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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程制图课程线上教学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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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教学行业与信息技术已相互贯通的新形势下袁加上此次突发疫情袁各大高校遵循教育部发布的野停课不
停教袁停课不停学冶要求袁线上教学应运而生遥如何有效开展线上教学工作袁这对教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遥本文以园
林工程制图课程线上教学为例袁介绍了该课程特点及传统线下教学的弊端袁分析了线上教学的工作情况袁并针对教学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袁以期对同类课程及园林专业其他课程的教学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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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程制图是普通高校园林专业重要的基础

施工图作图画法和要领袁不少学生由于刚接触本专业

课程袁主要通过教授学生基本制图规范袁画图及读图

的专业课学习袁还未形成对本专业的系统了解袁因而会

的基本步骤尧要领袁来培养学生园林专业画图尧读图的

觉得前后知识点有极大的跳跃感袁有时反应不过来袁学

基础知识袁这是本专业学生必须具备和掌握的基本知

习难度增大遥

识及专业技能袁可为后续其他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坚实

1.2 知识点零碎

的基础袁并对学生学习园林综合知识方面起着至关重

制图相关规范要求难度不大袁但是知识点零碎袁从

要的作用[1-2]遥该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制图的基本知识尧投

线条粗细虚实尧字体大小写法的要求到尺寸标注的注

影知识尧园林施工图等遥

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袁其与教育行业有了合作契
机袁创新的教学模式缓解了线下教学的部分弊端袁提
高了高校教学质量遥 2020 年袁突发的疫情致使全国各

意事项袁零碎的知识点导致学生在作图时出现较多小
错误遥
1.3 难点尧重点多
投影知识尧施工图作图知识是重点也是难点袁尤

地高校须遵循野停课不停学冶的要求袁这也极大地推动

其初学投影理论知识时袁十分考验学生的空间想象力曰

了线上教学的广泛运用和快速发展遥 园林工程制图在

在学习投影制图时袁又要求学生能随时在二维平面和

这样的大背景和契机下袁也转而尝试线上教学袁以期

三维空间中不断切换袁空间想象力要求增加遥 同时袁结

改善本课程的教学质量袁达到更好的授课目的[3]遥

合前面制图规范知识点作图袁对画图技能和方法要求

1 园林工程制图特点

园林工程制图是学生打开园林专业大门的第一
步袁是衔接设计类课程或工程类课程的一根基础纽带遥
它培养学生基本的制图规范习惯袁训练学生的空间想
象力袁锻炼学生运用绘图工具的能力袁还需掌握初步
的画图尧读图基本知识袁以保证学生更好地进入园林
专业课的学习遥 园林工程制图课程特点总结如下遥
1.1 知识点跳跃
本课程涉及制图基本规范尧一系列重点投影知识尧
基金项目 2019 年广东省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野校
企共建耶四共四结合爷模式的园林综合课程设计
改革研究冶遥
作者简介 韦丽沙渊1989要冤袁女袁广西南宁人袁硕士袁助教遥 研
究方向院广州老旧小区微改造尧城市更新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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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提高袁不少学生倍感吃力遥
1.4 综合性知识点多
从投影的制图到施工图内平面图尧立面图尧剖面
图等一系列的画图训练袁是在不断积累前面所学内容
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袁综合性较强袁难度也较大袁但
这又是这门课需掌握的内容袁也为之后其他相关课程
的内容打下基础袁需要大量的手绘训练才能掌握袁致
使学生感到课程复杂艰难遥

2 传统线下教学模式的弊端
园林工程制图一般安排在大一时期学习袁传统教
学方式均为线下教学遥 由于该课程的重要性和难度要

求袁该课程课时达 56 个课时袁理论课和实验课大致对
半分袁理论课课时偏多遥 理论课主要讲授相关理论内
容尧知识原理袁实验课主要为指导尧讲解尧练习遥 在信息
量多且杂尧课时量偏少的情况下袁要求教师在每一节

韦丽沙等院园林工程制图课程线上教学改革探析
理论课上增加知识量袁并且理论课期间密集讲授不停
歇袁才能保证将大部分内容讲解完遥 这种野密集式冶野强
灌式冶的教学模式导致大部分学生学习很吃力袁且课后

步骤一

调整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曰收集
慕课课程尧相关参考书目资料

步骤二

将慕课课程尧参考书资料发布袁
学生提前预习

步骤三

进入直播课堂袁结合例题讲授重难知识点袁
简单知识点穿插其中或预习时自行学习

步骤四

课时师生互动袁及时提问袁集中讲
解袁知识竞赛

步骤五

课后针对重难点看回放袁多次回
顾袁巩固知识点

容易忘记部分内容袁下节课又学习新知识点袁没有机
会温习袁导致学生在没消化前面内容时又必须接受新
内容袁如此恶性循环袁致使学生掌握的知识点零碎不
系统袁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袁丧失学习兴趣遥 这对教师
来说袁难以保证教学质量袁影响整体教学水平曰对学生
来说既影响本课程的学习袁 还影响其他专业课的学

图 1 教学流程

习袁甚至影响其学习本专业的热情遥
2.1 重难点讲授不生动形象

该课程 70%左右的内容均为学习如何在二维图

纸和三维空间之间不断想象和转换袁较为抽象袁还要

直播授课遥
步骤二院将慕课资料尧教学计划尧教材及参考资料

等 3 份资料发布在指定学习平台袁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袁

求绘图和读图遥 由于传统的线下教学无法过多地通过

可提前学习相关理论知识点遥 学生在观看和学习的同

动画模式尧多校慕课尧展示模型等方式进行讲授袁还是

时袁记录下有疑问的地方袁可与学生互相交流讨论袁也

以 PPT 展示尧口头描述为主袁学生学习差异性较大袁导

可在课上与教师互动环节中提出遥 这样既能初步了解

致部分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相关知识点遥

简单的理论知识袁又能更好地跟随教师的思路学习袁提

2.2 课时少袁知识点多

高接受度遥

该课程为学科基础课程袁对大一学生来说其难度

步骤三院来到直播课堂袁利用调整好的课件袁线上

系数高袁学生的接受程度高低不一遥 全线下授课会导

直播授课遥 主要教授重点难点袁其间穿插必要的基础

致部分学生无法在第一时间吸收和接受重难知识点袁

理论知识点遥除了知识点原理的剖析袁还应结合 1~2 个

但课时量有限袁无法反复讲授袁导致部分学生逐渐落

例题袁以动画播放的方式详细讲解重点难点的解题步

下课程进度袁也逐渐失去信心和兴趣遥

骤和思路遥

2.3 师生互动较少袁课堂不活跃

步骤四院在直播平台袁教师每讲解一个大的知识

理论课授课时师生互动较少袁学生学习主动性偏

点袁即刻与学生交流互动袁哪个步骤不理解或者预习

低袁学生学习兴趣不足袁教师教学灵活度不高袁导致课

时遇到问题教师没有讲解到袁都可以及时提问曰实验

堂气氛低沉袁师生互动少遥

课线上集中讲解出错率尧疑问率高的题目袁较为简单

2.4 课后训练不及时袁考试形式单一不全面

的题目还可邀请已解决的学生讲解袁既能达到学生之

实验课上讲解时间有限袁但学生课后作业较多袁不
少学生做作业时有问题无法及时咨询袁教师也无法实
时指导袁导致训练效果大打折扣袁画图技能不够扎实遥

3 园林工程图教学改革与线上教学实践
根据该课程的特点和难点袁基于疫情要求线上教
学的实际情况下袁参考学院关于本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袁

间互相沟通的效果袁又能有效弥补课时短的短板遥
步骤五院课后若有学生仍不理解或未跟上解题步
骤袁可以利用直播平台的录播回放功能袁多次反复详
细地回看教师的解题步骤袁直到理解并吸收知识点袁跟
着教师的解题步骤做作业袁这样能及时解决问题遥
3.2 引入游戏奖励机制模式

结合已有的线上教学课程资源和授课平台袁对该课程

传统课堂中为了赶课时袁很少能与学生互动袁更没

采取线上直播+慕课的教学模式袁并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有做游戏给奖励的情况遥 引入游戏奖励机制袁通过点

成绩计算方式袁摸索出适应于本课程的新型教学模式遥

名答题尧抢答或者小组合作等形式袁将知识点融入游

3.1 线上直播+慕课教学模式

戏中袁既能使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习袁又能将知识

该模式分为 5 个阶段袁分别为教师课前准备相关

资料尧学生课前预习尧直播课教师讲授重点难点尧课堂
上师生互动尧课后回看录播袁具体流程见图 1遥

点牢记袁还能及时检查学生听课的注意力情况袁是解决
课堂枯燥的一种较有效的方式遥
点名答题院在直播课上袁遇到较为简单的知识点袁

步骤一院教师课前收集网络上该课程相关慕课资

在课前已通知学生预习的情况下袁可随机点名抽取学

料袁并整理好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袁提供相关教材电

生线上回答遥 例如袁粗细线的使用尧尺寸标注注意点尧

子版及其他参考资料电子版袁调整课件内容以备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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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灾后恢复生产保障[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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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均在线上完成袁过多的线上教学还是会让学生

投影三要素等易懂零碎知识点袁答对有奖答错继续准

有困惑遥 例如袁没有机会现场看教师实操袁授课过程中

备下一道题袁这样既能变相点名袁又能提高学习效率遥

虽然借助于有动画效果的课件讲解绘图步骤袁但无法

抢答环节院每讲完一个大的知识点袁教师随机提
问相关简单易答的问题袁学生开麦举手抢答袁答对可

当场作图而使教学显得有些单薄遥 因此袁线上线下教
学课时分配有待今后调整遥

送表情包发红包鼓励袁答错继续加油遥 通过网络用语尧

该课程的授课方式以线上教学及线下教学双重

文字尧表情包等拉近师生距离袁这样既能作为平时成

结合的方式才是最佳授课方案袁理论授课主要采用线

绩考核的内容袁也能增加学习过程中的趣味性袁还能

上教学模式袁在线结合动画展示尧模型推理等袁全方位

即刻回顾刚刚学习到的内容遥

解说投影的知识遥 线下主要为课后习题讲解袁绘图画

小组合作院实验课上袁针对较难的作业鼓励学生
小组作答遥 例如袁组合体三视图绘制袁3 个学生成为

法及注意事项说明等遥 具体搭建的流程图见图 2遥

1个小组袁每个学生绘制 1 个视图袁拼合起来袁课上共

教学内
容及大
纲修订

同讲解作图的思路和步骤袁其他学生听讲袁在此过程
中袁学生可以点评小组讲题过程中失误部分遥 这样既
能使学生有更多的参与感袁形成角色互换的情景效果袁
充分发挥更多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袁培养学生的团结协

教学
改革
实践

教学方
法革新

作精神袁又能提高平时分遥
考核方
法调整

平时分占比提升至 45%袁包括点名考勤尧课前预

习尧课堂互动尧课后回看以及课后作业遥 通过网络平台
上课时长和回看录播的情况曰课上的提问尧抢答尧小组
合作等互动都可以当作平时成绩考核内容遥 基本技能
的掌握主要靠个人平时课堂学习尧课后训练袁提高平
时成绩占比袁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尧积极性袁使其在

课上认真听讲尧课下注重练习袁双管齐下袁打好基础袁
避免临时抱佛脚的现象遥

4 园林工程制图课程改革成效及发展
首次袁以野线上课+慕课冶的形式教学袁重新整理教
学课件袁优化教学方式袁并加大平时成绩考核力度袁显
著提高了本课程的教学效果遥 学生反馈这种教学方式
新颖尧有趣袁且注意力更加集中袁这说明学生上课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都提高了遥 其次袁学生线下在微信和学
习平台上互动讨论袁在线上抢答尧讲解袁学生之间不再
只是室友间互相沟通袁而是整个年级调动起来集体讨
论袁这样师生之间互动紧密袁学习气氛浓厚袁学生的画

图作业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提升[5-6]遥

由于此次教学改革刚好碰上疫情袁全部理论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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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投 影理论 知识
合并综 合讲授
运用野腾讯课堂冶进
行线上直播授谭

课件加入 动态展示袁
如 su 模型 展示尧绘图
步骤动画 播放

设置讨论环节

对当时课 程内容进行
提问

设置游戏环节

3.3 合理调整成绩占比

后台记录袁可以详细了解学生课前预习的情况尧在线

制图规 范尧园林工
程图绘图结合投影
理论知识讲授

平时成绩 45%
考试成绩 65%

随机对当 时课程内容
提问后进 行个人回答 尧
快速抢答
签到考勤
课堂提问
课堂游戏
平时作业

图 2 教学搭建流程

5 结语
在互联网与教学方法快速融合发展的形势下袁采
用线上教学模式是新时代教学模式的一大进步遥 通过
线上教学模式袁再辅以线下教学袁可加强学生学习动
力袁增强实践能力袁增加课程授课魅力袁提高园林工程
制图的教学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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