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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各大高校的教育体系中,羽毛球是体育项目中学生较为喜爱的一项球类运动,也是高校
体育课程的重点课程。但是目前很多高校的羽毛球课程的教学方式上都显现出不足和缺陷,导致体育课
程的教学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因此体育教师应该对出现教学问题的原因展开深入分析,探索出针对性地
解决措施,进一步改善羽毛球课程的教学质量。基于此,文章将综合羽毛球课程的教学现状展开分析,并
将其作为基础,提出羽毛球课程的优化教学措施,以改善高校的羽毛球课程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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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Badminton Teaching Metho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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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badminton is a kind of ball sports favored by
students in sports, and it is also the key cours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badminton courses i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w deficiencies and defects, leading to
the endless problems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refor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eaching problems, explore targeted solution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badminton cours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badminton course, and takes it as the basis, and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teaching measures of the
badminton course, so as to improve the badminton course teaching leve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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