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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结构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基础课，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思维能力以及形式化思维方法，能为具体

应用所涉及的数据选择适当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并设计良好的算法。为此，以数据结构课程为试点，在教学理念、

课程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创新改革，构建适合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

范式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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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范式改革是在新的经济形势和教育形

势下，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一

项重要改革举措。课程教学范式是指在课程教学实

践中，教学共同体成员所秉持的信念与价值、采取的

技术及形式、形成的特质及效果的总称。应用型大

学课程教学范式改革，是改变以“传授知识—接受知

识”和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

的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以研究、探索、协作等为特点的，师生互动的全新的

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培养的教学范式。
2013 年数据结构课程被遴选为河北经贸大学

首批课程教学范式改革课程。课程组成员以“自主、
合作、探究”为教学理念，重新确立课程教学目标，优

化课程内容，科学设计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强

化过程评价，细化考核指标体系等，实现课程教学从

“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转变，在

2012 级计算机类专业进行了尝试与探索，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为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一、重新确立课程教学目标与要求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程，是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之一；是设

计和实现编译程序、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其他系

统软件、应用软件的重要基础，在计算机类专业课程

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课程教学范式改革要求课程目标从过去的知识

传递单一目标向“以知识传递为载体，以应用能力培

养到创造能力培养为梯级目标”转变。通过本门课程

的学习，掌握各种数据结构的抽象数据类型的定义、
各种操作的原理；掌握数据结构中基本操作的算法，

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上分析算法的优劣并能够设计实

现算法的 C++程序；掌握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一

般性方法，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思维（逻辑思维和抽象

思维）能力以及形式化思维方法，能为具体应用所涉

及的数据选择适当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并设计良

好的算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

力。通过课程设计，提高学生设计实现复杂程序的

能力，能够编写出符合软件工程规范和性能良好的

软件系统。

二、科学设计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范式

1. 优化教学内容，拓展实践内容。根据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公共课管

用、基础课够用、专业课适用”为原则，进一步重组和

优化教学内容，给予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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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课程内容丰富，包括理论教学内容和

实践教学内容。我们按照数据结构的类型将课程内

容分为 4 个单元，第 1 单元为线性结构，是数据结构

课程的基础；第 2 单元为树形结构，包括树、二叉树、
森林的存储、遍历等及其应用，内容较难；第 3 单元

为图形结构，包括无向图、有向图的存储结构、遍历

以及图的应用；第 4 单元为查找与排序，包括静态查

找、动态查找以及插入排序、归并排序、基数排序等

内容。第 1 单元是入门的基础，采用讲授+动画演

示+案例+实践的方式进行精讲，以教师为主导、学
生为主体；第 2-3 单元，采用讨论+讲授+动画演示+
案例+实践的方式进行精讲；第 4 单元，在学生有了

一定基础时，采用学生上台讲解的方式进行。
“数据结构”是应用性很强的一门课。课程组重

新编写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指导书。在实验教学大

纲中规定了必做实验 4 个与选作实验 6 个，并要求

学生按小组课前完成算法设计、代码调试，按照软件

工程的思想编写实验报告，课上进行答辩，讲解设计

思路、演示程序。为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精心

设计了与实际应用紧密且难易结合的课程设计题目

23 个，如：约瑟夫链、迷宫求解问题、停车场管理、银
行排队模拟系统、医院选址问题等。自学期中开始，

学生每 2~3 人为一组进行选题、课程设计，学期末

任课教师组织课程设计的验收、答辩。
2. 教学结构体系化。构建“课堂多媒体教学+实

验教学+网络辅助教学+课程设计”四位一体的完

整教学体系。学生通过课堂多媒体的理论学习，在

每章讲完以后对所布置的实验题目上机实践，基本

上对所学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为进一步加深学生

对“数据结构”的知识掌握，学生在课下还可以就布

置的课程设计题目在网络课堂上进一步地学习。
3． 教学方法多元化。针对数据结构课程理论性

强、教学重点部分抽象且难以理解等问题，在课堂讲

授中，我们综合采用了“启发式+讨论式+案例教学+
动画演示法+参与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针对每一个

知识点，精心设计了讨论题，组织学生结合实际搞好

课堂讨论，帮助学生理解所讲的知识点，增强学生们

的自信心和求知欲，巩固所学知识。在教学过程中

引入案例，构建其数学模型，启发学生解决该问题常

用的数据结构，引领学生设计算法并要求学生课后

上机调试运行。这样由浅入深，强化了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成就感和编程兴趣，进一

步体会到“数据结构”的重要性。对于难以理解的知

识点，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设计制作出模拟动

画，将抽象内容可视化，有利于学生对“数据结构”知

识的理解。
4. 强化教学协作，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努力

探索构建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研究、探索、
协作等为特点，师生互动的全新的注重学生应用能

力培养的教学范式，变“单向”教学模式为“双向”，使

学生很好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
开课之初，将全班同学 5~6 人分为一组，可分

为若干个小组。小组长负责组织小组内讨论学习，协

作完成实验程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自学，

带着问题进行课前主动预习。开设讨论课，要求学生

事先查阅相关文献、写出讨论提纲，对某一问题形成

自己的独特看法。开设 10～15 分钟学生讲授课，在学

生对该课程入门后尝试教学，以小组为单位组织课

堂教学，围绕一个知识点组织教与学，教师协助、指
导，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

5． 构建网络课堂，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丰富的

教学资源。基于学校的数字化网络教学平台建立数

据结构课程的网络课堂。网络课堂不仅涵盖了课程

的基本信息（课程简介、教学大纲、课程性质和任务、
多媒体课件、网站资源等），还给出了“数据结构”的
典型应用案例、实践教学案例、拓展训练题目、在线

测试、考研园地。同时学生可以在网络课堂中提交作

业，学习论坛为师生、生生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交互

平台，师生可以在此对学习经验、疑难问题、教学建

议等进行无拘无束的交流。此外，课外资源链接，包

括国家级精品课资源网中的数据结构课程（http：//
www.jingpinke.com/course）、学科竞赛网（Http：//www.
lanqiao.org）和软件设计练习系统（http：//lx.lanqiao.
org）等，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多层次的课外阅读

材料。
6. 实验教学层次化。构建了设计型—综合型—

拓展型的多层次实践教学模式。针对实验课时紧张

的现实情况，要求学生在课外完成程序设计调试，实

验课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演示答辩。自第 8 周开始

学生选择“课程设计”题目，为避免抄袭，规定每个题

目最多 3 人，独立完成需求分析、设计、编码、调试、
测试并撰写课程设计报告，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7. 强化过程评价，改革考试方式。数据结构课程

考核方式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考试成绩=
10%平时成绩+30%综合程序设计成绩+60%期末。
考核指标体系如下：

平时成绩满分 100 分，其中：到课率 10 分、学生

参与教学的主动性 20 分、实验报告 20 分、平时作业

20 分、单元测试 30 分。具体而言：（1）到课率 10 分：

课堂随机点名 3 次。超过 3 次未到，课堂到课成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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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分。全勤计 10 分，一次未到扣 4 分，两次未到扣 8
分。（2）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 20 分：鼓励学生主

动参与到课堂上，一学期每组组织课堂讨论 2 次，每

次 10 分。课前分配给各小组课堂讨论的题目，课后

由小组长组织小组准备课上讲解内容。思路清晰、
准备充分、讲解准确者，计满分；准备不充分、讲解不

清楚者，计 6 分；未准备者，计 0 分。（3）实验报告 20
分：4 次实验课，每次 5 分。课上答辩流利并通过网

络课堂提交实验报告者，计 5 分；课上未能答辩但课

后能够完成并提交实验报告者，计 3 分；未在规定时

间内提交实验报告者，计 0 分。（4）作业 20 分：4 次

大作业包括线性结构、树型结构、图型结构、查找与

排序，每次计 5 分，共 20 分。作业独立认真完成者，

计 20 分；作业基本独立认真完成者，计 3 分；未交作

业者，计 0 分。（5）单元测试 30 分：1 次学期期中小

测+4 次网络在线测试，每次计 6 分。课程综合程序设

计满分 100 分，其中：程序功能50 分、算法效率 30 分

和算法创新 20 分。具体而言：（1）程序功能完善、界面

友好、运行稳定者，计 50 分；程序功能基本完善、界面

基本友好、运行基本稳定者，计 30 分；程序功能不全、
界面不友好、程序运行有重大缺陷者，计 0 分。（2）算

法时间效率和空间效率高者，计 30 分；算法时间效

率或空间效率一个较高另一个可以接受者，计 20
分；算法时间效率或空间效率不可接受，计 0 分。（3）
算法设计有较大创新者，计 20 分；算法设计有一定

创新者，计 10 分；算法设计无创新者，计 0 分。
期末考试满分为 100 分，以闭卷考试的形式进

行，突出算法设计与动手操作。其中：基本理论、概
念 30 分，操作 30 分，算法设计 40 分。

三、教学范式改革效果实证

课程结束后，我们按照学生以组为单位进行了

数据结构课程教学范式改革的效果调研，得到如下

结果。
1. 范式改革转变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分组、

课堂讨论、课上讲授等方式，增强了团队协作能力，

调动了积极性。通过自学、查阅相关资料，学生既学

到了许多新的知识，补充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开拓了

视野，也锻炼了自学能力，提高了学习的自主性。
2. 通过课程设计，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达到

了课程的教学目标。尤其是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针

对题目的要求进行需求分析，选择数据结构、综合应

用经典算法到程序设计、代码调试、撰写技术报告整

个过程的训练，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

生自己也有成就感。
3. 网络课堂增进了同学及师生之间的交流，丰

富的教学资源，如课外资料，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为

自主学习提供了基础。
4. 在课时允许的情况下增加习题课，给更多同

学上台的机会，加大网络课堂中的互动。

四、结束语

应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课程教学范式改

革，数据结构课程范式改革结合了计算机类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与定位，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为

同类课程的范式改革提供了借鉴。由于课程教学范

式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涉及教学共同体中的

教师、学生、环境，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需进一步转

变思想，充分理解“自主、协作、探究”的内涵；在优化

教学内容、强化教学协作、转变教学方式、强化过程

评价等方面有待深化、完善和研究，课程教学范式改
革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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