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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转课堂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通过分析软件工程的教学特点和翻转课堂的优势，针对软件

工程课程存在的内容抽象，实践性强、教学方法单一问题，提出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方法，从课堂教学，实验
教学等环节阐述具体的改革内容，有效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采取项目案例教学为主线的模式提高了学生的
实践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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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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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lipped classroom i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By analyzing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such as abstract contents,strong practicality and single teaching method,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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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method based on the flipped classroom,and expounds the specific reform content from the links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which improves the self-learning abilities of students,enhances the practical abilities of students
with project case teaching and arouses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students.
Keywords:flipped classroom;software engineering;project cases

ww
w.

1 引言(Introduction)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不断强调学生的主
体地位，推动着国内外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引起了学者的
广泛关注 [1] 。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能因材施教，不能顺势引
导学生发散思维，让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的谜底，反而让学
生都去接受教学大纲的“标准答案”，这样会让学生疏于思
考，缺乏自己的思维，不能开拓学生的创造性思维[2]。这样就
达不到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目的，挫伤学生的创新性思考的
能力；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在课堂上进行知识的传授，而知识
的内化则在课堂外完成。翻转课堂是学生在课外自主完成知
识的学习，在课堂进行提问，完成知识的内化 [3] 。翻转课堂
增加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使教师可以更好地“对症下药”，
让学生能够及时掌握知识，从而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及应用；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观看视频学
习，掌握学习进度，不必像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进行紧张的
填鸭式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了大部分主动权。软件工程是一
门理论抽象、工程性强、操作性强、重实践性的学科[4]，这就
使得学生难以及时掌握所学知识，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

正好可以弥补传统课堂在软件工程课程中存在的缺陷，所以
将翻转课堂应用于软件工程课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2

软件工程的特点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the
problems in teaching)

《软件工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这门课程强调用工程的思想、概念、原理、技术和方法
来设计开发和维护软件；要求学生了解结构化思想、掌握敏
捷开发等软件开发技术，掌握面向对象的软件需求分析、设
计及实现的一般方法，为今后更好地学习和从事软件工程领
域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5,6]。该课程的特点及教学中存在主
要问题：
(1)课程内容抽象实践性强，教学方法单一
软件工程这门课程的内容比较抽象，有较强的实践性。
目前该课程大部分都是由教师讲授理论知识，学生填鸭式学
习。但是这些理论知识并不是空洞的理论，它是从实践中总
结出来的或是前人不断总结摸索出来的，内容比较抽象，不
易理解，教师仅讲授理论知识点学生难以理解，而且内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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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视频的过程中完成习题，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
增强互动性。如果习题完成效果不好，学生可以反复多次观
看视频，在每个章节最后教师可以对本章知识进行汇总并给
出一套有深度的课后习题让学生完成，当学生完成课后习题
后，网络教学平台将学生的完成情况反映给学生，学生肯定
会产生很多疑问，然后学生自己整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
学生既可以在课堂上跟老师、同学讨论，也可以在平台上与
教师交流沟通。
(2)课堂讲授及训练
翻转课堂的目的在于通过灵活多样化组织课堂活动把知
识内化最大化[8]。对于软件工程这门课程，教师应该围绕项目
案例软件定义、软件开发、软件维护三个时期八个阶段设计
教学活动，在课堂上，根据每个章节内容的特点，教师可以
选择演示项目进展、讨论案例、答疑等不同的教学形式[9]，教
师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完成课堂讲授知识的内化。
a.课前学习情况测试。教师根据学生课前观看视频情
况、课后习题完成情况，以及学生提出的问题初步掌握学生
的学习情况；然后教师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对学生
进行提问，查看学生观看视频效果，或者教师可以根据平台
反馈的学生学习情况及课程内容设计出一些新的习题问题，
上课时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学生也可以提出自己目前
的问题，由老师或学生进行答疑；最后教师根据课堂的反馈
总结需要重点讲解的知识。
b.知识讲解。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简单的对所有内容
进行串讲，然后根据课堂反馈对重难点知识进行详细讲解[10]，
对于一些操作性强的问题教师可以边演示边讲解。首先，导
入案例，这要求教师将准备好的项目案例作为教学材料，通
过展示一个具体的项目或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将学生带入
到课堂中[11]。例如，在图书管理系统中，可以通过学生自己平
时在图案书馆的借、还书情况，让学生提前知道这个系统是干
什么用的，有哪些主要的功能，开发这个系统需要什么工具等
一系列问题，先让学生对这个系统有一个感性认识，然后再演
示项目，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
c.项目练习。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学生对所学知识有
了基本了解，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实践。教师可以将学生按
角色分组，每组3-4人，保证每个组既有学习能力强的也有
学习能力一般的。然后让每个组完成一个小项目进行实战，
进一步理解知识，在完成项目过程中老师可以适当给每组提
示、指导，使学生能较熟练地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
(3)课后总结与巩固
课后学生重新思考课堂中遇到的问题，对老师在课堂上
提到的重要知识点进行总结，也可以回看视频加深对知识点
的理解[12]。针对复杂问题，给出可行的开发方案和开发计划，
具有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中小型软件系统和大型系统的独立
子系统的能力；具有独立撰写软件项目实施过程所需的可行
性研究、项目计划、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系统测试等报告
文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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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枯燥，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心理，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这对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2)前序课程依赖程度高
软件工程的前序课程包括C++程序设计、算法与数据结
构、数据库原理等，由于学生对前序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不
同，积累程度不同，学生的基础也参差不齐，这就给该课程
的教学带来一定的难度。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需要对用到
的前序课程的知识点进行复习，否则可能导致本部分内容有
一部分同学不能理解或理解不到位，甚至对后续内容的学习
造成更大影响。
(3)项目案例缺乏完整性和实用性
有的教师在选取教学案例时偏离学生实际，即使花费大
量的时间讲授了一些案例，由于学生平时缺少实际项目的开
发经验，也很难理解软件开发的全过程。有的教师所选案例
规模较小，如简单的学生成绩查询系统等，在学生看来，可
能不需要完全遵循软件工程的设计过程，也能做得较好，软
件的可用性也不差，这就导致学生不能更好地建立系统完整
的软件工程概念体系，缺乏对所学知识的整体认识。
(4)学生项目开发经验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
软件工程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较强的综合性课程，如
教师只注重理论课程的教学，忽视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动性的
发挥，学生缺乏对实际项目案例的设计开发，缺乏对所学知
识的整体认识。对于刚刚讲过的知识，抽取其中一部分进行
提问，学生常常回答不上来，这说明学生没有将知识内化，
一学期下来，学生可能感觉只学会了几个概念原理，对于如
何去使用这些原理根本不清楚，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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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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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工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for softwar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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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翻转课堂的软件工程课程教学采取以项目案例为主
线的教学模式，整个教学过程由项目案例为导向，以一个具
有一定规模完整的软件开发项目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过程的
始终[7]。软件工程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型主要由课前在线理论
学习、课堂讲授及训练、课后总结巩固三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所组成，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软件工程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型
Fig.1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for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1)课前在线理论学习
课前理论学习是课堂讲授及师生互动的基础，学生在这
一阶段将学习基本的概念原理性的知识点，教师根据教学大
纲、教学进度、章节特征安排教学活动，并录制视频上传到
网络教学平台，要求学生提前观看并完成习题。
学生按照老师布置的任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学
习。教师可以在视频中间或末尾穿插一些习题，让学生可以

3.2 实验教学
由于软件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所以我们在
教学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与设计。为了使
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同时又能较好的把理论应用到实
践中，每个阶段我们都配备了相应的实验环节，实验教学与
课堂教学保持同步进行，更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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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了所学的理论知识，除此之外我们还安排了相应的课程设

5 结论(Conclusion)

计。在实践教学环节，要求学生能严格按照软件工程的设计

翻转课堂为软件工程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方

思想独立完成各自的任务，并坚持阶段评审的原则，最大限

法，把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到软件工程的课堂教学和实验

度的发现软件设计过程中的缺点、错误，保证软件的可用

教学中有效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采用项目案例

性、可靠性。

教学的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教学方法上，以培养学生自主创新和独立思考为目标，

趣。通过让学生参与教师实际科研项目的研发，使学生能真

以项目案例驱动为主题，组织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参与到实际

正把所学的理论原理性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项目的开发过程

项目开发的整个过程中，将复杂抽象的理论知识融入实验环

中，熟练掌握项目开发的流程，更好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

节中，使学生能熟练掌握软件工程的整个开发流程。根据项

极性和主动性。

目案例的实际需要对学生进行分组，确定各自的角色，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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