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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Ｃ＋＋ 程序设计》课程研究性教学改革方案
—以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为例
——
林科学，钱 燕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1）
【摘 要】VC+ + 语言程序设计的教学是教与学的同步过程，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应根据该课程的特
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多元化教学。通过
“一个方向、
两个平台、
多元融合”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与教学效果，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学习的自觉性。经过我校实践，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VC+ + ；程序设计；
教学改革
在理工科高校中，计算机和外语是两大基础课

在 VC++教学过程中，最大的矛盾体现在有限的

程。程序设计则是计算机课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门

课时与高难度的知识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的

基础课程，它不仅锻炼学生的编程能力，更是促进了

延展性很大，学生在课外需要独立面对的问题很多，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VC++语言作为所有程

如果不能制定有效的学习措施，学生很难取得好的学

序设计语言当中最具活力、最灵活、应用最广的一种

习效果。

编程语言，是大学理工科尤其是电类专业必开的一门

1.2 解决问题拟采取的措施

课程。我校工学院电类专业开设了 VC++选修课。

1）由于 VC++语言涉及的概念多、规则广、应用十

１ 改革背景

分灵活，因而初学者难以掌握，很容易出错。尤其 C 语

1.1 目前 VC++课程设计课程存在的不足

言基础薄弱的学生，学习 VC++更是困难重重。针对这

1）缺乏从 C 语言到 VC++语言的知识衔接。

一问题，我院组织任课教师开设了暑期学校，进行远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有限，教师很难有机会

程授课并录像。

帮助学生进行有效的知识衔接，以至于部分基础薄弱

2）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将本课程改单一方案

的学生在学习中遇到较大的困难。C 语言强调面向过

研究性教学模式为“双平台”
研究性教学模式。我校面

程的程序设计，而 VC++语言则强调面向对象的程序

向全国招生，各地基础教育水平差异明显，为此教学

设计，
二者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区别。

方案理应多元化。

2）缺乏层次分明的因材施教。
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每人的基础差异明显，

3）使用网络教学法，模块教学法，项目驱动法和
发现教学法，与启发、探究教学法结合，形成多元化教

对于 VC++语言知识的感兴趣程度，能够在学习中投

学方法。目的是进一步全方位提高学生听课和主动学

入的精力也不尽相同。尤其采用项目设计为主导的教

习的效率。

学方式时，这些差异更为显著，对教学效果产生了很

4） 增加资料齐全的课程网站、课程资料网络云

大的影响。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对于不同的学生务必

盘，使用 QQ 教育软件远程授课答疑，求助学长等多种

区分对待进行教学。

措施来共同提高学习效率。从教学效果来看，取得了

3）缺乏更积极开发学生创造性的措施。
学习中，更多的解决方法是在现有的参考书籍

显著的成绩。
２ 改革思路

或网络中寻求答案，比较少的会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尝

2.1 一个方向：

试来解决问题。

以研究性教学模式为指导，以实现学生自主学习

4）缺乏更有效的辅助性教学措施。

能力的培养和研究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导方向。鉴于

基金项目：南京农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基于多元教学法的研究性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2013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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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教学学时，务必要挖掘课堂以外的时间让学生

３ 研究型教学内容

主动获取知识。

3.1 网络远程教学环节

2.2 两个平台：

新学期开始之前的假期，开展网络远程教学，即

“以项目整体构建为主导的教学平台”和“以项目

通过网络实时授课的方式，进行前导知识的教学，以

模块构建为主导的教学平台”
，构建因材施教，学有所

缓解学生基础薄弱的问题。教学中通过和学生互动，

成的教学环境，
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
“以项目整体构

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知识需求程度，为正式上课

建为主导的教学平台”主要面向有一定基础的同学，

后的教学组织提供有效参考。

让学生尽快融入到项目开发中去，在项目开发中不断

3.2 项目教学环节

掌握新知识，
不断提升自己。
“以项目模块构建为主导

“以项目整体构建为主导的教学平台”采用项目

的教学平台”则面向基础薄弱的同学进行实施。此种

教学模式，教学初始阶段布置整个课程的项目设计内

方式将 VC++整体分成若干个项目模块，每个模块包

容，围绕一个实际的数据库或网络项目设计主题，积

含若干知识点，通过这种分解的方式让学生轻松掌握

极引导同学确定项目具体内容，通过自主学习的形

VC++每个知识点内容。

式，完成该项目设计的制作。在课程的网站中，
提供该

2.3 多元融合：

项目设计相关的资料，要求和目标，鼓励同学发挥自

鉴于学生个体的差异，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中，宜

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学习延展性知识的同时，增

实现多元化融合。综合采用网络教学法、模块教学法、

强对计算机程序总体项目设计的认识，激发学习兴

项目驱动法和发现教学法，以及启发、探究教学法等

趣。

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全面的活跃课堂教学气
氛，
延展教学空间，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因材施教的双平台教学方案如图 1 所示：

3.3 模块化教学环节
“以项目模块构建为主导的教学平台”采用模块
化教学模式。教学的课堂组织中，采用多元化的教学
方法，通过针对性的对某个案例的研究，剖析知识，启
发研究，综合采用模块化教学法，发现教学法，项目驱
动法等不同的方法，使学生在课程以外的时间，产生
更多的思考。具体教学内容为，组织 15 次专题讲座，
分别对应 Visual C++程序设计语言课程的核心内容。
每次讲座前让学生做一些与讲座有关的编程题目，题
目设置时尽可能步骤详细，能让多数学生对照做题步
骤完成题目。然后教师通过讲座完成类似的题目，但
题目的难度要稍微大一些，解题效率要高一些。内容

图 1 因材施教的双平台教学方案示意图

设置应统筹考虑，一般三次讲座以及学生动手实验的
内容可以组成一个独立功能的小型应用系统，以锻炼

以多元教学方法为支撑，确保研究性教学改革有
效实施，
具体措施如图 2 所示。

学生的系统集成和软件测试能力。
3.4 项目竞赛环节
为学有余力，愿意进一步开展项目制作和研究，
自主创新学习效果好的学生，提供项目竞赛的机会，
更进一步的激发其学习主动性和探索的欲望。竞赛分
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预赛即为项目考核，项目考
核中 20%的项目进入决赛，决赛中分为“数据库”和
“网络”两个分组进行评奖，设一、二、三等奖和创新奖
等奖项。项目竞赛环节作为课程教学内容的外延，给
予学生更高，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引导其继续学习，深
入研究，发挥潜能。

图 2 研究性教学改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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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 SDK 中必要的库文件导入到项目文件中；

本文在安卓手机环境下设计一个广告营销 APP，该

（3）在布局文件中加入组件 MapView，通过它控

APP 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内容丰富，能动态更新产品

制地图的平移和缩放；
（4）通过 GeoPoint 类设置公司所在经度值和纬度

信息，同时还可将信息分享至国内主流的社交平台，
极大地提高产品的宣传效果。

值；
参考文献：

（5） 通过 MapView 的 MapController 对象的 ani－
mateTo 定位至上一步所指定的经纬度值。
（6）通过 OverlayItem 类在指定的位置绘制作为标

［1］ 中 国 移 动 发 布 六 项 服 务 承 诺 4G 用 户 增 长 连 创 新 高
［EB/ OL］. ［2014- 10- 25］.http:/ / mobile.people.com.cn/ n/ 2014/
0721/ c183175- 25311569.html．

记的图片。
4.6 网络资源的读取
在 Android 平台中，不允许用户直接在 UI 线程中
进行网络连接和资源读取，因为在实际应用中，App
可能不希望让执行网络连接、读取网络资源的进程一

［2］2014 中 国 移 动 互 联 网 用 户 行 为 洞 察 报 告［EB/ OL］.
［2014- 10- 25］.http:/ / wenku.baidu.com/ link?url=60y0I9UqV8e
WUjMR 1bMrMF6t719Z0oOPR GPISB3cLw7iKL7DhizUZ6O
TuVGavD3VUph- vrR usxEePYBQAMnPR aPslScbU4KhkXq
grTfb1DW．

直阻塞，而是判断网络连接和收发操作超过一个合理

［3］ 安 卓 系 统 ［EB/ OL］.［2014- 10- 25］.http:/ / baike.baidu.

时间后，
认为该操作失败[6]。因此 Android 中网络连接

com/ subview/ 1241829/ 9322617.htm?fromtitle=% E5% AE% 89%

和访问网络资源的相关操作都要放在一个新建立的

E5% 8D% 93% E7% B3% BB% E7% BB% 9F&fro-

线程中，每个 App 客户端应用包含两个线程：其一是

mid=10495226&type=syn．

在主界面中响应用户动作，把用户输入的数据加入到
socket 的输入流；第二个线程是从 socket 中输入流中
读取数据，
并将其显示在 app 的界面上。
５ 结束语
目前移动互联网发展极为迅速，设计基于移动互

［4］ShareSDK 社 会 化 分 享 ［EB/ OL］.［2014- 10- 25］.http:
/ / sharesdk.mob.com/ ．
［5］ 百 度 地 图 API ［EB/ OL］.［2014- 10- 25］.http:/ / developer.
baidu.com/ map/ index.php?title=%E9%A6%96%E9%A1%B5．
［6］李刚.疯狂 Android 讲义［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599- 604.

联网的移动媒体广告营销 APP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上接第 82 页）
经过两届学生的教学实验，本教学改革方案成绩

4.1 平时成绩
包括上课上机出勤情况，上课点名回答问题附加
分。平时成绩占学期综合成绩的 10%。

是显著的，学生对此持欢迎态度。此次改革也只是一
个初步的成果，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还要不断发展、

4.2 实验成绩

不断充实、与时俱进。今后要加大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包括课程实验的实验出勤，实验完成情况记录，

力度，认真倾听学生的心声，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

实验检查，实验报告。实验成绩占学期综合成绩的

过程中来，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今后走上

40%。

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4.3 研究性教学环节成绩
参考文献：

以项目整体构建为主导的教学平台，学生考核方

式采用“项目考核”形式，对于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价， ［1］吴乃陵.面向对象 C++ 程序设计教学改革［J］.电气电子教学
学报，2003（2）.

包括项目内容，难度，外观，答辩，竞赛等环节，综合评
定其分数。以项目模块构建为主导的教学平台，学生
考核方式为考试，课程考试在试卷库中随即抽取进行
机试，机试成绩即由系统给出。研究性教学环节成绩
分占学期综合成绩的 50%。
５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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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邱建林，刘维富等.C 语言程序设计教学的研究与实践［J］.电
气电子教学学报，2003（4）.
［3］徐章艳“.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教学的探讨［J］.电气电子教
学学报，2004（2）.
［4］赵善庆.案例教学法浅析［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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