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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思维被引入了许多领域,数字媒体艺术与互联网行业有
着许多相交叉的共同点,因此在数字媒体艺术教学中引入“互联网+”思维至关重要。数字媒体艺术是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文化创意产业在未来社会的前景,因此教师在实际的教
学过程中应该结合时代背景,将“互联网+”思维科学有效地运用到数字媒体艺术教学中,改进目前教学
中的不足,帮助学生更好的适应科技和时代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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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 thinking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many fields, and digital media art and Internet industry have a lot in common.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troduce "Internet +" thinking into digital media art teaching. Digital media ar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it affects the prospect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society. Therefore,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should effectively apply "Internet +" thinking
science to digital media art teaching, improve the current teaching deficiencies and help students better adapt to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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