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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楼宇自动化系统的主要运作方式是由中央计算机整合控制,各个控制子系统共同配合,是一种
对综合性、整体性要求较高的自动化系统。在当前的楼宇自动化系统当中,主要采用的是传感技术,以及
当前许多控制系统中会使用的现代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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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小学体育教学活动开展形式的多样化,健美操教学成为小学体育教学中的重要发展趋势,
其不仅能够更好培养学生的健美体形,也让学生的体育教育技能得到更好掌握。并未就健美操教学对体
育教育技能培养重要性进行分析,并探索小学体育教学中健美操教学开展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 健美操；体育教学；体育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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