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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sensing capabilities were added to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ternet +” is not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but also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herent Internet. Education is a pione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great changes will happen in applied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teaching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ternet +” to bring 

new models and ideas to solve the occurrenc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some of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then provides a new update teaching content, update teaching evaluation 

criteria, project-driven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udents quaternity teaching 

model, mainly from schools,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interp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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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互联网+”是大数据和智能感

应能力加入到传统行业后，对传统行业的改

造，同时也是对固有互联网的改造。教育是

科技发展的先锋军，“互联网+”时代背景

下应用型工程类学科教学模式将会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本文主要探讨“互联网+”

带来的新模式和思路解决应用型工程类高

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种更新

教学内容、更新教学评价标准、项目驱动式

教学、学生的组织与管理四位一体的教学新

模式，主要从学校、学生和教师几个角度进

行解读。  

关键词: “互联网+”；工程类；教学模式 

1．引言 

互联网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已经开始进

入智能互联网时代，也成为“互联网+”。

第一代的互联网是从新闻传播入手的，现在

已经没有空间而言，如尼泊尔地震后几分钟

之内，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世界；第二代

互联网公司是靠社交和游戏形成了，聊天工

具、聊天室、校友录以及大型游戏吸引了无

数人，现在几乎不会有人和陌生人聊天，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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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圈应运而生。第三代互联网公司把电子商

务和服务容纳进来，淘宝、亚马逊和当当等

一大批网络电商为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的

商机。现在新的“互联网+”来了，在这个

新的体系中，会对传统行业的效率和能力带

来新的改变，形成新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

式。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互联网+”时代

将给其带来怎样的影响、学生这个主体有什

么样的变化、教师该如何进行定位和转型、

普通本科院校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值得思考。

本文从教学现状入手，分析了学生、教师和

学校在“互联网+”的新变化，提出了一种

新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帮助学生和教师完成

“互联网+”时代的转型，有助于提高学生

学习实践能力。 

2．教学现状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校不可

能限制也没有办法限制学生在网络上进行

学习。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校园都开通了无

线网络，学生可以无时无刻通过移动终端访

问网络。那么作为教学主体的学生和教师在

“互联网+”大背景下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又引发哪些思考呢？ 

2.1  学生 

学生永远是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最快

的一个群体，十年前的学生甚至在大学毕业

时都没有一部手机，现在的小学生都能够熟

练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随之而来的问题

是，学生变成了手机控，无法静心学习。普

通本科院校的学生随时随地使用校园无线

网络自由上网，不管是不是在学习，这些行

为都是对教育有害的。 

（1）如果学生在网络上通过MOOC等方式

学习，那么这种方式使得教育变成了一个可

以随时接受的东西，没有静心的思考教育的

一部分本质就被抹杀掉了，教育变成了一个

表面上浮华的获取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是实

际上真正的教育是改变一批人的教育，从思

想上、境界上、深度上改变，并且由这批人

重新引领世界的发展。学生不能再课堂上认

真思考，面对问题总想着在互联网上得到直

接的答案，那么注定是走不远的，因为他没

有经历求索的过程，无法更深层次地探索世

界。 

（2）学生并不是在学习，甚至都不是在搜

索答案，他们仅仅是在娱乐，一条消息，一

个信息可以让他荒废整整一堂课。这种情况

在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并不少见，这也是严重

影响现在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浮躁的

状态导致学生无法思考，过早地脱离了学习

的本质。更严重的是正常教学无法正常完

成，曾经就出现过某学校老师要求学生上课

时把手机全部上交的新闻。 

2.2  教师 

教师作为教学环节的又一主体，在“互

联网+”时代其作用似乎越来越小，因为即

使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优质教育不能达到

的地区做一个连接，为边远地区中小学布局

以后，把可能收集到的最优秀的教育资源，

给它输送过去。而在只要有一个助教，就完

成了跟面对面教学差不多这样的效率。又或

者现在很多大学都建立了合作平台，多所院

校可以在互联网上互选一些选修课完成指

定的作业和考试后，可以互认学分，而且任

何一个人只需一个邮箱注册就能免费学习

哈佛大学最优秀教授的课程，这一切是不是

意味着普通本科院校的老师已没事可做了。

答案是否定的，教师起着传授道理（知识）、

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这些作用，如果说

现在的网络资源丰富的背景下，教师课堂传

授知识的作用被弱化了，那么同时教师授业

和解惑的作用应该被加强了。因为在线教学

资源无法解决学生工程实践的问题，这对于

工科尤为突出。 

2.3  “互联网+教学”引发的思考 

 “互联网+教学”的优势显而易见，但

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教育将被取代，因为“互

联网+教学”也有明显的不足。 

（1）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的自由度导致

学生容易放弃学习。“互联网+教学”使学

生拥有了足够的自由度，可以自己掌握学习

的时间、进度、方法，但这种自由度缺乏了

规范的管理过程，由于学生自制力不强容易

受到外界干扰，导致学生容易放弃学习，当

然，如果有学校学分的约束，学生大多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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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学习任务，而这样和传统教学的优势也无

从体现。 

（2）课程资源的开放获取方式使得其无

法营造出正规课堂的气氛，学生缺省了分析

思考问题的过程。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交流是

非常重要的，这有利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

培养协作和团队精神、同时有利于相互学习

和竞争。但开放的课程资源学生无法体会到

交流的乐趣，学习效果将大打折扣。 

（3）教师无法因人而异进行教学调整和

辅导。教师的教学活动也是一种言传身教的

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会根据学生的反映、

状态、知识水平和理解水平来调整教学培养

方案。而“互联网+教学”方式教师学生和

教师不是面对面的方式，无法完成教学互动

和调整，针对性的辅导更无从谈起。 

（4）教学无法指导学生实践环节。“互

联网+教学”教学模式无法为学生提供实践

机会和相应的指导，而普通应用型本科院校

最应该注重的是毕业生服务于社会的能力。 

可见，“互联网+教学”模式对传统教学

而言有利有弊，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做好

引路人，借助“互联网+教学”的优势弥补

自身缺陷，同时结合自身优势更好地为学生

服务。 

3．新教学模式的构建 

（1）更新教学内容 

随着网络大军的袭来，传统的教育模式

已经不适合工程本科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师

角色需要加以更新与调整。教学内容由原来

相对枯燥的课堂教学变成了在线学习、教师

讲解、小班辅导、实践加强、建立讨论组、

在线问答、项目分析与指导的全过程师生合

作过程。其中，教学内容可以采各家之长，

选择适合学生的在线资源，对关键知识点教

师可以辅以额外的讲解，两者相互配合达到

消化吸收的效果，同时对相当一部分知识点

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视频，成立讨论小组，

通过在线答疑的方式进行。 

教师角色的转变是新模式的重要一环，

一方面教师要调整心态做好教学过程的主

导者，另一方面教师要做好讲解、答疑、辅

导和考核的工作。这些活动对教师这个角色

提出了更好层次的要求，要求教师不仅仅在

理论基础知识上过硬，还需要具有相当丰富

的实战经验，如计算机专业的软件项目开发

与测试的经验，电子信息专业各种装置的设

计、芯片的制作与控制的经验，土木专业的

施工现场的经验等，这样才能在拥有理论高

度的同时指导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2）更新教学评价标准 

目前，几个知名的MOOC平台都正规地

向课程的学习者发放课程证书，学校如果认

可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可以逐步地认可

MOOC课程，同意将其转换为普通高校学

分，当然在具体操作时，学校可以根据专业

特点个性化地划定及格分数线，同时为了保

证学生打好专业基础，也可以以公共选修

课、专业任选课、专业限定选修课的顺序来

开放，而对于专业必修课可以让在线成绩作

为成绩构成的一部分，同时学校的双语课可

以结合在线课程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这些

措施都是为了为学生更好利用在线教学资

源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和兄弟院校合作将

一些精品课以资源共享的方式加以利用，形

成小型的教学资源库，不同学校间的学分可

以相互认证。其好处是大的MOOC平台上的

资源固然好，但并不一定适合普通高校的学

生，而兄弟院校间的互通有无使能更好地因

材施教，而且信息反馈途径良好，能够促进

小学效果。 

对于一些已经开放的课程，通过重新制

定课程构成来弥补在线教学对实践环节的

不足，如增加实习实训环节，增加设计型、

综合型实验的占比等。 

（3）项目驱动式教学 

应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来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主要步骤分为布置任务、学生自己

看视频、完成既定实践任务、项目答辩验收

几个环节。布置任务主要有任何教师根据学

生理论知识掌握的实际情况进行，要求题目

难度适中，需要应用到视频中的新知识，同

时按讨论组进行实践并验收。学生自己看视

频由学生在指定的时间内自主安排时间学

习新知识并加以应用，如果有问题可以和同

学讨论，并向教师在线提问或申请小组辅

导。完成既定实践任务是学生知识吸收与转

换的关键过程，组内可以按分工完成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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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通过团队合作来完成项目任务，当然，

如果平静无法突破的话，教师需要适时干

预，以免实践环节无法完成而使得学生产生

挫败感。项目答辩与验收是对教师的挑战，

整个过程教师需要花费比常规考试更多的

工作时间完成有挑战的工作，教师需要根据

不同的设计题目提出高水平的问题和建议，

从而帮助学生取得进步以满足学生的真实

需求，这样才能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达到

教与学的双丰收，并和工作就业相接轨，体

现了教育的服务理念和教师的奉献精神。 

（4）学生的组织与管理 

随着“互联网+”背景下新的应用型工

程类学科教学模式的引入，如果不加强管理

会导致学生变得散漫，分散学习会导致学生

集体感下降，同时效果无法保证，而集中式

学习在线课程不能针对学生自己的进度进

行重放或者暂停等，这也掩盖了在线课程的

优点，因此，必要的学生管理方法至关重要。

教师需要灵活掌握，如关键章节和知识点采

用集中教学、教师现场讲解、实验验证与学

生自主设计相实验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而一

般的知识点可以布置学生自己利用课下时

间进行学习，通过布置一些讨论题目的方式

进行，这一方面给了学生充分的自主性，另

一方面让学生形成讨论小组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结束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互联网+”背景下，

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工程类教学模式的调

整。从教学现状入手，分析了学生、教师和

学校在“互联网+”的新变化，提出了一种

更新教学内容、更新教学评价标准、项目驱

动式教学、学生的组织与管理四位一体的教

学新模式，有助于帮助学生和教师完成“互

联网+”时代的转型，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

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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