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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库原理与技术”是信息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也是很多专业的选修课程,该课程知识的
理论性、实践性、应用性非常强,涉及数据库的基本概念与原理以及其他各种技术知识,教学难度系数大。
接下来,谈谈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据库原理与技术”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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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of databa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information major, and it is
also an elective course for many majors. The knowledge of this course is very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applied.
It involv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database and other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the teaching
difficulty coefficient is great. Next, talk about the "database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course teaching based on
"Interne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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