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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Internet and WIFI, network technology is play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eaching. A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in University, mathematics discipli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fun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venience of network technolog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our school and network technology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also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which will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convergence of Internet and University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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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WIFI随处覆盖的时代背景下，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深入。数学学科作为高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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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基础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结合我校网络技术在数学
教学中应用的实践，探讨了网络技术的便利，在与数学教学融合时的出现困难与问题，为未来互联网与
大学数学的融合提供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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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到网络技术的重要性，将各种网络技术
手段融合到课程教学中来，网络教学采用多种信息载体，具有图文并茂的优势，能够把数学知识直观、
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这对提高数学教学效果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
目前，淮阴工学院数学教学中网络技术与数学课程有了初步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其一，
多媒体网络教学越来越多地替代板书教学；其二，运用网络技术管理和辅导学生；其三，运用在线网上
预约形式进行阶段性考试。网络技术的使用很好地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不但节省了教师的时间，也给
学生更多的选择和自由。我们主要就数学教学实践中网络技术的便利，具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对将
来网络技术在数学教学的使用的建议和策略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2. 网络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便利
1) 多媒体网络教学拓展了教学信息量
多媒体可以提供生动和丰富的音像视频，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深度及广度，结合不同的数学软件，灵活多变地借
助多媒体网络技术，丰富教学内容。例如高等数学在讲定积分应用时，讲到运用定积分求旋转体的体积，
以前教师是用板书在黑板上画图静态演示旋转体的形成，从而推出体积的计算公式，学生理解起来有点
困难。而利用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则可以生动形象地把旋转动态地展示出来，从而化难为易，化
隐为明[1]。生动形象地推出体积的计算公式，让学生记忆深刻。
2) 运用网络技术高效地管理和辅导学生
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像大学数学这样的基础课程常实行选课制度，一个班级常常不低于 100 人。
这样给教师管理学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经常有学生无故旷课，迟到。最近，淮阴工学院部分教师利用
手机端的课堂点名软件，在线设置迟到次数、惩罚次数、早退次数以及请假次数等等，随时进行班级点
名，可自动识别迟到、早退、旷课等情况。管理学生变得轻轻松松。
大班选课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学生不是一个行政班，晚自修不在一个固定的地点，这样给教师为学生
答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同时，下达考试及相关通知、收交作业非常不便，于是数学教师利用 QQ，微信
等现代工具，每个班级建立一个学习交流群，学生在网上进行交流、讨论，这样就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阐
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又可及时借鉴他人的意见。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及时指导、点评、总结和答疑。
3) 网上预约考试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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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学数学课程内容多，难度系数大，为了让学生更扎实地掌握各门数学基础课程，我校每年都
对学生实行一学期两次的阶段性考试。课程进度紧张，阶段考试的时间安排不能占用课堂时间，这样无
形需要安排其他的时间和地点，很多时候要占用教师和学生额外的周末时间，给师生都带来不便。于是
我校今年实行网上预约形式进行阶段考试，这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考试，而且，考完后，系
统会自动生成成绩，进行试卷分析，这样大大地节省了教师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3. 网络技术在数学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教师在网络教学平台中通过丰富的数学课外知识，根据学生专业选择实际问题的应用案例，极大了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在网络技术的运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就多媒体技术的应用问题，我们看到了不足。有的教师没能熟练地掌握多媒体使用技术，导致
教学过程中将过多时间浪费在研究多媒体上。大学数学有着极大的抽象性和逻辑性，有些没有经验的年
轻老师过多地依赖多媒体，遇到推理的地方也不停下来用板书详细推导，而是直接跟着 PPT 读过去，使
数学教学丧失了严谨性。学生课堂上跟不上进度，这样就会达不到期望的教学效果。
其次目前我校部分教师也建立了诸如“天空教室”之类的教学平台软件[2]，将讲学课件、 课堂练习
等内容及时上传到教学平台，最大程度地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但网络平台建立后，学生没有主动去登
录和点击教师的主页。这样的网络平台达不到交流互动的目的，也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最后，我们实行的网上预约阶段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成绩非常不理想，
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题型的分布单一，难度系数大，学生不太习惯。因为现阶段的教学平台软件是
通过购买外校网络教学资源建立的，并没有根据自己学校学生的状况，比如基础，专业，教学内容的差
异等等加以修正。

4. 网络技术在数学教学实践中的对策分析
首先，要解决多媒体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的素养。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树立
终身学习的理念，如参加各种网络技术培训，学习新的网络操作技术。另外，教师对于数学课程的每个
章节，都要在课前根据学生的实际的情况做精心的设计，在课堂中最好是粉笔，黑板和多媒体三种方式
结合[3]，而且最好是课后保持定期的面对面的答疑辅导。
其次，关于教学软件平台的使用问题，首先教师要丰富平台建设，教学辅导库应设有提问模块，师
生互动模块，学生互动模块，使得教师与学生能够充分地交流与互动，从而很好地解决学生的问题。同
时教师要将部分作业留在软件平台上，要鼓励学生去浏览自己创建的资源，并将浏览的情况作为平时成
绩的参考。
最后，建立一套适合自己学生的网络教学平台与在线考试系统，教师最好根据所教班级学生的基础
和专业设计考题，分不同基础，设计题目的层次。同时，根据学生的专业，科普相关的专业知识，为大
学数学与专业的联系构建桥梁，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应用环境，让学生认识到大学数学的重要性，从而
端正学习的态度。总之，网络软件平台与考试系统的建设，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必须走团队协作
之路，群策群力组织内容、设计开发课件[4]，形成教师之间及与社会优秀资源的互补。

5. 结束语
在教学模式不断推进的今天，网络技术给数学教师更多教学手段的选择，也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需要广大数学教育工作者不断去探索和实践。总之，把现代教育技术和传统教育模式的优点结合起
来，教学效果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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