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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计学是一门理论多、逻辑性强的课程，课程学习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同时又常常存在重理
论、轻实践的现象。树立OBE理念，应从课程目标修订、教学设计思路转变、教学评价办法革新上进
行探讨研究，从而便于检验学生学习产出成果，利于提升课程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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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Statistics Courses Based on OBE Ideas
MA Shuyan
Kunshan Dengyu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Statistics is a course with many theories and strong logic, and it needs a certain mathematical basis,
and often has a phenomenon of focus o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ory than practice. Establishing OBE
concept should discuss from course goals amendments, teaching design ideas transformatio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thus, it is convenient to test students' learning output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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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程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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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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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9

学习成果具体化”去开展和实施，发挥
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调动其学习积极性，
从而有效提高课程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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