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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大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和要求均不断增加,在中职教学中,
电子电器专业十分重要,为确保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生产实际情况相适应,应积极推进中职电子电器专
业教学改革。对此,本文首先对中职电子电器教学现状进行介绍,然后对电子电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
革要点进行详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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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the large enterprises for talent demand
and requirements are increasing. In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ing, electronics specialty is very importan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re compatible with actual production situation,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electronics specialty teaching reform.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lectronic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n explores
the contents and reform points of teaching methods of electronic teaching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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