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7), 915-918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7139

Teaching Reform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raining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Zhuo Lin, Jinling Song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huangdao Hebei
nd

th

th

Received: Jun. 22 , 2018; accepted: Jul. 6 , 2018; published: Jul. 12 , 2018

Abstract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is a core special course of computer scie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teaching effect better and train high quality applied talents, the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is analyzed and studied, and the improvements about content arrangement, teaching methods on classroom,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 are presented. The application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helps to achieve goo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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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
型人才，论文对软件工程课程教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课程内容安排、课堂教学方法、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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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等方面的改进措施，实际教学过程的应用表明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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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是河北省首批应用型转型发展试点院校，近几年，我校各个专业、每门课程都紧
密围绕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软件工程课程作为
计算机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也需要不断加强教学改革，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让学生学以致
用，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专业能力的需求。

2. 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现状
软件工程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软件工程能力，要求学生具备项目组织、管理能力，成为具有团队
协作精神、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高素质、实用型、复合型、国际化高级软件工程技术人才和
软件工程管理人才[1]。为了突出软件工程课程的培养目标，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一些专家学者和教
学人员对软件工程课程改革进行了一定的研究。2011 年，刘晓明等人分析了以应用型软件人才培养为目
标的“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方法，重点从教学梯队建设、教学内容的选择及有机结合、案例教学、企业
实训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2]。2011 年，廖礼萍等人提出了项目驱动的软件工程教学改革方案[3]，将电子
商务通用平台的设计与开发贯穿到教学过程中。2016 年，佟玉军等人分析了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中所
存在的问题，建立了校企联合的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4]。2017 年，闫爱斌等人指出软件工程课程要对教
学前、教学中和教学后三阶段的教学工作做出改革[5]。郭艾等人在对软件工程教育现状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软件工程在培养目标、教学手段、课程体系、考核方式和校企合作五个方面的改革方法[6]。
我校的软件工程课程以“应用”为目的已经做了一些基础性改革，例如对课程学时、理论实验学时
分配不断进行调整，增加“软件开发教学实习”实践课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等。然而，软件企业需要的
是具备高素质软件工程能力的研发人员和产业工人，目前的软件工程教学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与应用型
人才培养目标依然存在一些差距。例如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内容多、杂、重点不突出、教学学时相对较少、
实践学时尤其少，授课过程重理论、轻实践，学生感觉理论知识简单乏味，但是实践能力又较差，大部
分同学撰写的软件开发文档都不够规范。另外，教学过程缺少统一完整适于教学的工程案例，这就使学
生很难建立起连贯的软件开发流程，无法将各种开发步骤有效融合在一起；课程考核方式采用的是卷试
方式，无法衡量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为了适应应用型大学的建设步伐，软件工程课程需要在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实践项目安排、考核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改革。

3. 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企业的需求，我们通过对软件开发企业的各种软件岗位人员进行
调研，对软件开发企业需要的软件工程能力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考虑软件工程课程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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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和教学特点，我们对软件工程课程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验教学、考核方式等方面分别进
行了优化和调整，为“应用型”的软件人才培养助力。

3.1. 教学内容改革
为了使软件工程教学更加适应企业的软件工程能力要求，对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
对原有的讲授章节进行了取舍。由于计算机专业以软件开发为主，而软件企业也侧重软件需求分析、设
计、测试文档的阅读和撰写等软件工程能力，为此本课程保留和强化软件生命周期模型、结构化分析设
计方法、面向对象的分析设计方法、软件测试等教学内容，删除了原有的软件实现和软件质量管理方面
的教学内容。调整后的内容更好地突出了计算机专业的专业特点，也使本课程的教学重点更加适应软件
企业的人才需求。

3.2. 教学方法改革
1) 案例法教学
为了强化学生对讲授内容的理解，在理论教学中增加了“采购管理系统”工程案例，配合该案例讲
解软件开发的各个阶段“做什么”、“如何做”，让学生能充分了解软件生命周期模型中各个阶段的具
体任务和相互联系，弥补软件工程教材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缺点。
2) 任务驱动法教学
为了增强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采用任务驱动的方式组织教学过程，从第一次上课就布置本课程的
作业：让学生自选一个软件系统并实施相应软件开发阶段，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了解学生
对任务的完成情况，教师能及时地发现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了解学生知识掌握的薄弱环节，及时对学生
进行辅导，并对教学内容进行完善和调整。
3) 讨论式教学
课堂讨论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我们在需求分析部分引入课堂讨论，让学生分别模拟用户和开发
人员来讨论需求，理解用户是需求的来源，明白如何与用户沟通以及在沟通过程中具备倾听、说服和协
商能力的重要性。
4) 普通教学和翻转课堂相结合
为了使课堂教学收到良好的效果，对系统设计和系统测试部分采用普通教学和翻转式课堂相结合的
形式，充分利用已经制作的软件工程慕课网站，让学生在课前收看慕课视频对本次课的教学内容进行预
习，在课堂上则采用学生先讲解、教师补充并纠正的方式进行授课。
5) 紧密联系其他课程
针对软件工程课程内容多、课时有限的问题，我们将软件工程课程与其他程序设计课程紧密结合，
由于学生在程序设计课程中开发过软件，本课中鼓励学生在原来开发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充分体会
软件需求分析和设计的重要性，以及软件开发生命周期模型中各个阶段的紧密关联。另外，模拟企业的
软件维护过程，把近两届学生做的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项目管理起来，鼓励学生对这些项目进行维护和
改进，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软件开发文档的重要性，并树立软件版本的概念。

3.3. 实验教学改革
软件工程课程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为了突出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
需要安排学生完成相应的实践性任务来更好地掌握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软件分析与设计能力。实验教
学方面，我们让学生组建开发团队，模拟软件公司的软件开发过程。学生 4~5 人为一个项目组，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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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选择一个软件项目按照软件生命周期模型进行开发，每个成员分别负责需求分析、软件设计、软件
实现和软件测试等环节，撰写相应的文档。每个项目组在担当软件开发者的同时，也扮演过程管理者的
角色，除了负责本组的开发流程，又负责另一组项目的管理流程，让学生充分体验软件的开发过程和软
件质量管理过程，增强实际软件开发和软件质量管理能力。

3.4. 考核方式改革
软件工程课程在考核方式上取消了原来的卷面考核方式，注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考核。将考核
内容改为项目阶段性报告、项目总结、项目问答、开发文档四部分，每部分的得分按照一定比例相加得
到最终成绩。这种考核方式既考查学生对软件开发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考查学生的团
队协作能力(后期开发阶段文档必须覆盖前期文档，否则说明团队协作有问题)，也能充分训练和体现出学
生对文档撰写的规范性。

4. 总结
按照企业的软件工程能力要求及本校学生特点，对软件工程课程的授课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考
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相应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授课内容安排合理、任务驱动为主导、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的课程体系。通过对近两届毕业生的调查得知，相对以前的课程教学，学生们对软件工程课程的重要
性认识、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都在不断提高，学生的软件工程专业素养、文档规范性也都在大幅度提升，
学生就业单位的反馈也在逐渐改善，上述现象都说明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成效较好、有利于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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