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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软件工程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核心课，是学生建立工程意识掌握工程方法必须学习的专业基

础课。针对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普遍存在的“五个割裂”问题，设计并实践了一种“四合”教学模式，即基于“内容整
合”构建课程知识体系，基于“文化融合”激发学习兴趣，增强民族和文化自信，基于“方法结合”创新教学方法，基

m

于“校企联合”实施软件工程教学，应用该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对软件工程专业其他工程类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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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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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ftware engineering is a core course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specialty.It is a basic course for students to
establish engineering consciousness and to master engineering methods.Aiming at the common problem of Five Split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teaching,a Four -in -One teaching model is designed and practiced,which is to construct
curriculum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content integration,to stimulate learning interest based on cultural integration,to
enhance national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to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method combination and to implement
software engineering teaching based on school-enterprise combination.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aching model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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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s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has a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 core course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Keywords:software engineering;course construction;Four -in -One teaching model;Five Splits

1 引言(Introduction)

充分利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5]，从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方法

[1]

软件工程一词诞生于1968年 ，由于全社会各领域对软

设计、教学手段创新、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以工

件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促使软件工程的理论、方法、技术

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教学模式综合改革为重点，构建更合

和工具呈现爆发式发展的状态，短短五十年，软件工程已经

理的软件工程教学框架，是软件工程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

从一个术语发展成一种技术、一门课程、一个专业、一个学

本文深入剖析了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五

[2]

科，乃至一个产业，日益受到计算机行业的广泛重视 。软件

个割裂”问题，并基于此提出了“四合”教学模式，有力保

工程课程是软件工程学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核心内容是

证了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质量，为软件工程专业课程建设指

[3]

软件开发方法学等 ，由于软件工程课程基础概念理论枯燥、

出了可供借鉴和具有指导意义的改革途径与方法。

实践性突出、应用性强，而实际课程教学又多数采用传统的

2 “五个割裂”问题的提出(The proposal of Five
Splits )

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常常出现各环节、内容之间的脱节
与割裂现的问题，使学生在缺乏社会活动体验和软件实际开

由于软件工程发展的历史原因和软件工程教育的理论

发经验[4]的前提下，很难理解软件工程课程中的概念和原理，

性、技术性、实践性并重的特点，以及软件工程飞速发展所

实践能力培养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如何在软件工程教学中

带来的各种问题，使得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普遍存在着学生学

基金项目：2016年度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软件工程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研究”；2017年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 以‘大学生创新创业’为导向的软件工程‘学习共
同体’的研究”；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软件工程专业多元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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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低、知识学以致用程度差、教师授课方法与知识特点

合、内容整合、方法结合、校企联合”，有效解决了上述教

不对接等众多制约教学相长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深入

学问题，有力保证了教学质量。

研究与剖析，我们将其归结为“五个割裂”问题，即课程文

3.1 文化融合

化与民族文化割裂、专业理想与学习行动割裂、教学内容与

软件工程在短短50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

技术体系割裂、方法手段与学习效果割裂，以及专业学习与

其概念、原理、技术、方法、工具均来自于西方国家，教材

实际应用割裂。

内容也多是西方经典教材的简单裁剪，技术的表达、阐释方

(1)课程文化与民族文化割裂

法与形式也多采用西方文化的习惯。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

软件工程领域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发源于西方，国内采

学生对教学内容难以理解，进而降低学习兴趣，打消学生学

用的相关教材与参考资料中的经典内容多数均取材于西方，

习积极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另外由于不断受到西方文化

课程教学内容普遍缺少中国元素，致使当代大学生崇尚西方

的影响，加剧了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崇尚，学生民族自信心和

文化现象比较普遍，民族自信心不足，文化自信缺失。

文化自信受到削弱，实质上是“课程文化与民族文化割裂”

(2)专业理想与学习行动割裂

的问题。针对该问题，我们在多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中
发现，冥冥之中，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在几千年前就已经为
现代软件工程奠定了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现代软件工程的

始形成自己的专业理想，然而由于软件工程知识抽象性的特

许多概念、原理、技术和方法都能追溯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点以及多种其他原因，致使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学

中的那些经典名句中。例如“类(Class)”可以追溯到“物以

习动力不足，学习行动与专业理想背道而驰。

类聚，人以群分”，“聚合”可以追溯到“聚沙成塔、集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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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的软件工程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二下学期或大三
上学期，这一时期的多数学生开始对专业有所认知，逐渐开

成裘”，“模块化”原理可以追溯到“分而治之”，“头脑

软件工程技术日新月异、发展迅速，新技术和新方法不

风暴”可以追溯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软件的

断涌现，新知识和新理论不断更新，然而由于很多方法与技

特点”可以追溯到“大象无形”，等等。为此我们大胆探索

术比较单一，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国内采用的相关教材在

并实践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软件工程技术进行文化

内容组织上均无法快速融入最新技术与方法，各种理论和知

融合与渗透，在教学过程中用中华经典名句去诠释现代软件

识之间尚无法建立完善的关联，导致教学内容相对零散，难

工程的概念、原理、技术和方法，有效降低了学生对知识的

成体系。

理解难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更为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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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内容与技术体系割裂

(4)方法手段与学习效果割裂

是有效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软件工程课程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上不断探

3.2 内容整合
软件工程技术产生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并伴随其发展

段创新，然而由于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一

而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独立成一门学科，形成产业。自软

直以来仅重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在资源的构建与表现形

件工程这一术语诞生到现在，在短短的50年时间里，软件工

式的创新上，未能很好地实现方法手段与知识模块的对接，

程技术日新月异，发展迅速，但是很多新方法与新技术尚未

未能将方法手段改革与学生特点有机结合，致使教与学割

形成完整体系，国内采用的相关教材在内容组织上均无法快

裂，教学过程中虽然采用了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方法，但是

速融入最新技术与方法，各种理论和知识之间尚无法建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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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勇于尝试，持续开展基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方法与手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理解困难，学习效果差，教学质量难

善的关联，教学内容相对零散，难成体系，从而产生“教学

以保证。

内容与技术体系割裂”的普遍问题。针对该问题，我们以

(5)专业学习与实际应用割裂

SEBOK(软件工程知识体，SEI)为基础，以教育部《本科软件

软件工程课程知识具有明显的工程特征，主要教学目标

工程专业指南》为依据，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构建了“一

就是学生软件建模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通过课程学习应该

条主线三个维度合理交叉渗透的软件工程课程知识体系”，

可以直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的软件项目研发，然而由于

如图1所示。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差，以及软件应用领域无所不在的特
点，致使学生即使完成了软件工程课程的学习，也很难快速
胜任软件建模与研发的实际工作，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
与用的裂痕普遍存在。

3 “四合”教学模式的设计(Design of Four -in -One
teaching model)
针对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普遍存在的“五个割裂”问题，
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团队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教学策略、教学效果等方面持续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全面
分析专业学生的特点，全面剖析课程理论与课程体系，全面
解析新时代发展要求，全程追踪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与教学

图1 一根主线三个维度的立体交叉渗透知识体系

手段的运用，不断探索应对“五个割裂”问题的策略与途

Fig.1 Three-dimensional cross-penetrating knowledge

径，提出并实践了软件工程“四合”教学模式，即“文化融

system with one mainline and three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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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工程课程知识体系中，一条主线即“十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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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教学质量，达到了弥补“方法手段与学习效果割裂”的

循序渐进的教学主线”，其中十个节点是“问题、算法、模

目的。

块、程序、软件、方法、系统、项目、工程、科学”；三个

3.4 校企联合
随着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逐步过渡，大

容将课程划分为理论、基础、实践、技术、过程、方法和

学生“就业难”和用人单位“招聘难”的矛盾普遍存在，其

工具等知识模块；在层次维中将课程内容分为三个层次即

根本原因是“专业学习与实际应用割裂”，学生即使完成了

理论层、平台层和应用层；在过程维中根据软件工程过程即

全部课程的学习，也很难快速胜任软件建模与研发的实际工

需求获取、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构造、系统测试和系

作。针对该问题，通过课题研究和教学应用，我们探索并实

统维护进行知识的组织；合理交叉渗透即“在保证课程知识

践了“企业岗位知识需求驱动理论知识，企业岗位能力需求

体系稳定性的前提下，随着技术的变化不断调整更新教学内

驱动实践内容，企业岗位素质需求驱动学习方式”的校企联

容”，增强了课程知识体系的时代性、灵活性、合理性和多

合的机制与方法，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的校企深度合作，与

样性，有效保证了课程知识体系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企业联合共同开展“软件工程校企合作开发课程”的建设，

3.3 方法结合

如图3所示。

m

维度即“层次化、模块化、过程化”，在模块维中根据内

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一直面临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1)

co

理论性强、技术性强和实践性强的特征明显；(2)领域知识庞
大与课时量小矛盾突出；(3)教学内容滞后于产业技术体系发
展；(4)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致学生有效学习时间的碎片成为
极大挑战，教师“教无效、管无效”，学生照样“玩手机、
睡大觉”，其根本原因在于“方法手段与学习效果割裂”，
教学过程中虽然采用了信息化手段和方法，但是学生在学习

图3 校企联合开发课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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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仍然存在知识理解困难、学习效果差的现象，教学质

z.

普遍现象。这些现象对软件工程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运用是

量难以保证。针对该问题，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由于软件工
程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的特点，单一的方法不能适用于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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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课程的教学，必须对教学方法与手段进行深层次创新与
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必须实现与知识模块的对接，
必须与学生特点有机结合，基于这一认知提出并实践了“问
题驱动、案例驱动、项目驱动、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和“基于信息技术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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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Fig.3 Methods for school-enterprise joint development
course

基于上述校企联合的方法，在教学内容的组织、教学过

程的开展、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等方面深度合作，企业工
程师走进课堂、带来项目，学生走进企业、感受技术与企业
文化，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共谋课程建设。具体做法是：与企
业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动态掌握企业对工作岗位的知识、能
力、素质需求；与企业工程师共同制订教学大纲和组织教学
内容；聘请企业工程师参与教学，在理论教学环节以课程讲
座方式讲授部分教学内容，在实践环节直接利用企业实际项
目参与教学指导；带领学生参观企业，感受企业技术文化。
通过以上做法有效解决了“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导致的
“专业学习与实际应用割裂”问题。

4 教学实践(Teaching practice)
长春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团队于2006年开始，围
绕“五个割裂”问题，持续开展软件工程课程“四合”教学

图2 四个驱动有机结合的教学方法

模式的探索，并在三个层次(2个硕士专业、3个本科专业、5个

Fig.2 Teaching method with four drives combination

专科专业)的四门软件工程系列课程进行教学实践，授课对象

针对不同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基本知识的

累计超过1万多名学生。

理解采用问题驱动教学法，基本方法的掌握采用案例驱动教

应用“四合”教学模式开展软件工程系列课程教学，有

学法，软件建模与工程实践能力训练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法，

效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学生优质就业率高，受到用

适当适时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

人单位的普遍好评；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了学生的

技术，在课程资源、课件制作、内容讲授、课程实践与过程

创新能力，近五年来团队成员指导学生完成16项国家级、9

监控等方面全方位开展教学手段的研究与改革，研发了“软

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生参加中国“软件

件工程多媒体教学系统”，建立了“软件工程精品课教学网

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站”，开发了“软件工程在线课程”，实施课上课下、线上

作品竞赛和“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级各类竞

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手段。这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有机结

赛，获国家级奖励20项、省级奖励15项。

合，有效地改善了“教”与“学”的效率和效果，明显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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