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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研究了“软件工程导论”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应用型本科的专业培养目标的

要求．提出建立科学的符合市场需求的课程内容体系和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互动式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采取循序渐进的案例式课堂教学，模拟真实环境的实践教学，调整考试形式，力求探索与现代教育环境相

适应、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促进“软件工程导论”课程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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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软件工程是运用计算机科学、数学及管理科学

等原理，开发软件的工程。是将系统的、规范的、可

度量的方法应用于软件的开发、运行和维护的过

程。“软件工程导论”是计算机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一

门核心课程．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软件产品研发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工具．目的是帮助学生迅

速实现从编程序到做软件的重大转变。通过软件工

程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软件工程的理

论、技术和方法．具备作为软件工程师所需的专业

能力。由于软件工程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

课程。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实践环节上存在很大不

足，直接影响了课程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

授课对象又缺少工程实践知识，使得“软件工程导

论”是一门公认很难上好的课，因此切实加强软件

工程课程教学的创新与改革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针

对“软件工程导论”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

2传统教学方法分析

软件工程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含lO大知识域的

迅速发展的学科体系，涉及的领域包括管理学、法

律、客户服务、系统架构设计、系统程序代码编写、

系统优化、系统软件测试等。面向本科生的“软件工

程导论”课程很难在几十个学时的课堂教学中涵盖

其全部内容。它只能起到专业平台课程的作用，为

学生进一步了解各知识域的内容提供一个框架。这

些框架性的内容是数代优秀软件工程师经验教训

的总结。但对于本科学生来说，由于没有大型软件

的开发经历，很难真正理解这些理论化的经验的精

髓。

传统教学方法是以教师课堂授课为主。学生被

动地听课，教学中偏重基础理论和方法的传授，使

其变成了一门需要死记硬背的枯燥课程，学生应付

完考试后感觉并无实际收获。教学内容一般是重理

论而轻实践，即使配备课程实验，也是在一个缺少

软件工程支持的开发环境下进行，缺少适合本科生

教学使用的实验环境和资料。学生也只是按要求编

写一些规定的文档，其开发方式和手段基本上与软

件工程的要求脱节，学生根本得不到真正的锻炼。

很多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感到内容抽象枯燥，常

常是似懂非懂，甚至觉得本课程没什么实用价值，

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如何构建“软件工程导论”课程的课程体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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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将这门课上得生动实际，调动学生主动学习探索

的兴趣。如何培养学生作为软件工程师所需的专业

素质和能力．使学生真正从中有所获益是教学中必

须重点解决的问题。因此，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

能适应现在的教学，必须加以改进。

3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与实践

针对软件工程课程的内容特点，我们认真分析

了以往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了2006年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

会出版的《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战

略研究报告暨专业规范》相关内容，大胆改革课程

体系和教学内容，积极探索理论和实践教学模式，

建立科学的内容体系。在先进性、系统性和实践性

上下功夫。将软件工程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结合起

来。采取循序渐进的案例式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的兴趣。改革考试形式，把被动的教学方式变为

主动探索的教学方式，构筑教学互动平台，增强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3．1建立科学的内容体系

随着软件工程学科的发展，新概念、新技术和

新方法不断涌现，原有的教学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学

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我们深入分析了

软件工程知识体系和市场对软件人才的需求，根据

我校的办学定位、现有学时条件及计算机专业系列

课程的整体规划，结合基础知识、先进技术和工程

实践等方面组织整个课程内容，制定教学大纲和考

核大纲。使学生掌握软件工程的基础知识、先进方

法和最新技术。具备较强的知识拓展能力，为后续

专业方向继续深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基础部分覆盖软件工程知识单元，包括软

件需求、软件设计、软件实现、软件测试、软件演化、

软件过程、软件质量、软件配置管理和软件项目管

理等核心内容。在方法上。我们从系统研究结构化

方法和面向对象方法这两条线出发，以后者为主，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一些重要工具，如UML语言，使

学生掌握当前先进的软件工程方法与技术。

课程实践方面，我们设立了“软件工程课程设

计”。并计1个学分，要求学生以开发小组的方式协

作开发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软件系统，建立支持小

组开发的软件开发支撑环境，让学生从实践中学习

和运用软件工程的思想和现代技术解决软件开发

问题。

3．2采取循序渐进的案例式教学

根据“软件工程导论”课程的性质，结合我校应

用型本科建设要求。我们以软件能力培养为核心进

行教学方法改革。课堂讲授采用理论知识结合案例

进行教学。重点讲授如何在软件开发中运用书本上

的理论知识，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学生学习

的过程变为在教师引导下师生共同探索的过程。对

课程中的重点与难点内容，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

论，通过讨论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有效地培养了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随着教学活动的深入．

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从过去的不够重视到认真听

讲、积极参与，效果逐渐显现。从2003—2005级3届

学生的评教结果来看，学生对“软件工程导论”课程

教学的满意度平均在90％以上。

3．3改革实践教学。模拟真实环境

软件工程教学实践是关键。我们重新构建了软

件工程实践教学体系，将原来课内实验调整为“软

件工程课程设计”，组织了课程设计题库。实践教学

与课堂教学同步进行，在课程教学开始时就向学生

公布实践题目．随着课堂教学的进程开展实践教学

活动。学生3—5人组成一个开发小组，每个小组开

发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软件系统。实践教学侧重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团队合作精神，使学生初步体会到一个软件项

目开发全过程。

课程实践教学过程分成准备、分析、设计、编程

测试、软件集成和项目总结等阶段，具体要求如下。

1．准备阶段：在第一次实践课上。指导老师会

给各学生小组一份软件问题描述，其中简要地描述

了所开发系统的整体功能要求。学生将在老师的指

导下，查阅相关资料，并按照软件问题描述制定项

目的开发计划。

2．分析阶段：开发小组分析实践项目给出的问

题描述，进行调查、讨论、研究，与模拟客户(即指导

教师或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反复沟通以确定需求，完

成软件需求规格说明。

3．设计阶段：开发小组根据软件需求规格说

明，设计出软件系统的总体结构。并由开发小组组

长将各模块开发任务分配到每个成员。

4编程测试阶段：每个学生对分配给他们的模
块进行详细设计，用规定的语言实现之，并测试和

调试代码，编写所有相关文档。

5．软件集成阶段：在各模块开发完成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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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进行模块组装测试，并将所有的模块整合起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6．项目总结阶段：每一个小组在完成项目后要

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写出项目总结报告，每个

学生也要提交～份学习体会。总结本课程的学习实

践活动。

3．4调整考试形式．考察实际能力

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避免学生在学习

中不求甚解，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现象，我们对考

试形式作了调整，将理论学习、实践过程和参与过

程全部纳入考核范围，加大了实践环节在成绩中的

比例，将课程设计的考察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

提高到40％。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另外20％作为平时成绩，用以考查学生的学习

态度、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考试形式的改革，目的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

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谈判沟通、适应发展等能力，

达到培养现代软件工程师素养和能力专业目标。

4课程发展设想

4．1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针对许多教师本身缺少项目管理开发的经验．

我们拟与部分企业合作。在暑假期间派2—3名教师

到企业挂职，参加到实际项目的管理和开发实践

中。要求教师关注软件工程学科的发展。透彻掌握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思想，每个人至少要用面向对

象的软件工程方法开发一个相关的软件作为教学

案例。要求教师积累使用软件工程方法开发一个完

整系统的经验，将当前软件企业的实际案例融人课

程的教学之中。组织和提供参与教学研究与学术活

动的机会，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

使他们具有雄厚的学科基本功、广博的知识面、较

强的科研能力和教学研究意识，动态安排合理的教

学过程的能力等素质。

4．2整合教学资源，开展教学研究

关注软件工程学科的发展，及时修订“软件工

程导论”课程的教学大纲和实践教学大纲，将学科

发展的新趋势、新技术和新观念反映在大纲中。

对现有的教学和教辅资料进行整合，建立教学

案例库和课程设计题库。设计具有较强思考性和启

发性的试题并制作试题库，形成一套适合课堂教学

和学生自学、内容完整丰富、标准化和可持续的教

学资料。建设课程教学网站，集成课程的教学大纲、

实验指导、多媒体课件、电子教材电子教案等相关

教学资源，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实现课程学习

和辅导的远程化、无时限化。

5结语

根据我校建设应用型本科的培养目标的要求．

我们深入分析了以软件工程为主线的计算机专业的

发展趋势和社会对软件工程人才的需求。积极探索

和实践“软件工程导论”课程的教学，在课程内容方

面注重先进性、系统性和实践性。在教学方法方面．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互动式讨论相结合。经过3年

的改革实践，本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今后

的课程建设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教学内容，不断地

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力求探索与现代教育

环境相适应，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促进

“软件工程导论”课程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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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il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An Introduction to Software Engineering
Hong W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Engineering，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21，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for the course of An

Introduction to Software Engineering is analyzed．A scientific curriculum content system which meets the

market demand is proposed and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Moreover,a teaching method which combines theoretical teaching，practical teaching an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together is applied in practical teaching．Case study and simulation environment are both

adopted．The form of examination is adapted in the modem educational environment．Efforts ale made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Key words：software engineering，teaching reform，cours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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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讨了应用软件工程思想对"程序设计课程"的课堂教学、实验实践及考核指标进行教学改革实践;通过全面、系统和立体的软件工程思想在教学

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合理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实用型、工程型软件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并对云南大学软件学院程序设计类课程的

教学改革及实践作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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