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生学习共同体在软件工程专业课程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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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对高等院

校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较为严格。如何缩短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实际生成应用的要求之

间的差距成为广大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面临的严峻挑战。探讨师生学习共同体在软件工程专业课程的应用研究，旨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结合师生学习共同体这种有效的培养方式锻炼学生动手实践能力，提升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为计算机行业发展提供优质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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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are knowledge intensive industries, which have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employees, and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the 

talent training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other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shorten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alent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practical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has become a severe challenge for the majority of education managers and work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teacher-student learning community in a series of. Net enterpris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courses, in order to train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and provide high-quality talent reser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industry. 

Key words—Teacher student learning community, Enterpris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Software engineering 

1  引  言 

2001 年，为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

和软件产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实现我国软件人

才培养的跨越式发展，教育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共同研究决定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作为新时期推进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经统一部署、

有关高校申报和专家评审，首批批准包括吉林大学在

内的 35 所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历经 20 年

的建设与发展，吉林大学软件学院结合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数学学院等相关学科优势，已经形成了本-

硕-博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已为我国培养大量软件专业

人才。 

吉林大学始终关注专业建设及相关培养方案，已

经开始 2022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旨

在落实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质量标准，适应“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的发展需要，强化专

业建设内涵，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保证人才培养

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成长成才需要，努

力形成具有吉林大学特色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2  关于师生学习共同体 

1995 年，美国教育家博耶尔对“学习共同体”定

义是群体成员为实现共同的愿景，彼此分享学习资源、

共同探索知识而开展的学习活动
[1-3]

。作为教育过程中

最主要的两类主体，教师和学生通过课程紧密结合在

一起。如图 1 所示，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把所有知

识点的掌握分为 6 个层级，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已＊基金资助：本文得到吉林大学 2017 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17QNYB054)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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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具备了记忆、理解以及应用等初级认知，学生和教

师之间的互动不仅仅体现在教学活动中，学生与教师

在科研训练中的共同学习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对培养

学生的分析、评价，甚至创造等高级认知意义非凡。

高校师生具备“实现共同的愿景”的基础和条件，具

备更多成为能够彼此分享学习资源、共同探索知识而

开展学习活动的“学习共同体”的可能。 

 
图 1  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强调系统性和整体性。根

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学制要求，统筹培养全过程，要求

科技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

主干学科与相关学科，理论素养与创新创业能力，知

识、能力和素质。在后疫情时期背景下，还要推进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促进传统课堂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通过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和优化教学内容体

系，合理减少课程学时学分，建立课前-课中-课后贯

通、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新形态，增强课程教学的创

新型、高阶性和挑战度。 

3  软件工程专业课程建设思路 

软件开发强调团队合作精神，学生需要融入团队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和发展，师生学习共同体非常适

用于软件工程专业相关课程。师生共同学习能够培养

学生多方面能力，要掌握独立开发的能力，要学会与

团队成员的沟通、表达，要善于跟团队负责人（教师）

汇报工作，要善于发现问题和制定解决方案，从而形

成今后进入工作岗位所需要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
[4-6]

。 

在课程设置方面，学科基础课应该根据学科专业

发展趋势，注重增加新的及相关学科课程。专业课应

该聚焦毕业要求，抓住那些起到启蒙、点拨作用完成

专业训练的最基本的核心部分，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

能力。进一步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建立全过程形成性

考核评价体系，按课程考核要求，区分考试课和考查

课，考查课程占一定的比重。考核过程可以尝试通过

“学习共同体”的方式进行，每个成员的考核结果对

共同体都会产生影响，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担当能力。 

参加全国性的软件开发大赛对师生学习共同体的

形成具有显著作用。软件大赛对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及编程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也给软件工程专业

相关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有一定启示。传统

的以讲授语法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授课方式会使学生失

去对课程的兴趣和学习动力，学生的编程水平、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均未得到提高。授课教师可以

从大赛的竞赛题目，评判标准等内容中借鉴并得到一

些真正能够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进而促进学生就业的教学重点和教学方法。通过分析

竞赛题目，可以针对相关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教学内容

的设计，不再依赖教材教条的组织课堂教学。教学内

容要紧跟技术进步实时更新，让学生学习并掌握真正

能够应用的上的技术。 

高等教育中教学活动固然重要，课外学习对师生

学习共同体同样效果显著
[7-10]

。将课外教学作为课内教

学的合理补充，鼓励软件工程专业教师开设一些教学

与科研相结合的前沿性课程，进一步完善综合性、创

新型和研究下实践教学体系。开放教学和科研实验室，

使得本科生有机会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推行本科生

科研训练计划，积极开展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在上

述科研训练过程中，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方式能够将师

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学生和老师都是一种锻炼。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教学也为师生学习共同体的

应用提供了条件和平台。吉林大学目前已全面推广线

上教学平台的应用，以学习通为例，学生在入学的时

候就分配了相应的学习账号，教师可以通过学习通创

建课程。通过该课程应用，学生与教师联系在了一起，

老师可以发布通知、布置作业、发布学习资料以及线

上考试，学生可以线上讨论，可以跟老师线上交流，

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实现了师生线上的共

同学习。 

最后，在考试考核的过程中，也尽量避免对理论

知识的考核比重过大，设计一些更有发挥空间的考试

题目。考试考核方式的改革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学生的职业素养和

专业技能，突出强调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最终为培养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的

综合素质较高的软件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软件技术专业课程改

革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具体开展： 

（1）建设以能力为目标的软件专业课程体系。从

企业用人要求和岗位任职标准出发，以工作过程系统

化为导向，以学习过程考核为重点，将职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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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于人才培养全过程。依托校友资源，深入开展软

件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方法，引入“工学结合、行动导

向、师生共同体”教学模式，强化软件项目案例在教

学实施中的应用，将真实软件项目引入课堂与实训，

设计教学任务，学生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掌握专业知识、

训练专业技能、培养职业素养、构建能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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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软件技术专业课程改革 

 

（2）创新“软件项目”师生共同体教学模式，通

过各类生产性科研活动和技能大赛，锻炼学生的职业

能力，培养职业素养。建设以理实一体化的专业教学

方法，将原有理论知识体系结合到实际项目开发中，

以项目、任务为主线，切合软件开发工作需要。教学

过程强化技能培养环节，弱化理论研究环节，贴合职

业教学需要，培养真正符合软件行业发展的技能型人

才。在学生职业能力形成过程中，以能力变化和完成

项目的质量作为判断依据，把传统评价方式转变为过

程评价为重点的形成性评价方式，客观、真实地体现

职业能力培养的效果，启发了学生自觉，实现了人才

培养与企业需求的统一。 

4  课程案例分析 

《嵌入式中间件技术》是我校软件工程专业开设

的一门选修课，同时适用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类、

物联网相关专业的学生学习。主要讲解嵌入式中间件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应用场合的基础上，选择典型

的嵌入式中间件进行讲解，并以实例为主实现嵌入式

中间件的编程，使学生对嵌入式中间件有整体的了解，

并具有具体的使用体验。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方式

就非常适用于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发

现，虽然是一门选修课，但学生对这门课程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通过动手实践，可以开发出具有实用价值

的产品和模型，所见即所得。 

简单地说，嵌入式中间件就是在嵌入式系统程序

中使用的中间件。嵌入式中间件是位于嵌入式系统软

件(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数据库等)与应用软件之

间的一种软件，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所提供的基本功

能与服务，为上层的应用系统提供运行开发环境。嵌

入式中间件是使嵌入式应用独立于具体软硬件平台的

核心软件环境。 

以该门课程中的一个章节为例，会安排 4 个学时

用于讲解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即射频识别技术。大家所熟知的物联网就是在计算机

互联网的基础上，利用 RFID 技术、传感器网络、无线

数据通信等技术，使物品能够通过现有的互联网连接

在一起，物品与物品之间可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在物联网时代，突破了以往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实现

了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沟通。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射频通信、信息安全等技

术的发展，RFID 已开始广泛应用于物流、制造、交通

运输、医疗、防伪、跟踪、设备和资产管理等公共信

息服务行业。由于具有高速移动物体识别、多目标识

别和非接触识别等特点，RFID 技术被认为是 21 世纪

最有发展前途的信息技术之一。研究 RFID 技术和发展

RFID 产业对提升信息化水平、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

增强公共及国防安全等方面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 RFID 的讲解最后会安排一个简单的应用实例，

构建一个功能简单的 RFID 中间件，具体需求为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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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 RFID读卡系统，实现 EPC 标签数据读取和在分

工式中的传送，为具体的 RFID 应用打下基础。 

设计的系统总体结构如下图 3 所示。使用 RC522

读卡器；采用树莓派电脑作为前端机器，连接 RC522

读卡器。 

 
图 3  RFID读卡系统总体结构图 

使用 Python3 编程实现读卡器程序，读取 EPC 标

签数据；在一个树莓派上构建 MQTT 服务器，安装并配

置服务，采用开源的 Mosquitto 服务器软件；在另一

个树莓派上，或在安装 MQTT 服务器同一个树莓派上，

利用 Eclipse Paho 开发包，编程实现 MQTT 客户端功

能；编程实现读取 EPC 标签数据并发布标签数据到

MQTT 服务器；手机上安装 MQTT 客户端应用程序，用

于测试接收 EPC 标签数据。 

中间件的简单实现包括如下步骤：（1）在树莓派

上安装 RC522 驱动程序；（2）在树莓派上安装 MQTT

客户端开发包；（3）构建 MQTT 服务器；（4）树莓派上

实现简单的 RFID 中间件功能。 

该系统实现了读卡器功能和简单的延时后重新读

取，以解决重复读取的问题；实现了 MQTT 客户端的功

能，用于读卡消息的发布，实现了分布式的消息发布，

在此基础上，可以容易地实现上层的应用。 

上述课程案例适用于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方式进行

开展，软件专业的学生动手编程能力较强，但对硬件

设计、电路连接、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了解不多，需要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与学生组成开发团队，共同完成系

统的设计、开发与测试。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硬件支

持或者仿真环境，在这种课程中，学生会遇到很多实

际问题，都需要老师予以指导，学生思维活跃，会主

动学习中间件开发的最新技术，师生共同学习，共同

进步。 

5  结束语 

笔者通过对软件技术专业课程内容的设计与改

革，围绕如何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开展了诸多实践工

作。多次指导学生参加了全国性软件设计大赛及创新

创业大赛并频频获奖，完成吉林大学校级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 2 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近 10余篇，通过对毕

业学生的反馈，所做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计算机及

软件行业的发展需求就是高质量人才的储备，探索有

效的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方式与方法，培养具备

良好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优质人才，对我国软件行

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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