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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软件开发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 WEB 应用开发新工科课程改革为思路和主线，构建 WEB 应用开

发课程改革体系，从教学大纲制订、教学内容设计、实践体系构建、教学平台及教学手段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实践表

明，本课程改革有效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水平，有力推动了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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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ims at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takes the 

new engineering course reform of 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idea and main line, constructs the 

curriculum reform system of 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carries out the reform from the formulation of teaching 

syllabus,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system, teaching platform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curriculum reform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he level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and strongly 

promotes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of the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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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核心

教育目标，也是我国发展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人才支撑
[1]
。《WEB 应用开发》课程是应用型本科院校计算机

与软件工程专业非常重要且有代表性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程，它与当前行业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

和技术需求对接非常紧密，对于培养学生的软件开发

思想、软件工程理念、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对接产

业人才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本科

人才的关键课程和重要一环。 

然而当前 WEB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已不能满足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近年来，

新工科课程改革已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重要改革路径
[2]
。本文以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 WEB

应用开发新工科课程改革为思路和主线，构建 WEB应

用开发课程改革体系，阐述 WEB应用开发新工科课程

改革措施及实践效果，着力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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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高素质软件开发应用型人才。 

2  WEB 应用开发课程的现状及特点 

《WEB应用开发》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的核心

专业课程，涉及的理论知识多，既包括多种 WEB编程

语言的学习与应用，又包含多种开发平台、开发框架

和部署平台等，同时，对实践能力和工程应用要求很

高，既要求理解解决具体编程问题的办法，又需要掌

握与团队合作共同推进项目的能力，对于提升软件工

程专业本科大学生的 WEB开发综合能力素养举足轻

重。然而国内 WEB应用开发课程的教育实践中还存在

不少问题，如重理论轻实践、强调个人开发而忽视团

队协作、关注课本知识讲授而轻视新技术持续学习与

应用等问题，随着 IT企业对于 WEB开发人才质量要求

不断提高，当前的 WEB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已逐渐不能满足产业需求。 

Web 软件开发行业在持续不断发展，对于 WEB开

发技术人才的需求旺盛，尤其是掌握前沿 WEB开发技

术、工程能力扎实的本科毕业生，这对当前本科院校

WEB 软件开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

前 WEB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体系并不能适应行业发展

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教学内容落伍，知识

陈旧，与社会需要和主流 WEB 开发技术脱节；另一方

面，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手段和实践过程单调缺乏创

新，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弱，工程能力欠缺，

凸显当前 WEB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亟

需改善。 

3  WEB 应用开发新工科课程改革与实践 

为了改善和提高 WEB应用开发课程教学质量、提

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课程从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首先从教学内容源头上进行分析，对教学大纲、教学

内容、实验实践进行了彻底梳理，并重构了本课程的

大部分教学内容，使之更加符合当今 WEB开发行业的

时代特点和行业需求；其次，在教学方法实践方面，

引入了 CDIO模式的“做中学”教学手段，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在线教学和评测平台，制作了很多实操视频，方便

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最后，通过课程

实训项目，将之进行深度挖掘和延伸，再根据学生的

学习特点和兴趣爱好，组织学生参加软件设计方面的

学科竞赛，申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推荐学生参与

到企业实际项目开发中，将课堂中学到的 WEB开发知

识运用于实际项目中。我们分别从教学大纲制订、教

学内容设计、实践体系构建、教学平台及教学手段等

4个方面论述课程改革的具体举措。 

3.1  制订科学合理及定期更新的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是课程设置的灵魂，制订科学合理、满

足人才培养目标的教学大纲是任何课程教学的核心要

务。而且 WEB开发知识呈现出技术不断进步和版本不

断演化的特点，教学大纲的修订也要顺应业界主流技

术的发展方向。本课程从 WEB开发人才所需要具备的

知识和能力出发，根据 WEB 开发技术本身的特点对课

程知识进行横向和纵向切片，形成“前端+后端，静态

+动态，平台+语言”的划分方式，按照“强调基本原

理，重视上机实验，以点带面举一反三”的原则制定

教学大纲，既保证核心理论和知识的完备性，又能满

足新技术融入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3.2  设计立体模块化的教学内容 

传统教学内容的设计遵照固定教材和章节时间顺

序、按照知识点的多寡难易进行线性增量式的设计。

但随着 WEB开发技术的不断升级与快速更新，这种方

式已极大地束缚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创新能

力，使得 WEB开发新知识新技术引入课堂阻力重重，

课堂教学内容逐步落伍。本课程以一种新的立体模块

化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包括三部分：知识模

块集的设计、教学案例库的设计、实验实训包的设计，

打破以往线性增量式的内容设计方式。这种模式涵盖

了 WEB应用开发课程教学过程的核心要素，使得教学

内容的取舍变得相当灵活且易于更新，顺应了技术发

展的需要。同时，这种模式也可推广到其他工程技术

开发类课程当中。 

3.3 构建 CDIO“做中学”模式的课程实践体系 

CDIO理念强调以工程教育模式来培养工科工程

型人才
[3]
，它的核心做法便是“做中学”

（Learning-by-Doing）。本课程构建基于 CDIO“做

中学”模式的课程实践体系，该体系以实验实训包为

基础，将全部实验内容分层分级设计，划分为 4部分：

知识验证实验、个人项目实验、团队项目实验、企业

项目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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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立体模块化教学内容包设计 

 

图 2  基于 CDIO“做中学”模式的课程实践体系 

根据学生的掌握情况和教学进度，合理安排实践

内容。在实践过程中重视提升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特别是团队合作精神，让学生通过在做实验、做项目、

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巩固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真正掌

握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3.4  搭建基于慕课平台的创新型教学载体 

慕课对于本科课堂教学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充
[4]
，

是一种创新的教学载体。对于 WEB应用开发课程尤其

有意义。本课题致力于搭建慕课平台作为创新型教学

的载体，制作慕课资源和素材，在线提交上机作业并

进行自动评判，教师与学生可以在平台上进行互动学

习和讨论，由于慕课平台多终端接入的特点，学生可

随时随地学习并可与同学进行知识分享、与团队成员

同步项目进度，最终使慕课平台成为传统课堂教学和

实验室教学的有力补充。 

4  WEB 应用开发课程教学实践及效果 

本课程以“3+2”形式进行授课，“3”是指校内

的 WEB 开发理论+WEB 基础实验+WEB 项目实训，

“2”是指企业 WEB 项目实训+校企合作 WEB 项目

实战，积极运用自主研发的在线教学平台，通过多种

终端进行课程资源传播，组织教学和实践过程，引导

学生自主自发学习，提供教与学质量的双向提升。 

 

图 3  “3+2”授课模式 

采取课堂讲授、课后自学、课堂讨论等形式。课

堂讲授采用启发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每章内容讲授

之前或之后，将思考题留给学生，采用课堂提问、组

织学生讨论等方式，鼓励学生自学，培养学生的自学

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上机实验是对教

学内容应用的实践环节，根据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指

导书中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进行系统配置、编写和调试

程序，并要求学生在每个上机实验项目完成后按照实

验大纲的格式要求写出实验报告。 

通过先进的授课形式和实践过程，本课程改革具

有以下创新点： 

（1）情境化与模块化组织，以情境与项目开发为

主线，将课程知识点分成既相互关联又可独立分割的

知识模块，构建分层次的 WEB技术模块组合，使得教

学资源柔性可定制，促进不同层次学生的专业学习需

要。 

（2）项目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类比法教学

等多种教学方法融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3）在线教学和课堂教学结合，针对重点章节推

行翻转课堂，加强重点知识学习效果。 

（4）在线作业和自动评测结合，提升学生作业体

验，改善学生作业质量和效率，提高教学目的性和针

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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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过本课程与（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相结合的实践，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积极参与各类

省级国家级学科竞赛并提交软件设计类作品多项，取

得优异成绩，申报与软件设计与 WEB开发相关的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并立项多项，WEB软件开发类的

毕业设计作品质量和优秀率稳步提升，毕业生就业质

量位居全校前列。 

5  结束语 

本课程在多维度和层次进行改革和实践，在课程

改革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探索，教学改

革与行业级的技术方向和人才需求接轨，在教学内容

上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采用全新的思维和视角，根

据 WEB开发技术的特点，对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进行

了分层分级切片，重新建立本课程的体系框架。借鉴

学习高等教育界最新的 CDIO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成果，

并结合本专业和本课程的特点进行吸收和改进。融合

慕课开放平台和在线教育的优势，进行教学方法的改

革和创新。 

尽管改革取得了相关成绩和成果，但仍然有些问

题需要重视。例如，在理论和实践教学过程中，如何

兼顾不同基础学生实施分层分级教学和实验安排；教

学资源如何取舍优化，既满足和适应社会需要，同时

能在规定的学时完成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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