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卷第5期

2010年lO月

黄山学院学报
J0urnaI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01．12。N0．5

Oct．2010

编译原理课程的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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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编译原理是计算机专业基础课，课程内容涉及面广，不仅理论抽象，而且实践要求也很高。从教

学内容的选取、实验教学模式改变和课程设计的项目开发模式。探讨了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在有效帮

助学生掌握基础理论和技术的同时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培养他们开发软件的工程意识和团队协作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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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编译程序是硬件和应用程序之间接口。任何一

个硬件系统都离不开编译程序的作用。同时一个编

译程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计算机软硬件资源的利

用，并且带给用户不同的使用效果。编译器的原理

和技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在每一个计算机科学

技术工作者的职业生涯中．这些原理和技术都被反

复用到。编译器的编写涉及到程序设计语言、计算

机体系结构、语言理论、算法和软件工程、形式语言

与自动机理论等学科。例如正则式在网站开发中的

验证函数中使用非常广泛．有穷状态机理论是形式

语言与自动机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人工智能的基

础，Pert网在软件工程中的软件模型的形式化描述、

B方法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程序语言原理又是编译

原理课程的延续，等等。

对于计算机科学专业来说。懂得编译技术和解

释技术。懂得编译器在后台的编译方式和编译过

程，学生们在编程时才能有正确的思维方式，才能

有合理的程序优化方向和方法。对于计算机专业学

生来说。开发应用程序是必不可少的。编译技术是

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编译原理理论教学内容

选择和实践实验相结合一直是研究热点，n哼下面我

们从教学的选取、实验教学模式改变和课程设计的

项目开发模式角度出发。探讨如何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2编译原理的教学内容选取

编译原理课程中理论知识特别多。难度大，如

正则式、有穷状态机、Pert网、语法分析等，学生们更

喜欢直截了当的、喜欢那些经过简单处理就出现界

面的东西，这对于教学来说，就是个很大的挑战，课

堂教学不能一味地讲解纯理论，过多深奥的理论会

让学生望而止步。必须理论紧密结合实际。通过实

例讲解理论。不仅要系统地介绍编译器的一般原

理，而且要特别注重编译原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

我校立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应用型

实用性人才．因此我们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再加上课时的限制，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必须把握住重点。既要把一个完整的编译

器展现给学生。让学生有一个总体上的概念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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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又要突出重点，突出那些在现实系统中应用广

泛的技术，例如词法分析中的正规式，语法分析中

的LL文法、代码优化等既是编译器的重点又是现

实中应用重点，反而对于NFA、LR分析、类型检查、

运行环境、代码生成等理论抽象而又不实用的可以

略讲。

紧紧抓住理论联系实际，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让学生充分了解课程的重要性，要让学

生体验到这门课的实际应用。让学生能够看得到

“学有所用”。精心安排教学内容，教师要多向同行

交流，自己必须有深入的体会，必须掌握这门课程

的精髓，筛选出重点和难点，不能泛泛而谈，对重点

部分一定要设计实例，通过应用，让学生“看得见”，

才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实验教学模式改变

学生学习最好能做到“理论”到“实践”再回到

“理论”的过程，对于工科类学生来说，实验实践能

力是必备的。由于课程实验课时少．学生们一定要

在课后抽出时间完成词法分析、语言分析和语义分

析和中间代码生成器。通过这个项目的开发，不仅

能增进编程能力和项目经验．而且对进一步理解编

译理论是很好地促进。

在教学过程中，要坚持让学生完成一个完整的

编译器的设计工作，把学生分成一个个项目小组，

2—3人一组。我们设计出了这样的方案：让每个项目

组选择自己需要前端或者后端，然后开发相应的后

端或前端，并要求学生对代码段进行功能注释，并

且每个阶段都要做测试和优化等。这样．学生就不

至于不知道如何下手．有了这样的前端或后端的参

考，另外一部分就容易设计了，这样学生在有限时

间内容就可以完成编译器的整合。就能对编译程序

有了总体上的概念和认识。

4课程设计的项目开发模式

作为计算机专业学生来说，项目开发是必不可

少的实践环节。学生也可以通过对某个语言的简单

编译器的实现。课程设计就可以演化为项目开发的

模式，把编译器作为一个项目来开发，通过编译器

的开发能够更好地理解编译理论，项目组可以按照

编译器每个阶段分工。每人独立完成某一阶段的开

发工作，采用阶段测试评审和验收机制，定制公共

平台模块，按照软件制作流程进行项目开发工作，

独立思考，互相协助。最后整合成完整的编译器。学

生要培养自己的兴趣，遇到困难时通过查找资料，

解决问题。并不断总结。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挥创新创造精神和主观能

动性，多开展创新性活动，充分利用课程设计，多开

发一些实用的应用系统项目，例如可以把串匹配技

术应用于文本编辑器、信息检索系统和模式识别

器．上下文无关文法和语法制导定义等概念用于设

计诸如排版、绘图系统等小软件，代码优化技术用

于程序验证器等。

通过一个个项目开发，积累宝贵经验，让学生

在项目开发中成长．切实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

践动手能力和项目开发能力，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

的应用型合格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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