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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力为导向的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研究
——以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为例
陈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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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是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其设计思想克服了传统设计方法的

主要缺点，得到最为广泛的应用。根据普通本科教育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目的的原则，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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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象的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通过分析传统教学模式、学生特点以及软件企业招聘需求，结合互联网的高速
发展，提出应用蓝墨云班课的移动教学模式，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度，为切实提高学生编程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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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有效的教学辅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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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Oriented Teaching for Computer Specialty Courses in Mobile Internet
Environment—A Case Study of the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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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course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for computer
majors.Its design idea overcomes the main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design methods and is widely used.According to the
training principle of gener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the aim is to educate applied talents.The main task of the course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object-oriented ideas.By analyz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s,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nd the recruitment needs of software enterprises,consider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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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this paper proposes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teaching mode with the MosoInk cloud class platform,which effectively
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lassroom participation,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students' programming ability.
Keywords: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MosoInk cloud class platform;mobile teaching;programming ability

1 引言(Introduction)

语言作为程序设计的学习语言。Java被公认为是最难学的面

随着计算机和软件技术的发展，信息产业已成为世界第

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之一，很多概念非常抽象，体系结构庞

一大产业，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大[2]。对于初次接触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的学生而言，建立

方式。参照教育部2018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面向对象的编程思维是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这种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计算机技术与其他行业的结合有着广

情况下，教师如果仅以教材的定义，照本宣科讲授晦涩难懂

阔的发展前景。计算技术是信息化的核心技术，这也使得计

的概念和语法，则会使课堂枯燥沉闷，学生逐渐失去学习兴

算机类专业人才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面

趣 [1] 。因此，如何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改进传统的教学方

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在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

式，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的地位，根据普通本科教育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

同时，我们正身处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据今年6月的统

第一线真正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目的原则，课程的任务是培

计数据显示，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已达7.51亿，而网民中大学

养学生以面向对象的思想运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生占比最大，手机几乎成为每个学生的“标配”。因而，近

[1]

培养软件蓝领 。经过调研，选择计算机行业应用广泛的Java

几年来课堂上“抬头率”有所下降，学生依赖手机的倾向显

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育改革项目“基于能力本位的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探究—以我校本科计算机专业筹建为基础”(JG181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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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解决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引入蓝墨云班课软件，以

果，可以清晰地得到全班和每个人的考勤情况，如图1和图2

激发学生在移动设备上学习为目的，更好地推进教学。

所示。点击历史签到记录，缺勤的学生会自动显示，老师还

蓝墨云班课是一款基于移动网络环境实现教师和学生课

可以方便地设置病假、事假、迟到等操作。

堂内外即时反馈教学互动的客户端App，实现教师与学生之
间实时教学互动、资源推送和反馈评价，是老师开展翻转课
堂教学新模式的好助手[3-5]。教师使用蓝墨云班课创建一个班
课，学生通过班课邀请码加入班课，所有学生的智能手机立
即连接成一个可以即时反馈的教学互动网络。教师可以在课
程开课前推送学习视频、文档、音频等资料，帮助学生提前
预习，课程中无论课堂内外，随时开展头脑风暴、问卷、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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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答疑等教学活动。通过两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高，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有趣，手机不再

图1 签到方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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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教学而是成为必要的辅助设备。

2 传统方式的教学现状(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Fig.1 Check-i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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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常的授课方法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跟随教师
的课堂引导进行学习。教师一般从面向对象的概念、特征开
始，逐步讲授Java语法、以简单算法为例讲解程序设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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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抽象类与接口、异常处理和数据库编程。这种依据大
纲组织教学，形式比较单一。实验课中往往是验证课堂讲授
过或教材给出的例题，欠缺联系前后知识的综合性题目，使
得上机实验形同虚设，达不到提高学生实际编程能力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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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往往一知半解，阅读程序时感觉似曾
相识，离开例题就无从下手，缺乏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的能
[1]

力 。

导致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上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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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教学效果不理想。这样培养出的学生理

图2 签到统计结果

Fig.2 Statistical results

3.2 实时把控学习过程
借助云班课[6]软件，可是随时发布ppt、视频、作业等各

论功底不足，实践能力又达不到行业用人标准，造成了毕业

种教学资源，有效地解决了本校北京和涿州两校区教师课后

生就业困难或就业专业不对口。Java语言具有很强的理论性

辅导的问题。学校拥有北京及河北涿州两个校区，教师每周

与抽象性，假如课堂上仍然以教师为主体，延续灌输式的教

往返两校区上课，空间的距离使得教师不能即时解决学生遇

学，就会使得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更多的学生成为“低头

到的问题，尤其是，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java的学习过程

族”。普通本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企业需要的高素质应

中，学生会遇到较多自己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在教学中借助

用性人才，但现有的教师授课方式和学生的学习特点造成了

云班课，可以随时随地与学生互动，布置预习内容、发布作

[1]

毕业生与企业聘任岗位的差距 。

业、讨论/答疑等，学生能够及时得到老师的帮助指导。

3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教学模式(Teaching model
based on MosoInk cloud class platform)

暴”的形式总结上一次课程的重难点，布置新课内容的预习

3.1 即时签到

要点，督促学生做好复习和预习。每周课后给学生以“作业/

在教学过程中，每周上课的前一天给学生以“头脑风

近年来的教学中体会到部分学生的学习状态不足，迟

小组任务”的形式布置作业，对所学知识加以巩固和练习。

到、旷课情况时有发生，尽管曾认可学生不愿意学，硬拉到

比如，在讲授第一章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概述后，给学生发布

课堂意义不大，但慢慢认识到老师的严格要求能够有效的提

需要掌握的重难知识点：“了解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过程、

升学习风气，因此考勤是必要的。近100名学生的点名要花费

认识到学习java面向对象课程的意义和重要性；掌握对象、类

几分钟的时间，蓝墨云班课的签到功能使教师从点名考勤中

与实体，对象的属性与相互关系”，便于复习掌握。随后分

解放了出来，点名过程仅需几秒钟，并且具有充分的统计结

次发布作业，如“1.java运行环境的配置及编译过程，编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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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译后文件扩展名2.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有
几个，分别是什么？”等。如图3所示。

图5 个人评价界面

Fig.5 Personal evaluation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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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资源发布

Fig.3 Resource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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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发布后，通过发消息的形式广播给每一位学生，
提醒有新的任务或资源发布，学生根据课后时间安排完成相

学生互评。学生完成作业提交后，根据预先设定好的评价方
式，完成任务评价。从教学的具体实践看，有效地调动了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互评促进了相互间的学习交流。如图4
所示。

z.

关作业和任务。教师可以预先设定评价的方式，教师自评或

图6 班级评价

Fig.6 Class evaluation

4 结论(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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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的基于蓝墨云班课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

程的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授课模式 [7,8] ，每一个教学环节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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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数据相对应，使得教学过程具备较充分的可控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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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学生互评

Fig.4 Students' mutual assessment

3.3 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

针对教师布置的作业，学生提交后期待老师的评价和反
馈。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判作业需要携带学生的纸质版
作业，或通过电脑查看电子版作业。互联网环境下的云班课
形式，使得教师随时随地利用手机判作业。对教师而言，在
备课、授课、科研之外的任何碎片时间都可加以利用，提高
了时效，同时，学生可以实时查看教师的评价结果，针对有
疑问的知识点可以和教师进行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
师和学生一对一辅导。云班课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整个学
习过程都有数据记载，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赋予相应的经
验值，各类活动的经验值按一定的权重折合计入学生的期末
总评，从而对学生的评价就不是单一的结果考核，而是多维
度的过程评价。通过系统可以查看每个学生和班级整体的学
习情况，一目了然。如图5和图6所示。

化了教学过程。课堂形式灵活多样，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兴
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为切实提高学生编程能力提供了
有效的教学辅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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