要完成

的任务，用完成任务作为动力，驱动学生在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达到自主学习和掌握知识的目的。通过这样

的教学方式，既完成了教学任务，又提高了学生的思

维能力，激发了学生学习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培养了

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因此，高职计算

机专业教师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激发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和兴趣，在实际中创设问题情境能够有效地激

发学生兴趣，在特定的创新氛围中能够更好地传授知

识，加之多媒体等教学设施能够通过图片和视频更好

地吸引学生，使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得更好培养和大

幅提升。 

4.2.3. 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学方法激发创
新积极性 

探究型学习是通过学生尝试对问题解决的过程，

来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形成价值观的学习方式，强

调对所学知识、技能的实际运用，注重学习的过程和

学生的实践与体验。教师需鼓励学生以解决问题为目

的，进行探究性学习。计算机科学与其他科目相比，

可操作性更强、发展更加迅速，在教学过程中若采用

研究性学习方法，将更便于学生发现问题，提出新的

疑问，在学生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教师能引导教

学，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 

质疑、探究、求知、创新意识是优秀人才应当具

备的重要品质，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够在工作岗位上

推陈出新，进而推动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高职院校

要想培养出更多的计算机专业合格人才，就应当强化

对计算机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组织学生探究性

学习，进而为社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4.3. 对教材进行改革 

针对于课本教材进行改革，第一点，要确定以人

为本的新课程思想，在选择教材课本的时候时刻记住

以学生为本。教材的组织需要是根据学生的能力进行，

或者是考虑学生的兴趣，侧重学生的学习经验的，这

样才可以让学生更容易接受知识，让学生愿意去学习

这些知识。第二点，教育是要符合市场需求的，发展

人才的目标就是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学生学习的知

识内容是要和市场的最新知识技术同步，这样才可以

给市场培养出需要的人才，这也就意味着教材需要除

了需要专业外，还需要符合现代特色。第三点，教材

是教育的工具，让学生学会只知识，所以对于教材的

质量一定要严格把控，具体到课程目标和课程研究等

方面，让学生可以在这个目标写进行学习知识，理解

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再把知识运用到解决问题上。 

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实力，这需要

考虑很多方面，但是这些实力都需要通过创新进一步

发展，停滞不前就会弱后，实力也就会弱后。对于一

个国家怎样去整体提升创新意识，这就需要教育进行

培养，所以教育要进行创新，要进行改革。而培养创

新能力的重点就是需要有创新的教育。在传统教育上

不断进行创新，改变以往学生只会理论知识，不会创

新的现象。通过教育改革，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的人

才，培养出具有自学能力的人才，促进国家的发展。 

5. 结论 

从上世纪计算机诞生之初，到现在，计算机已经

发展了几个时代，每一次发展都是技术的大创新大跃

进，随着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发展，社会所需要的

计算机人才也越来越多。依托计算机技术不断更迭并

发展迅速的特点，社会发展需要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

计算机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才能符合计算机时代对人

才的要求。因此，高校在对计算机类学生的培养过程

中一定要重视并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通过不断的挖

掘当下教学的问题并积极的进行解决，从而引导进行

创新教育，才能真正的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才

能助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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