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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技术课多媒体组合教学的实验设计

黄 波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21 世纪的教育现代化，将引发传统教育全方位的变革，使传统的教育观念、内容、方法、手段及其

结构向全新的现代化教育理论体系转变，同时形成新的教育模式。通过研究高校体育技术课多媒体组合教学

实验设计的方法，为多媒体组合教学的广泛深入开展提供科学的依据与实用手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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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ultimedia teaching in sports technique class of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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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21st century will cause changes on traditional education from all directions. It
will make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ense，content，methods，means and structures to change to the new modern education
theory system，and simultaneously a new education model will be formed.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methods of experiments
design on combinatorial multi - medium teaching for the courses of physical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the article mean to provide some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methods for the deep and wide development of com-
binatorial multi - medium education.
Key words：physical technology education；multi - medium；experiment design；exducation modernization

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当前各个技术领域发

展的主要标志，其在改造传统产业、实现管理自动化、高科技

发展及高等教育等领域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计算机技术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愈来愈重要。计算机

科学与其它学科交叉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如多媒体技术、

人工智能等，它们推动着科学技术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已

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

教育和教学领域，必将促进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手段、

教学模式和教学管理的现代化。

近几年来，高校的学科教学通过有计划地进行多媒体组

合教学设计试验后，在增大教学信息传输量、缩短教学时间、

提高教学效率、突破教学难点、提高教学质量、加强专业技能

的训练、促进电教教材与学科课程配套建设、促进教学改革

深入开展等多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而作为体育院

系的术科教学，由于其教学场地宽、学生活动范围大、教学场

地器材各不相同、教学过程中学生练习时间长、教师劳动强

度大等特点，长期以来，术科教学未能突破传统的“教师口头

讲解示范⋯⋯学生模仿练习”的单调教学形式。为此，本文

通过系统阐述体育技术课多媒体组合教学的实验设计方法，

为体育院系技术课多媒体教学的深化改革提供科学的依据

与实用手段和方法。

1 实验设计理论依据

1.1 加涅（R.M.Gagne）的认知学习理论

此理论兼取了行为主义与格式塔心理学两派的长处，将

学习建立在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掌握知

识、技能、形成能力的阶梯式发展过程，是现代教学设计的理

论基础。

1.2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此理论以联系实际的整体性研究为基础，崇尚人的尊严

与价值，关心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各方面的发展，反对传统教

学中忽视了学生的情感需求，一味刻薄地进行理智训练。因

此，人本主义在教学上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在教学目标

上，强调个性与创造性发展；（2）在课程内容上，强调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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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验；（3）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以学生为中心，放手让学

生自我选择，自我发现。

1.3 教育传播理论

教育传播是教师按教学目标选定教学内容，通过幻灯、

投影、广播、录音、电影、电视、电子计算机等电子媒体，向特

定的教学对象传播知识、技能与思想意识等。教学实验过程

中，要分析教学内容———传的信息，选择设计媒体———传的

工具，进行学习评价———传的效果，等等，这些都是以教育传

播理论为基础的。因此，教育传播理论是教学实验设计的理

论基础。

1 .4 系统科学方法论

应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教学设计，根据体育技

术课教学的特点，通过分析学习内容，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

把教学内容划分为一般教学内容、重点教学内容和难点教学

内容等；分析教学对象的特点，如普修课学生和专修课学生、

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和体育专业教育学生等；按照教学目标要

求，合理地选择和设计教学媒体和教学方法，即选择多媒体

组合教学、微型教学或计算机辅助教学（CAI）等。在试验教

学中，力求把现代教学媒体与传统教学有机组合，充分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形成优化的教学

结构，最后通过学习评价，反复修改教学媒体与教学结构，形

成最优的课堂教学方案，以实现教学目标。

2 实验设计程序图

实验设计程序见图 1。

选择教学试验内容

↓
选择试验科目

↓
分析学生特征

↓
学习内容与学习水平的确定

↓
媒体选择与设计

↓
教学过程结构设计

↓ ↓ ↓
划分知识点，确定

教学目标

设计课堂

教学结构

形成性练习

设计

↓
进行施教试验，观察学生行为

↓
问卷调查，成绩测验

↓
分析资料，作出评价

↓
概括经验，探索规律

↓
形成优化的教学方案

图 1 实验设计程序框图

3 实验仪器

体育教学具有场地宽大、复杂，器械多，光线难以控制，

受天气、气候影响等特点，因此媒体运用方面是一个难点。

在高校体育技术课多媒体组合教学实验中，除了使用一些通

用的教学媒体外，还必须专门制作一些适合于不同场馆、不

同体育项目和不同教学手法的教学媒体。

（1）微型教学系统。微型教学系统是一套利用电视、录

像机、摄像机等现代教学设备实施技能、技巧训练的教学系

统。本系统安装在教学场馆中，可进行现场录像、即时播放

录像和插播其它教学片等。设备：29 英寸彩色电视机、大1 / 2
录像机、12 倍变焦彩色摄像机、万向云台、摄像操作控制器

等。功能：摄像机可通过控制器实现推、拉、摇、上、下的操

作；可实时录像和观看：录像机可进行播放、慢放、定格等操

作。

本系统操作简单，教师通过短时培训即可完成所有的操

作和控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己即可完成各种操作，不需

另安排帮手。

（2）水下拍摄系统。游泳教学的难点是学生在水下的动

作难以观察和拍摄到，为此研制使用一套水下拍摄系统，从

而实现对学生水下动作的拍摄工作。设备：12 倍变焦彩色

摄像机、大 1 / 2 录像机、14 英寸彩色监视器、控制器、轨道等。

功能：拍摄过程可以沿着池边轨道前后移动；摄像机可通过

调节杆调节水下深度；通过控制器可实现摄像镜头的推拉；

视频信号直接送到录像机和监视器，可实时观看和录像。

（3）CAI 课室与 CAI 制作室。CAI 课室配有 40 台联网的

486 电脑、电视机、投影机等。CAI 制作室配有 6 台 PII 电脑、

1 台带 DC50 卡的非线性编辑卡编辑机、惠普 6P 激光打印

机、EPSON PHOTO 700 彩色喷墨打印机、OLYMPUS 1400L 数

码照相机等。功能：课室具有一般电教课室与 CAI 课室的功

能；CAI 制作具有制作各种媒体和课件的功能。

（4）多 媒 体 课 室。设 备：三 枪 投 影 电 视、586 电 脑、LD
（VCD）机、录像机、视频投影机、录音卡座、有（无）线扩音系

统等。功能：能播放大多数教学媒体。

4 媒体的选择与制作

体育教学中技能是通过传授与练习来获得的，学生通过

对动作的理解、模仿、练习形成熟练的、自动化的反应过程。

学生在学习和训练的过程中，要经过讲解、示范、模仿、练习

的阶段，讲解和示范是教师教的过程，模仿和练习是学生学

的过程。在多媒体组合教学中，主要是利用现代媒体技术，

解决教师讲解和示范的难点，改进传统教学单一的教学方

法，使学生在动作表象形成过程中能从多角度、多视觉去观

察、理解动作，从而在脑中形成清晰的表象。

4.1 CAI 课件设计与制作

CAI（计 算 机 辅 助 教 学，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简 称

CAI），是指利用计算机作为教学媒体，对学习者进行教学的

一种教学活动方式。由于计算机的存储记忆、高速运算、逻

辑判断、自动运行等功能，可以把符号、语言、文字、声音、图

形、动画和视频影像等多种媒体信息集成于一体，采用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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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界面、窗口交互操作等技术，使人机交互能力大大提高。

它正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媒体迅速应用于教育与教学过程

中，成为促进教育和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现以完成的蛙泳 CAI 课件为例，说明体育类 CAI 课件设计与

制作的方法。

（1）设计基本思想。通过三维动画和视频影像解决水下

动作难以观察的问题，通过设计蛙泳基本知识，解决寒冷天

气的陆上教学问题。

（2）确定课件模式。结合教学实际，根据动作技能形成

规律及课程教学任务，确定本课件模式为课堂演示和个别教

学模式。

（3）媒体数据准备制作。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动画和

视频影像等，大部分媒体数据则要自行创作绘制。蛙泳三维

动画利用 Poser 三维人体模型动画设计软件制作。我们以人

在水中的前视、后视、左（右）视、仰视等角度设计动画，课件

运行中可单画面和多画面显示。视频主要采集优秀运动员

比赛时的镜头（有水面和水下拍摄），同时也采集了教学过程

中部分学生的错误动作片段，以供学生进行比较和分析。

（4）课件制作。利用 Authorware 等多媒体开发系统进行

设计。开发系统的特点是：面向对象，无需编程，功能强大，

操作简便，演绎多种特效，可视化设计等等。课件总体设计

以超文本为结构，以图形、图标为主的菜单显示形式，具有直

观、容易操作等特点。

4.2 录像媒体的制作

录像媒体在体育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形象、直观、

容易制作及操作方便等特点，因此，录像媒体是本实验中主

要的媒体。录像媒体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1）采集大型比赛镜头，采集优秀运动员比赛的部分镜

头，在按教学内容及知识划分的情况进行剪辑，以便在教学

中根据所需进行播放。

（2）拍摄教师示范动作。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安排，在

备课时拍摄好示范动作，这样，在上课时就可播放，以弥补稍

逊即逝的现场示范。

（3）现场拍摄学生练习情况。通过拍摄学生的练习，在

重放时让学生看到自己的实况，明确自身的情况，同时，教师

也可根据录像逐一加以指正。

4.3 幻灯、投影媒体的制作

幻灯、投影是常规教学媒体，在多媒体组合教学中有较

大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强调重点和难点内容，可以更好地组

织教学内容，理顺教学线索，让学生明确学习内容、学习目标

等；另一方面幻灯、投影操作简单、使用效率高。

幻灯、投影的制作着重于基本理论方面。如《篮球》基本

理论教学中，可以对球的旋转、球飞行中的空气阻力、球的飞

行轨迹、投球的部位、手型等一系列知识制作幻灯片。投影

片制作主要是一些活动投影片，如跳马腿部动作活动投影

片、游泳手臂动作活动投影片等。

4.4 录音媒体的制作

录音媒体具有呈现空间感和节奏感的功能。优美和雄

壮的音乐能刺激学生的神经、激发学生的情感。录音媒体的

制作主要针对 3 个方面：

（1）准备运动音乐。准备运动音乐以配合运动操为主，

并起到激发学生情绪、提高注意力的作用。

（2）放松运动音乐。放松运动音乐在下课前播放，采用

轻松旋律，让学生放松精神、放松肌肉。

（3）辅助教学音乐。辅助教学音乐根据教学中某些环节

的需要制作，以刺激学生神经、形成条件反射为主。如在排

球教学中制作一些节奏音乐，把扣球过程中“抛球———扣球”

的节奏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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