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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大数据专业在高职院校开设时间较晚,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师资力量薄弱、计算资源匮乏
等诸多问题。通过设计一种基于5G网络的大数据教学平台,在资金投入度有限的情况下,实现教学环境
的快速搭建。平台利用学校机房已有硬件设备,采用5G网络环境和数据虚拟化的混合架构,构建新工科
实践教学模式,有助于高职院校大数据课程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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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Big Data Curriculum Educational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5G Networks
Zihang Gao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en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big data major was set up lat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such as the lack of faculty and computing resources. We designed a big data teaching
platform based on the 5G networks, and the rapid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can be achiev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mited capital investment. The platform used the existing hardware equipment in the
computer room and adopts a hybrid architecture of 5G networks environment and big data virtualization. We
constructed a new mode of engineering practical teaching,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big data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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