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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与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体育教育相结合,是当前体
育教育教学的新形式。本文通过高校体育教学中互联网应用的现状,以及优势,分析近年来互联网应用良
好的教学模式,微课慕课等,探讨互联网在教学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互联网技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
如何应用等问题,为新时期高校体育教学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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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ra,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new form of
curren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By expou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et
appli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ood teaching mode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micro-lectures, Mooc, and so on, and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in teaching as well as how to apply Internet technology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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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体育教师审视与思考的问题。

化图书馆、网络图书馆,在线阅读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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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体育教学中互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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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直观的展示,例如,跳高时的空中动

动性强。在体育课程的学习与教学中,

作,体操、健美操中的技巧性动作等。

4.2互联网在高校体育课程教学中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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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科

一定的体育锻炼能力,单纯性的网络视

评价手段,所以高校体育教学,在中国新

学合理的教学方案。高校为了提高学生

频课程是不合适的。

时代的发展下,大学生自身应该根据自

的计算机能力,还加强了学校各方面的

5.2微课的实质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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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融入创新思维,运用互联网技术,

查到很多体育运动方面的新闻资讯。高

是利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集中讲解

进一步提高校体育教学效果。

校还可以将互联网技术和体育测评相结

某个具体的问题,或者是知识点,一般

6 结束语

合,通过对于学生的各项运动的评分标

需要8-10分钟左右的时间。微课在高校

随着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准进行记录,采用机器采集学生体育考

体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比慕课更加广泛,

从互联网应用出发,高校体育教学模式

试的实际情况,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分

教师在结束了今天的课程之后,通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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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然后计算机对学生的成绩进行打分、

程的反馈以及学生课程中的问题,以及

课、翻转课堂等新时期的教学模式。因

评比,自动生成评分报告。这样做的好处

学生完成的课程目标的情况而言,把体

此将互联网技术和高校体育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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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中的重点,难点,以及易出现的

科学的体育教学,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担,同时利用机器评比也增强了体育比

问题等,利用微课教学视频的这种方式,

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自主体育锻炼能力,

赛的公平性、公开性。体育教师只需要

用8-10分钟进行讲解,提高学生的学习

即高校体育教师应深入运用互联网技术,

依据成绩,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

效率。

创新体育教学模式中,适应新时代的发

合理性的改善方案即可。

5.3翻转课堂的实质及应用

展方向,从而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促进

随着高校体育教学的发展,翻转课

全民健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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