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卷第8期
2019年8月

软件工程

Vol.22 No.8
Aug. 2019

SOFTWARE ENGINEERING

DOI:10.19644/j.cnki.issn2096-1472.2019.08.018

文章编号：2096-1472(2019)-08-60-03

基于CDIO理论的《移动互联应用开发（Android）》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孙镇江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学院，山东 青岛 266555)

摘

要：基于CDIO理论的《移动互联应用开发（Android）》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主要解决软件技术等相关

专业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编程能力不足和工程实践能力缺乏等问题。结合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CDIO理论,
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工程教育质量，为新兴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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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职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教学过程中，开展以项目驱动模式为主的教学模式改革探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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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of Mobile Internet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roid ) Based on CDIO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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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of Mobile Internet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roid ) is conducted
based on CDIO theory,which mainl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low interest in learning,insufficient programming 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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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fficient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software technology.Combining with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CDIO theory,and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real enterprise project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carrying out the exploration of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ode reform,innovating talent training mode,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training of new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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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伴随着5G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和融合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迎来更快发展，“万
物移动互联”将逐渐变为现实。现阶段，很多的高校已开设
移动互联应用开发，作为软件技术等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好多学生把移动互联应用开发作为今后就业的发展方向。目
前，移动互联应用开发技术更新愈加频繁，以全球最受欢
迎的移动互联开发系统——Android为例来说，2019年3月
14日凌晨，谷歌公司推出了Android Q的首个Beta版本，即
Android 10.0，这自2008年9月，Google发布的Android第一
版，11年的时间，发布了10主版本的系统，平均近一年更新
一个主版本。这就要求教师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更新知识；对
于学生来说，如果学生的学习赶不上其更新的速度，会容易
造成学生学习完这门功课，技术却已过时了。这就对移动互
联应用开发教学提出更高要求。
CDIO工程教育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等四所大学组成
的研究机构共同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最新成

果 [1] 。以“预期学习成果”导向来推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学过程的设计，重视营造工程教育文化，其注重工程
能力培养和基于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设计思想。其
中，CDIO分别代表Conceive（构思）、Design（设计）、
Implement（实现）和Operate（运作），它按照产品研发到
产品运行的真实流程，在学生学习工程时，以主动的、实践
的和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进行[2]。

2

移动互联应用开发教学现状(Current situ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teaching)

《移动互联应用开发（android）》课程的学习是通过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具有开发App程序的能力[3,4]。
目前，还有部分院校的教学模式仍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
中，移动互联应用开发技术发展速度快、更新频繁，整个行
业的处于不断发展阶段，所以，移动互联应用开发教学存在
如下现状：
(1)传统教学模式下，学习兴趣不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和

基金项目：青岛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度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基于CDIO理论的《移动互联应用开发（android）》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项目编号：JG2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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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移动互联应用开发课程所涵盖的技术知识、应达到的工程
能力、应具备的素质等培养目标融入项目。结合岗位需求、
技术知识前后衔接设置，以及行业发展趋势，选用企业真实
项目为载体，再根据知识点和理论内容，对项目分解，划分
为子项目和案例，将教学内容按照CDIO的模式融入项目之
中，尤其是项目的构思、设计、开发和运作，通常将一个子
项目对应一个新的知识点，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方式进
行教学实施的学习模式，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提升核心课程实践教学的质量，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以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为例，我们引入企业项
目——“水果优选”App，将这个典型的电商类的手机应用程
序贯穿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将本项目划分为若干子项目，每

m

个子项目所有包含的知识点和功能及掌握程度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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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子项目包含的知识点和功能及掌握程度
Tab.1 Knowledge points, functions and the level of
mastery of subprojects
子项目

知识点

基本布局

欢迎
界面

I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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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CDIO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based on CDIO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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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应用开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课程。结
合CDIO工程教育模式，在移动互联应用开发课程中开展教学
模式的探索。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以项目驱动模式为主的教学
模式，从高职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移动互联应用
开发的主要特点，对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进行重塑，建立基
于CDIO理论的项目驱动教学模式，深化校企合作，引入有经
验的企业教师和真实企业项目，建立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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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CDIO theory
(1)采用CDIO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引入企业项目，培养学
生工程实践能力
基于CDIO的“做中学”的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系统
工程技术能力，以企业真实项目开发为主线，以移动互联应
用开发技术知识学习为基础，以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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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 CDIO理论的项目驱动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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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强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教师，学生被动接受
的知识，再按照教师的讲解进行实验实践学习的模式，这极
大地制约了学生的主动思考和动手能力培养，容易使学生养
成思维惰性，学生缺乏主动的思考和参与设计，只需按部就
班的在自己的实验设备上完成实践即可。学生被动地接受知
识，练习式地完成实践，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索钻研精
神的培养，难以形成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5]。
(2)学生编程能力不足
编程能力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编程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是衡量学生对课程掌握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和教师的教
学环节的执行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鉴于高校中的教师本身
缺乏从事项目开发的实战经验，所以大多数高校的教学模式
仍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采用知识点理论堆积的方式
进行“说教式”的教学[5]，实践教学部分通常是在任课教师的
指导下完成单一或几个知识点的实验验证，尽管这种方式有
助于加强学生对部分理论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但缺乏整体
性的训练，不利于对学生进行企业真正需要的编程能力的系
统培养[6]。
(3)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缺乏
移动互联应用开发的课堂教学主要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
对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应用能力，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理论知识
掌握。教师虽然利用案例驱动和项目驱动等教学途径对学生
的编程能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锻炼，让学生很好地理解知识
点，但大多数学生都存在缺乏系统全面的真实企业项目需求
训练的问题，缺乏真正的工程实践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不
能完全符合教学目标，教学效果不理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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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阶段：教师给学生演示子项目，让学生接触企业真

移动互联课程强调学生的编程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等。

实的项目，体验项目的用途和作用。通过讨论分析、查阅资

基于CDIO项目驱动的教学，在评价方面，除了学生应该掌握

料、教师指导等途径逆向思维方式确定用户需求，进行需求

的基础知识以外，还将编程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纳入评价体

分析，查询所用到知识，共同编制项目需求分析报告书。这

系。教师根据学生平时考勤、任务完成进度、组内互评、项

样，将实际的项目运用到教学中，将知识点与项目相结合，

目答辩和期末考核等因素综合确定学生的课程最终成绩。将

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学生的自我评价，以及教师的评价相结合，重视教学过程的

设计阶段：学生可以分成小组，选出组长，根据需求分

评价，从知识、能力及素质等多层次评价教学的实施情况，

析报告书，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设计,形成设计报告。学生设计

以促进基于“CDIO 项目驱动”的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提高

过程中，学生调研资料和教师教学两者相结合。给学生一定

工程教育质量，培养新兴工程科技人才。

时间，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行解决问题；同时，要引

4 结论(Conclusion)
在软件技术相关专业中，探索基于CDIO理论的《移动互

可以借助一些学生比较容易理解途径和方法如微课等，引导

联应用开发(Android)》课程教学模式的应用，对于提高课程

学生解决遇到问题。整个过程会加深学生的理解，锻炼学生

实践教学质量有积极作用。这个过程中，对教师提出更高要

运用能力，从而为学生积累经验。

求，需要对整个项目和知识非常熟悉，了解App项目开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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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进行自动学习，学生面临问题和困难是在所难免的，

程,兼具一定的项目实战经验。对于学生来说，前期可能会比

详细App开发，依据功能设计报告，利用开发环境Android

较吃力，如果能够适应这种教学模式，学生的编程能力和工

Studio进行代码编写，按照组内任务分工，依据功能设计报

程实践能力会得到很大提升，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自然

告，逐一实现功能代码编写。在遇到困难时，先让学生自行

提高。基于CDIO理论的《移动互联应用开发（android）》

解决，教师可以适当地指导学生，以“配角”的方式，辅助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提高

其顺利完成代码编写。

工程教育质量，为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提供强大的新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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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阶段：设计完成后,按照软件工程的开发规范进行

程科技人才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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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阶段:对每一个子项目，编写完成后，对各功能模块

进行测试，再整合到总项目上，并不断调试优化，直达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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