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技术

基于问题驱动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在隧道施工技术课程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problem-driven informational teaching model in course of tunne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洪乾坤 吴霄翔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1231）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高职院校《隧道施工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创设问题情境，以问题为驱动，将多
种信息化技术、资源融于教学中，旨在构建基于问题驱动的信息化教学课堂，弥补常规教学的不足。实践表明，该
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探究能力，进而有助于落实职业素质教育。
关键词：隧道；问题驱动；信息化；教学模式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inly aimed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Tunne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y creating problem situations and problem-driven model,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grate
variou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s into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regular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teaching mode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self-exploration, and
thus helps to implement voc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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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各大高职院校一直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主动对接社会
发展潮流，旨在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
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1]。高职院校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好
的教学方法，笔者在隧道施工技术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发现，
传统的授课模式不能满足高职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笔者
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以“问题驱动法”教学模式为突破
口，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解决教学难题，提出课程教学改
革的思路及指导思想，以期为广大高职教育工作者提供思
考和借鉴。

1

隧道施工技术课程特点及教学现状

1.1 隧道施工技术课程特点
1.1.1 内容覆盖面广
目前我院采用的教材是王道远 [2] 主编的隧道施工技
术，另外同时参考王运周 [3] 等主编的教材。综合来看，这些
教材的内容主要包括：隧道基本知识、隧道设计、地下车站
施工、区间隧道施工、不良地质和特殊地质段隧道施工、施
工质量检测、监控量测、安全及环保等。由此可见，课程内
容覆盖面很广。
1.1.2 主要内容之间独立性强
隧道施工技术课程不仅知识点覆盖面广，而且其主要
内容之间的独立性强，对学习者的专业基础知识储备量要
求较高。如隧道勘测设计、围岩压力的确定、围岩稳定性
分级等，主要涉及工程地质、土力学等知识。
1.2 教学存在的问题
综上，隧道施工技术课程内容繁多，与大多数专业基
础知识关联紧密，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难理解、记
不住等现象，进而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如何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提升教学过程的质量，是授课教师所面临
的最大挑战。

2

构建基于问题驱动的信息化教学课堂是选取合适的信
息化技术与教学内容融合，通过让学生回答或解决一系列
的问题，最后达到掌握一个主题知识的目的，授课教师根
据课程的重难点抛出问题，生成学习动因，驱动学生自主
探究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教师的授课过程将通过
灵活使用各种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为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教学支撑，学生也可以利用一些信息化
设备自主进行资料查找、沟通协作、信息探索，最终真正实
现素质教育。
2.1 创设问题情境
创设问题情境是整个教学设计的起点，也是影响教学
效果的关键点，老师选取合适信息化技术与教学内容交互，
创设更加直观和形象化的问题情境，进而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与求知欲。例如，在学习明挖法中的防排水施工的内容
时，可以先让学生观看一些相关的图片、视频，或者利用
VR技术，使学生对地下水或者地表水流入基坑所产生的危
害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并深刻体会防排水施工对基坑开挖
施工的重要性。
2.2 确定问题任务
问题任务的确定决定后续教学的质量，而且大多数学
生在学习时，缺乏良好的思维习惯，易形成思维定势，最后
造成思维僵化，学习效率大大降低，为此，授课教师应精心
设计与学生相关并且与知识点联系紧密的现实问题，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感受到挑战性。例如以杭州市庆春
路隧道为例，让大家思考隧道施工的方法有哪些？它们分
别具有什么特点？适用条件是什么？如果你作为工程师，
你会选择何种开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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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
的主要原因。

3

提高建筑结构设计的主要措施

3.1 加强设计中的监督机制
对于钢结构设计来说，其与传统钢筋混凝土相比有着
很多特点，因此在开展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承包商以及设计
单位的资质情况开展针对性审查工作，对钢结构构件质量
以及加工厂构件制造水平进行评估，同时还要保证构件安
装质量符合项目实际要求。另外，由于钢结构设计工作存
在着热属性特征，所以，工程主管部门还需要提高管理力
度，对其进行严格审查，帮助相关单位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对房屋建筑施工安装能力以及钢结构构件的生产加工能力
进行监督，并保证施工企业能够按照工程建设的实际要求
展开施工。只有保证设计安装资质符合实际要求才能够保
证钢结构设计满足要求。
3.2 提高钢结构的设计深度
在开展钢结构设计之前，需要检查前期设计资料是否
满足之后的设计要求。一般情况下，只有多层次、体型比较
复杂而跨度又比较大的结构设计时才会应用钢结构。而在
设计可能出现大幅震动以及高温密的结构设计当中，一定
要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保证项目质量符合实际要求。作
为建筑设计的工程师，需要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宏观把控，
做好建筑质量的把关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建筑施工
在今后得以顺利进行，保证施工进度满足要求。这种做法
在保证建筑设计质量满足前提的要求下，还能够不但提高
钢结构设计的安全性与经济性。
3.3 加强钢结构设计方案布置
从钢结构的形式上来看有很多种，不同的结构形式特
点也存在差异，因此在制定设计方案时应当综合考虑钢结
构的实际特点。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建筑物所在
地的环境与实际情况进行有效分析，最终确定出一个最优
的设计方案。另外，在绘制建筑图纸时还需要尽可能的使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设计，要对图纸在施工阶段的可操作性
进行判断，这对于保证图纸设计准确性有着积极作用。
3.4 强化建筑结构设计
在开展钢结构设计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专
业知识，专业性比较强，为了能够在今后得以有效应用，有
关部门必须要加大对钢结构设计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力度，
并结合实际需要建立钢结构设计质量考察制度，只有通过
行业测评的施工企业以及设计单位才有资格承包工程，从
源头出发把控钢结构设计质量。
3.5 做好建筑结构防腐设计和方案选择
在开展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防腐设计是重要一环，因
此，设计人员应当充分结合建筑工程实际要求选择合适的
防腐设计办法。而对于钢结构建筑来说，可以在构件当中
涂抹防腐涂料，形成一层保护系统，防止其不被腐蚀。而
钢结构在空气当中暴露时间过长的话，防腐设计显得十分
重要。如今比较常用的就是涂抹防腐材料，其能够通过比
较理想的吸附力以及疏水性，在结构构件 表面形成一套保
护系统。

4

总结

在开展钢结构设计过程中应当选择最为理想的设计方
案，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设计符合实际要求。本文在研究
过程中就对钢结构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当中存在的问题以
及对策进行了分析。而除了客观因素以外，设计人员还应
当不断学习专业的钢结构知识，提高自身专业技能，为之
后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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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索问题的关键
途径，学生根据授课教师提出的这些问题，结合教材及相
关的参考资料，自主采用信息化技术去分析解决这些问题，
在授课教师的主导下，再进行小组合作讨论与探究，小组
提交意见后，由授课教师点评，交互使用合适的信息化技
术归纳问题所涉及的知识点，当问题被解决后，授课教师
会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要求，进一步
探讨新的知识点，循环多次，使学生处于从提出问题到分
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在质
疑、纠正、合作中体验学习的快乐，大大提升教学质量。
2.4 学习效果评价
基于问题驱动的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最终目标并非仅仅
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希望通过把学生带进问
题驱动的过程，在问题探索中启迪学生思维，改善认知结
构，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

结语

本文从四个环节阐述了在隧道施工技术课程中构建基
于问题驱动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教学实践表明，此种教学
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观能动性，培养了学
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习惯和
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学生创新思维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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