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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基于信息技术这一时代背景,教育领域的教育模
式在教育手段和教育理念上也在不断地创新中,出现微课、慕课以及翻转课堂等创新型教育模式,我国各
大院校也开始加强对这些教育模式的有效运用。对于市场营销学这门课程来说,具备较强的实践性,但是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育理念不够深入,教学实践性较差,学生具备较大的课业压力。而对于这些教育
问题,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作为平台,建立更为完善的课程教育体系,保障市场营销学教育的有效性、拓展
性和个性化,促使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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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arketing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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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social progr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ducational model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also constantly innovating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means and educational concepts. With the emergence of innovative educational models such as
micro class, Mu class and flipped classro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China also began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use of these education mode. For the course of marketing, it has a strong practice, bu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teachers' educational concept is not deep enough, the teaching practice is poor, and the students
have a greater schoolwork pressure. As for these educational problems, the Internet can be used as a platform to
establish a more perfect curriculum education system,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expansibility and personalization
of marketing education, and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learning enthusiasm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 Internet; marketing; course teaching;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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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媒体信息技术价值的优势,对学生

展,除了对学生和老师带来影响之外,对

进,对市场营销学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

展开更加丰富多元化的教育指导,能够

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教育内容、

法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掌握知识点

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的主观

教学方式以及教育理念也带来了非常深

细节,实现市场营销学在教育领域上的

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让他们能够更为

远的影响。基于互联网这一时代背景,

改革和升级。

自主地进行对知识进行探索,提升对知

教育资源变得越来越丰富,由此也对传

识的探索欲望。将互联网作为背景,将教

统的课堂教育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

1 市场营销学教学改革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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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传统的市场营销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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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无法形成对学生的

最后就是教学思维的影响。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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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和公共关系,让学生了解到与

在进一步改善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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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的措施

为科学合理地调研数据库,在学生入学

对市场营销学这门课程的教育产生了非
常深远的影响,由此也就要求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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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早在2013年,我国的在线教育规模就已

而不是只是展开简单地理论化学习。

新的需求。市场营销学这门课程能够培

经高达924亿元,而在后疫情时代,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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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综合教育成果,确保人才的培育

供学生学习,包括超星尔雅、学银在线、

微博投影在多媒体画面中,让学生最后

水平,也保障我国市场营销领域培育出

网易公开课等等,打破课堂教育的局限

通过微博来展开实时性的交流互动。通

更多的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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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陷和问题,学生在整个过程中能够

人,00后和95后在社交网络中占据主体,

2020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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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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