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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类”课程驱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党源源，刘

冰，王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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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资源管理的迫切需求，分析对比当前国内外教学资源管理体系，突破原有

“静态”资源库式管理方式，提出基于“问题-案例进阶驱动”“竞赛驱动”“工程实践驱动”“社团群组驱动”的流
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模式，具体阐述模式的构建细节，说明实施过程及要点，结合长春工业大学实际介绍模型实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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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Driven and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Model for Computer Programm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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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urgent need of teach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 computer programming courses,after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teach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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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teach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model,this paper proposes a dynamic and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Problem -Case Driven ,Competition Driven ,Engineering Practice Driven and Association &

Group Driven ,elaborates the construction details of the model,specifie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key points,and
present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model,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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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教学资源——支持教学活动的各种资源[1]。《教育信息化

2 确定研究要素的内涵外延(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determining research elements)

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2]对教学资源管理应用提出了发

在深入研究当前教学资源管理发展现状及当前“程序设

展要求。在教学资源管理方面，高等教育出版社提出了“教

计类”教学资源管理需求前提下，确定研究要素如下。

材化”的立体化教学资源。宋云娴等学者提出了新的三维度

2.1 确定教学资源管理的实施对象

立体化教学资源。冷永祥、杜炫杰等学者针对课程网站或实

为使模型在一完整的学习路径下实施教学资源的迭代管

验平台的形式进行实验资源发布。在“驱动”教学资源建设方

理，使其具有更好的层次延展性(理论—实践—应用)、产生更

面，常见的方法为“项目教学法”(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提出)，

好的成果累积效应，选择“程序设计类”课程(语言知识、程

国内自2001年逐步兴起项目教学及其教学资源管理研究[3-10]。

序设计方法、算法)作为模型的目标课程，选择计算机科学相

通过对当前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对于教育资源的

关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专业、网络工程专

管理多停留在表层――教学资源管理库(平台)的建设，这无

业)学生及课程教师为目标受众。

形中割裂了教、学与教学资源之间的紧密联系，大大弱化了

2.2 确定“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资源的划分

“教学资源管理”的初衷。如何有效地获取、组织、应用、

教育资源内涵颇为丰富，外延更加扩展，不同学者有

优化、实现教学资源的管理，并有效驱动管理流程的高效、

着不同抽象方式和认识成果。本研究采用“综合型分类”方

高质地流转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

法，将教学本身作为统一整体，以满足深入研究和有效实践

提出了“程序设计类”课程驱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模

为目的，教学资源划分为三大类：知识性教学资源、人本性

式。

教学资源、环境教学资源，其中知识性教学资源包含：显性

基金项目：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2015年度高教科研(重点)课题：“程序设计类”课程的进阶驱动时空拓展式实践教学模式研究(JGJX2015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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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理论教学资源、实践教学资源、应用教学资源)、隐
性教学资源。人本教学资源包含：线下社团群组、线上社团

25

(1)立体化教学资源库构建
教学资源库由“程序设计类”课程资源分类整理、分层

群组。环境教学资源包含：课堂、实践基地、实训企业。

整合组织构建完成，由“程序设计类”课程群教学资源库、

2.3 确立教学资源立体化拓展结构

课程群实践教学资源库、竞赛及工程应用教学资源库、人本

在研究主流立体化教学资源模型基础上，结合研究实

教学资源库四部分组成。

际，进行人本资源、环境资源扩展，构建立体化拓展结构：

(2)知识性教学资源管理构建

立体化教学资源库、知识性教学资源管理、环境教学资源管

此部分由显性教学资源组织和隐性教学资源组织两部分

理、人本性教学资源管理。人本资源、环境资源的引入大大

构成，其中显性教学资源管理与立体化资源库相应部分紧密

增加了模型的立体延展性、动态性，在实现了时空扩展同时

结合，形成“管理-存储-应用”结构。隐性教学资源管理与

使模型具有了生命活性。

“线上社团群组”互联互通，形成隐性教学资源的“显性化-

2.4 明确驱动的动力源及作用

存储-人本应用”的迭代管理。

为使孤立“教学资源池”转变为“教学资源流”，并以

(3)人本性教学资源管理
人本性教学资源管理，直接面向管理中的应用主体—人(使

互促发展效果，确立驱动力：问题—案例进阶驱动、竞赛驱

用者)，按照应用场景分为“线上社团群体”“线下社团群体”

动、工程实践驱动、社团群组驱动，分别用以驱动理论教学

两部分，两部分互为依存，并与其他三大部分紧密联通。

co

资源、实践教学资源、应用教学资源及各大教学资源间的资

m

资源流动效应带动资源自更新，达到教、学与教学资源共生

(4)环境教学资源管理

环境教学资源管理包括课堂、实践基地、实训企业管理

3 “驱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模型构建
(Construction of the driven and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model)
课程驱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模型。

3.1 确立驱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理念

学资源将通过“人本性教学资源管理”实现回归存储。该管
理架构从立体化资源库出发，整合知识性教学资源、环境教
学资源，以人本性教学资源为外动力，在其参与调动下实现
资源的外在管理。并以“驱动式”为内动力，促使资源流转

cz

在确定相关基本研究要素基础上，构建“程序设计类”

三部分，为教学资源应用的实体场所，其中产生的知识性教

z.

源流动转化。

原有的教学资源管理强调可物化“资源”的管理、利用

自生，形成自驱式教学资源管理平台。教学资源管理平台如
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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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课件、习题、实验等的管理)，且多为宏观管理研究

(例如：校企合作高校教学资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11])或面

向单门课程的“资源管理”研究(例如：计算机网络教学资源
整合系统设计与开发[12])。驱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理念：
(1)“以人为本”的教学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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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育资源管理重心由“物本”转化为“人本”，以人
本驱动物本建设，再由物本回归到人本，使教学的参与者充
分参与教学资源建设，以“人”为核心、为驱动力、为最终
目的，从而达到资源管理的总体目标。

(2)以“驱动力”为教学资源管理手段

为使分类分级下的教学资源由“静池”变为“活水”，
由“活水”循环为资源去杂加养，设置符合类别层级特质的
“驱动力”，并以“自驱动”“外驱动”方式实现教学资源
管理。

(3)以“体系课程”作为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对象
某一方面能力的培养需要渐进持续的学习实践过程，单
一的资源建设或不同建设理念拼凑的资源，难以实现教学资

图1 “程序设计类”课程驱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模型

Fig.1 Driven and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model for program design courses

4 教学资源管理的实施方案(Implementation
scheme for teach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在资源管理模型基础上制定教学资源管理的实施方案，
制定立体化教学资源库和驱动式教学资源管理的实施方案。

4.1 教学资源库建实施方案

源建设目标。有序组织程序设计类课程各类资源，并构建课

教学资源库建设实施方案：(1)以程序设计类系列精品教

程间多层次接口，形成面向“程序设计学习”系统的、完备

材资源(课题组现已出版教材十余部，这套系列教材作为“算

的、个性化的资源管理体系。

法与程序设计”模块整体入选清华大学出版社计算机专业特

3.2 构建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架构

色教材精选)为资源组织骨架，吸纳整合“程序设计类”精品

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包括：立体化教学资源库、知识性

课程群(现已形成由一门国家级精品课、一门省级精品课、一

教学资源管理、人本性教学资源管理、环境教学资源管理四

门省级精品网络课程的课程群)原有的优质教学资源，形成课

大部分。

程群教学资源库。(2)以教材资源库中原有实践题集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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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构建题目宗源关系和层次关系，扩展融入ACM及软件

程序设计类课程的“驱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模式”，实

开发教学资源，形成实践教学资源库。(3)整理综合应用型竞

现5门课程(学科概论、程序设计基础、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

赛题目(中国软件杯、互联网+等)及历届参赛成果、整理师

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教学资源整合管理。在程序设

生共建工程项目资源，将项目进行有效拆解，实现功能层次

计类课程学习中教学资源不再是静态的被动的被使用，而是

分解、知识结构层次分解、项目开发进程层次分解，并将资

其自身具有黏合力、驱动力，将独立的课程黏合为课程群整

源最终存储形成立体化工程应用教学资源库。(4)将教学过程

体，将教与学凝聚为资源汇聚增长的过程。该模式有效支撑

中的主体参与者——学生、教师，作为教学资源管理的一部

了相关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程序设

分——人本教学资源。“人”在教学活动中将产生丰富的资源

计类课程教学，并在实践、竞赛、工程研发中起到了重要保

和数据，例如：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决算法、同一问题不同

障、推进作用。管理模式实施近5年累计使用师生600余人，

学习路径下学习效果等等。将这些具有研究价值却长期被研究者

支持竞赛申报累计200余人(其中各级获奖累计90余项)。

忽视的资源进行分类组织、挖掘应用，形成人本教学资源库。

6 结论(Conclusion)
建设高效、科学的教学资源管理模式还处在不断研究、

4.2 驱动式教学资源管理实施方案

m

在教学资源库建设中完成教学资源分类分层，设置层级

探讨与实践中，本文结合所在学院实际情况对研究要素的内
涵外延进行了研究、界定，提出并实践了“程序设计类”课

(1)情境驱动下的“知识性教学资源”管理

程驱动式立体化教学资源管理模式的模型和实施方案，在建

将“知识性教学资源”融入各种情境，通过进阶推进实

立立体化教学资源库基础上实施了情境驱动下的“知识性教

现迭代的“组织”—“应用”—“组织”资源管理，以解决

学资源”管理、“人力(社团群组)”驱动下的教学资源流转设

教学认知中“情境无涉”弊端。理论教学资源管理“情境”

置，并取得了预期效果。随着管理模式的不断使用和完善，

设置：问题-案例进阶，来源：“立体化教材教学资源”“精

该管理模式的构建方案和驱动设置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有和

品课程群教学资源”，其中“立体化教材”在建设中确立了

评价，随着建设团队持续的研究与实践，该模式会得到不断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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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构建驱动式教学资源管理实施方案。

完善和提升，使其具有更为广阔的应有空间。

案例逐级展开。资源组织由各个“问题”引入，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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