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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documentary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of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of th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hysical education are analyzed, and on this basis to explor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o deepen teaching reform,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eaching,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better teaching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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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高校体育教学的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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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目前现代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整合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通过现代

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的整合来深化体育教学改革,优化教学结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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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教育信息化潮流势不可

挡，信息技术与高校体育课程有效整合是体育教学发

展的必然趋势。信息技术与体育课程整合是体育教师

在课程教学中超越不同知识体系，把信息技术、信息

资源、信息方法、人力资源和体育课程内容有机结合

的一种新兴教学方法。信息技术与体育课程有效整合

是体育课程教学的理想模式，是现代高校体育课程教

学努力的方向，但是，如何更有效实施现代信息技术

与体育教学的整合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和

研究。 

1．当前信息技术与高校体育课程整合的主要问题 

1.1  硬件方面 

如果要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到体育教学中去，必须要

有一定的信息技术资源做保障，为体育课程整合提供坚实

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够满足体育教学改革需

要的多样化、丰富化、社会化要求的教学内容和资源，以

及适应当今现代社会信息化发展需要的网络资源，信息技

术在体育教学改革中就无法得到很好的普及及应用。虽然

各大高校网络资源方面都已经普及，但却没能在体育教学

改革中得到很好的利用，这是其一；同时当前教学资源不

管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在众多人的努力之下都有所改进，

但却仍难以适应新课程改革下的步伐，很大程度上都不能

够满足体育教学改革大形势下的需要。 

1.2  软件方面 

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对广大高校体育教师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暂时还只有一少部分人才能适用这些设备。

目前国内一些重点院校都已经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这其中包括计算机、数据库、网络、通信、微电子、图像

处理、视频抓拍、仿真等技术的设备，但大多数的教员在

短时间内还难以掌握这些高科技的教学工具，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不习惯，甚至有排斥心理。其次，老师的创新能力

有待提升。体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学生的体育创新

能力提出了很高的有求，而提升该项指标的一个必备前提

是体育教学老师创新能力的提升。新时期，教师不仅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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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

来充分掌握传道授业解惑的新工具、新手段和新途径。 

2．现代信息技术与体育课程整合可行性建议 

2.1  构筑体育信息资源平台 

构筑体育信息资源平台是为了促进知识更新，并借助

网络信息资源来推进体育健身意识的传播，所以构筑我国

体育资源共享平台，是推行体育教学改革的大载体和实现

体育教学改革目标的必然途径。 

2.2  共享国内､国际体育信息 

目前一些相关学科的重大发现和发展以及高科技成果

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使一些传统的体育科研方法和技术手段

被更新，并打破了一些传统的概念和理论。如果不能及时

抓住体育科学领域内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及时更新陈

旧的知识并传授给学生，那么就无从实现教育者自身素质

的提高和培养跨世纪的体育人才。而国内外各大不同特色

和类别的网站都能为我们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通过网

络来搜寻这些信息能够大大减少我们的成本，并能够迅速

地让我们掌握国际上体育界的动态和迅速地改变自身的技

能。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应该树立现代体育信息意识，充

分掌握网络信息获取技能，学会共享全球体育信息资源。 

2.3  利用网络资源来进行远程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高校计算机的普及和社

会对高等继续教育的需要，网络远程教育将成为高校教育

改革的趋势和方向。高校体育教育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络技术促进教学改革，以适应社会

发展的要求。通过网络远程教育推动实现继续教育，高校

体育教学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制作网上教学课件，

提供网上教学资源，推动网络远程体育教育向前发展。同

时针对网上体育教学资源的匮乏，应在共享网络体育信息

资源的同时，结合专业知识和现代教育技术，创造网上体

育教学资源。 

2.4  增强老师和学生的体育意识 

体育教学要想得到学生的配合并收到良好的结果，首

先需要解决学生意识上的问题。所以学校领导要给予体育

教学以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要利用先进的网络资源

来为学生提供便捷和切实的服务，反复地加强学生的体育

意识。 

 

2.5  体育教学系统化､科学化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能够起到科学

性的帮助。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攻关

训练。比如在学生进校时可以对每个学生都建立一个大学

期间四年的体育电子档案，将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技能

拆分成多个不同的考核指标，改变以往光看考试成绩来决

定学生的优秀与否，重视学生的进步和成长，强化循序渐

进，每天进步的意识。针对体育特长生可建立专业档案来

进行衡量，针对普通生可建立合适体育发展指标体系来观

察其体育素质的变化。 

2.6  提高教师的体育素养 

“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的

把握水平是阻碍现代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中应用的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所以提升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势在必行，这是

信息技术在体育课程应用过程中的必然要求。首先，要提

高教师体育信息素质。体育信息素质是指对体育信息和信

息工作的认识深度和水平，对大量体育信息资源的了解、

熟悉程度，对获取、查询、检索、加工体育信息方法、手

段、技能的掌握情况。作为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应该能

够筛分出一些需要的体育信息，对信息应该具有敏感度，

随时了解国内、国际上的一些体育项目已经发展到了怎样

的水平，以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形式和手段。其次，

要提升教师对技术设备的掌握程度。现代信息技术能否成

为体育教学的重要教学手段，取决于体育教师对现代信息

技术的掌握程度。所以要加强体育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的培养，教师不仅仅要掌握软件，同时还需要对硬件设

施有很好的了解和掌握。 

3.  结束语 

信息技术与体育课程的有效整合会使体育教学内容与

教法发生一场深刻改革，它鼓励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与锻炼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信息

技术教学是通过一定的技术平台实现多方向的知识信息传

递，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学习来实现一种新的

分享式的学习模式，便于更快捷地促进个体间的交流，为

新教学模式的营造以及新学习团队的形成提供极为有用的

技术支持。信息技术与体育课程有效整合是理想化的教学

模式，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还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方

法、环境及要求灵活运用信息技术，使信息技术在体育教

学中的作用最大化，在强调信息技术教学重要性的同时，

也要避免矫枉过正，违背体育教学规律，忽略体育课程的

主要特征，使体育课程变成纸上谈兵的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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