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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join the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institutions a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in 2005,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s been on the road of education reform to continue to study, research and 

reform for many years. In 2010, the "excellent engineer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 is exacerbated by the pace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DIO concept, in some departments of program design courses,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CDIO teaching methods to reform,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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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中国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作为2005年第一批加入CDIO工程教育改革的院校，多年来教师和学生一直在教育改革的

路上进行不断地学习，研究和改革。2010年，“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更是加剧了课程工程教育改革的步伐。本

文基于CDIO理念，在部分院系程序设计课程当中，整合传统讲授+CDIO多种模式教学方法改革，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

需求。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CDIO，工科院校程序设计，工程教育，课程改革 

 

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目前各个工科院校正在着力推动基于问题的学习、基

于项目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等多种研究性学习方法，

加强学生创新能力训练。CDIO代表构思（Conceive）、设

计（Desigh）、实施（Implenment）和运行（Operate）。

与其他工程教育改革相比，CDIO是一个国际性、广泛性、

全面性、系统性的工程教育改革模式，给工科院校的教育

改革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文献[1]详细论述了把工程实践作为工程教育的内容

具有两方面意义：一、工程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培养学生作

为合格的工程实践者；二、工程教育的过程需要使学生能

够把学到的内容应用于工程实践。文献[2]从工程哲学角

度探讨了CDIO不仅不排斥探究式教学，而且探究式教学模

式吻合CDIO的“一体化”培养理念；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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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和实践教学中引进CDIO的尝试性教学经验，改变

传统的讲授+上机的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模式，概述基于

CDIO教学的方法，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培养目标提出相关

选题，学生自主构思，设计、实现和运作。从而让学生以

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程序设计

类课程。 

2222....传统教学方法传统教学方法传统教学方法传统教学方法弊端弊端弊端弊端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密切关系着教学效果的好

坏和教学质量的优劣。 

作为一门编程语言类课程，传统的教学方法方法和手

段都比较单一，教学方法是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行填鸭

式和满堂灌教学，学生上机练习为辅，学生上机被动的机

械性的按照老师上课例题和课本例题敲入代码的教学方

式。学生上机的编程作业一般照搬课本上的例题或者从网

上下载摘抄为主，失去了学生自主练习的大好机会，导致

课程结束后，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微乎其微[3,4]。其中最

重要的弊端在于，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学生真正动手能力

和综合运用能力较差，没有自主启发，独立思考，自己动

手的机会[5,6,7]。 

3333....面向面向面向面向CDIOCDIOCDIOCDIO和传统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相相相相结合结合结合结合的课程改革模式的课程改革模式的课程改革模式的课程改革模式    

3333....1111....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    

根据CDIO的原则，重新设计教学大纲，某学院C语言程序设计Ⅱ教学内容如表1 

表表表表1111    教学内容安排表。 

标题标题标题标题    章节主要内容章节主要内容章节主要内容章节主要内容（（（（知识点知识点知识点知识点））））    重点重点重点重点、、、、难点提要难点提要难点提要难点提要    学时学时学时学时    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    

C语言知识回顾 

1、C语言主要知识点 

2、典型开发平台 

1、掌握C语言的主要知识点 

2、了解典型开发平台的运行环境和编程环境的配置方法， 

3 讲授 

编程规范 

1、命名规范 

掌握编程的基本规范 2 讲授 

2、格式规范 

编程设计 1、程序设计方法和开发过程 熟悉程序设计的方法和开发过程 3 讲授 

开设实验课程教学大纲如表2： 

表表表表2 2 2 2 实验内容。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内容和要求内容和要求内容和要求内容和要求    项目学时项目学时项目学时项目学时    实践形式实践形式实践形式实践形式    每组人数每组人数每组人数每组人数    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    

典型开发平台 1）熟悉典型开发平台的开发环境以及建立应用程序的过程 2 上机 1 课内完成 

C语言程序课程

设计 

1）选题。教师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布置设计题目，学生以组为单位，自

主选题。 

2）开发与文档。组内分工协作，围绕课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查阅、自学

相关文献资料，确定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编写设计文档，进行程序开发。 

3）答辩和验收。小组逐个答辩、教师现场上机验收。 

30 上机 3-5 课内外完成 

3.23.23.23.2....课程设计题目课程设计题目课程设计题目课程设计题目    

课程设计中，实验题目的选择非常重要。题目设计与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如下：切合实际问题、覆盖知识点、题

目难易程度、工作量是否合适、是否激发学生兴趣等。根据以上考虑因素，在13级测控的C语言设计中设置了20个题目

供学生自主选择。其中实验项目部分选题如表3： 

表表表表3 3 3 3 实验项目选题。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功能项目功能项目功能项目功能    知识点知识点知识点知识点    

五子棋程序 

人机对弈或人人对弈，五子连珠者胜； 

游戏开始显示一张30*30的棋盘，然后选择先后，黑先行； 

自行设计计算机的下棋规则和判断胜负的规则。 

算法基础； 

常用数据结构； 

企业编程规范； 

画图函数； 

基础设计模式。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对学生学号、姓名和各科成绩进行统计、处理、更新。具有增、删、改

信息功能，能够按照成绩从高到低排序 

算法基础； 

常用数据结构； 

企业编程规范； 

SQL语句基础和提高； 

数据库设计基础。 

…… …… …… 

控温图形仿真系统 

温度的图形化显示（可考虑数字显示）； 

温度过高报警功能等。 

算法基础； 

常用数据结构； 

企业编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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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功能项目功能项目功能项目功能    知识点知识点知识点知识点    

画图函数； 

基础设计模式； 

常用单片机编程。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要求如下： 

1.以小组为单位，3~5人一组，每组设组长1名； 

2.若题目自选，须向老师报备； 

3.自主选择开发平台 

4.注意程序的结构，必须采用工程化的思想来组织程

序； 

5.要求画流程图； 

6.每人提供一份课程设计报告，报告内容应包含数据

结构设计、程序流程图、程序功能介绍、源代码等； 

3333.3.3.3.3....教学组织教学组织教学组织教学组织    

在教学中采取以项目为驱动，任务为前提的教学原则

[8][9]，以基础知识讲授，上机实验自主选题设计开发的

模式。为了达到让学生自主主动学习的目的，在每个项目

实施前，每个项目都下达相应的任务书，提前告知学生要

达到的功能目的和要求，学生自主选题，选题确定后，根

据项目制定详细的可行性方案、项目需求分析、项目总体

设计方案、项目详细设计和每个模块对应的流程图。所对

应的实验课程安排如表4。 

表表表表4 4 4 4 实验课程安排。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实验目的实验目的实验目的实验目的    

实验一 

自主选题并进行可行

性分析 

1．了解课题的基本框架 

2．分析和澄清问题的定义。 

3．进一步研究探讨问题定义阶段

所确定的问题是否有可行的解。 

实验二 项目需求分析 

1．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得出

详细的系统逻辑模型。 

2．通过需求分析得出用数据流图、

ER图、数据字典和IPO图等其他描

述算法的工具描绘的精确的系统

逻辑模型。 

实验三 项目总体设计 

1．用比较抽象概括的方式确定系

统如何完成预定的任务。 

2．确定组成系统的每个程序结构。 

实验四 

项目详细设计及编码

实现 

1．确定怎样具体地实现所要求地

目标系统，设计出程序的“蓝图”。 

2.编写程序。 

实验五 软件测试 

1.了解软件测试的重要性和目的。 

2．通过软件测试诊断并改正错误。 

实验六 软件演示与答辩 总结、评阅 

3333....4444....课程考核模式课程考核模式课程考核模式课程考核模式    

改革传统理论和上机考核模式，将课程考核以综合实

践项目的完成答辩形式为主。其课程考核标准为：平时课

堂讨论、上课考勤、课堂演讲、自我评估占20%，项目结

题提交课程设计并答辩占80%。平时考核中将课堂讨论、

演讲和自我评估纳入到课程考核中，促进学生积极主动的

参与到项目中来，并且自我评估对自己有个清晰明确的定

位奠定基础；期末考核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项目的结题，

答辩，课程设计的提交进行。 

4.4.4.4.调查效果调查效果调查效果调查效果    

课程结束后，采取跟踪调查问卷、学生代表参加座谈

等方式，及时了解课程设计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以进一

步完善本课程的工程教育改革模式。对2012级测控专业、

2013级测控专业的近200名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见

图1、图2。 

 

图图图图1 1 1 1 基于CDIO的课程设计对学生能力培养问卷统计结果。 

 

图图图图2 2 2 2 基于CDIO课程设计学生对知识联系的理解问卷统计结果。 

从图1、图2对学生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基于CDIO的课

程设计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课程间知识的联系和知识的

掌握，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动创新思维和

团队协作等能力，为以后的课程教育工程改革提供一种很

好的思路和方法。 

5555....结结结结语语语语    

将CDIO工程教学模式运用到程序设计教学中来，是对

程序设计类教学的一种改革和探索，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促进学生自主开发研究能力、系统思维能力、

工程推理及解决问题能力[10]，增加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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