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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puts forward 

that in practical courses,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eachers’ research practice and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tegrate PBL teaching mode with traditional practice process, design project topics by 

a team of teachers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background, and organize students to follow. Teachers can inspire and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course, and formulate reasonable evaluation methods. Introducing PBL teaching mode 

into practice course can improv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This paper elaborates in detail from five aspects: teaching method 

formulation, project design, implementation process, evaluation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effect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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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分析现阶段大学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在实践类课程中充分利用教师科研实践的成果和校企产学研合作培养

机制，将PBL教学模式与传统的实践过程进行融合，由具有实践经验和实践背景的教师团队设计项目题目，组织学生

按照小组的方式主动进行学习，教师在课程过程中启发、推动学生的学习过程，并制定合理的评价方式。引入PBL教

学模式的实践课程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文章从教学方法制定、项目的设计、实施过程、评价管理和学习效果总

结五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PBL教学模式，创新能力培养，实践课程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于20世纪中

期起源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1]。该学习过程把学习者

放置在复杂的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情境中，引导学习者主动

参与并自己寻找问题答案的教学模式[2]。PBL教学中教师

提出真实且较为复杂的问题，学生组成团队参与学习，在

学习过程中调研并分享各自学习成果，创造性地完成学习

的任务，教师对学习过程进行检查和评估，以确定是否达

到学习的目的，并通过反思修正教学的策略[3]。通过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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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培养学生观察和思考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归纳总结和沟通的能力。PBL教学模式给创新人才培养的

的目标提供了一个很好地解决方案[4-5]。 

软件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在各个应用领域中的应用要求软件的从业者

不但要具有软件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实践动手能力，更

要求从业者在所从事的军事、生产、经济等领域有一定的

知识背景和经验，同时是否具有创新能力也成为对其评价

的一个重要指标[6-7]。PBL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

习为主，把学习过程设置在一个问题领域中，在教师的积

极指导下偏重小组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通过提出问题、

建立假设、手机资料、论证和总结[8]。让学生合作解决真

实问题，学习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9-10]。 

软件学院的软件工程相关专业把实用性、复合型、国

际化作为学生的培养目标，在培养计划中致力于培养具有

扎实基础、专业特长鲜明、知识结构合理、适应性强的复

合型人才，要想得到这样的效果需要在课程中引入应用背

景领域的相关知识的学习，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和实践项目能力，积累相关行业的经验和背景知识，提升

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11]。借鉴PBL教学模式在国内外大

学课程中的成功经验，在软件学院的专业实践类课程中引

入PBL的教学改革，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实现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一种新途径[12-13]。 

2．．．．研究背景分析研究背景分析研究背景分析研究背景分析 

目前国内大部分软件工程专业的实践课程采用的教

学方式依然是按照教师制定的实践内容完成一种题目的

设计和实现过程。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完成的课题知识为了

完成对于相关知识点的实践能力的学习与掌握，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被动，题目大多和实际的应用场景距离较远所以

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较差，题目的实现也不会让学生具有成就感，这都很

难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软件学院的软件工程、信息安全和数字媒体的专业

的培养过程中引入PBL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以“专

业综合实训”、“企业项目实训”等适合引入PBL的实践课程

教学作为过程，以学院成立的工程中心为依托，在工程中

心的教师团队和相关企业专业的组织下共同完成对于大

数据、人工智能、计算机金融、信息安全和虚拟现实等领

域的知识、技术的学习，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累

学生的项目经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不仅可以有效

促进教学体制的连贯性，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与前沿技术相

关的课程体系。采取PBL教学模式，可以在提升学生上述

基本素质的同时有效地培养其专业技能与实际项目参与

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14-16]。 

3．．．．教学方法的制定教学方法的制定教学方法的制定教学方法的制定 

在培养计划中选择具有一定时段的综合性实践课程

引入PBL教学模式。 “专业综合实践”、“企业项目实训”

是本科生培养计划第二学年、第三学年夏季学期的两个综

合性实践课程，在课程中开展实际项目开发训练，让学生

体验真实的企业开发环境，感受真实的软件开发“实战”过

程，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有效提升学生的分析与解决问

题能力、交流与组织协调能力、主动获取知识能力、科学

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实现理论

知识与专业技能相互提升的实训效果，提高学生就业竞争

力。 

软件学院在三个专业的“专业综合实践”、“企业项目

实训”课程中引入PBL教学理念，在学习过程中以学生为

中心，让学生组成学习小组，由学院的工程中心的教师团

队组织设计课程的教学目标，按照教学目标设计确定问题

的情景，由教师按照问题情景提供设计题目或者学生小组

自拟题目。在整个课程中小组成员按照问题所需要掌握的

知识点进行学习、设计、论证和评估，教师组织对于团队

的问题分析、学习的讨论，推动形成问题的解决方案，并

组织在小组间每周至少一次进行分享和互相学习。除此之

外教师还要组织对于学习过程的评估和反馈，对学生的学

习过程和学习成果进行评估和反馈。整个教学过程中突出

以解决问题为主线，突出学生的自主学习，督促学生的自

我反省、不断进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不同范围的讨论、分享、评价，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 

教学改革以PBL教学团队建设、项目制定、团队管理

方法、学习过程管理方法、评价方法制定的研究为PBL教

学改革的实施路线。按照PBL的实施过程设计了PBL教学

改革在实践课程中的实施方式，具体的流程如图1所示。 

 
图图图图1 教学改革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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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的设计项目的设计项目的设计项目的设计 

首先课程先依托学院成立的工程中心的教师组成

PBL教学改革教师团队，同时吸纳合作企业的业内人士，

承担对于教学目标的制定、情景问题的制定。根据工程中

心和相关企业的特点，确定对于实践课程的教学目标，提

出对于“专业综合实践”、“企业项目实训”课程的教学目标

和要求，通过实践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的自主学习能

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要求。并由这个教学目标分

解成在“专业综合实践”、“企业项目实训”课程学习中的学

习过程。 

项目团队教师须以高度责任感及勇于开拓创新的精

神投入课程改革工作，能结合自己所做的科研课题和企业

调研的结果提出与时俱进的教学要求。同时在对于教学目

标确定和情景问题制定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专业培养计划

的要求，又要考虑行业领域对人才的能力、知识背景的要

求，确定与行业发展相适应的教学目标、情景问题。 

结合实践课程在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和要求，按照开设

的学期和开设的时间要求，首先教学改革教师团队首先要

确定教学的目标，明确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各个阶段对学生

自主学习目标的要求，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

力的要求。 

例如软件学院的数字媒体专业在对“企业项目实训”

的教学目标确定后，结合泛虚拟现实技术的特点，将虚拟

现实教学的内容划分成三维物体的表示、三维软件开发设

计原理、三维交互设备原理和三维交互设计等知识模块，

重点培养学生对于VR、AR项目研发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结合对于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要求确定问题

情景主要为旅游、教育、医疗、工业控制、移动互联网和

局势应用等为典型的应用场景进行设计问题。设计的问题

可与行业内有经验的开发者进行探讨细化，对相关教学内

容和能力的要求进行相关性分析，保证教学内容和目标的

实施。 

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学团队要总结出相关活动的经

验，对教学目标确定、情景问题的提出和项目的确定过程

中的方式、方法、原则等形成可供参考的流程和细则。 

5．．．．实施过程实施过程实施过程实施过程 

在确定项目内容之后学生组成小组进行团队的学习

过程。由于国内学校学习条件的限制，如何保证团队能利

用有限的条件（供电时间有限、空间利用时间有限）下进

行充分、有效、安全地学习，需要团队提出一套适合国情

的管理方案。 

在数字媒体专业的引入PBL教学模式的“企业项目实

训”课程中，给出了的部分题目如表1所示。 

表表表表1 项目名称表。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AR汽车展厅 在汽车展厅中通过AR眼镜识别展厅中的汽车样车车型，用户可以查看汽车参数、汽车换色交互等操作。 

AR交警 通过AR眼镜识别违章停靠的汽车车牌，实现交警的移动执法。 

AR智能仓储 通过AR眼镜识别仓储中的存放的零件的二维码信息对仓储进行智能盘点。 

虚拟展播室 实现某一特定内容的虚拟教学过程，如摄影课程中光圈、速度和快门调节的效果教学过程。 

虚拟医疗卫生检验检疫教学 实现基于WEB的一个教学系统，演示特定检验检疫所用设备、检验过程的教学。 

AR人脸识别 实现通过AR眼镜进行人脸识别和简单交互的系统。 

AR展馆 通过AR眼镜实现一个展馆并完成相关视频、动画等交互过程。 

 

引入PBL教学模式的实践课程要求学生以小组的形

式进行项目化的学习，小组人数限定在4-6人之间。在一

个开放性实验室中为每个项目小组分配项目学习的环境，

包括桌椅、电源、上网环境、讨论用白板、打印设备、AR

交互设备等，小组进行自我管理，首先进行问题的分析，

结合分析的结果进行相关问题的学习和研究，指定项目实

施的分工和计划，并将分工计划上报指导教师并进行组间

讨论。小组成员可以按照分工结合工程中心提供的项目案

例库进行学习，也可以结合教师的课件、网上的慕课、案

例进行学习。教师通过定期每周至少1-2次听取小组汇报，

每周1次听取组间学习内容分享、旁听学生讨论形式对学

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过程进行控制，启发学生的思维，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保证学生自我学习的实现，也可以防

止学生疏于管理。 

6．．．．评价管理评价管理评价管理评价管理 

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的评价从多个方面获取，首先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对自己从项目学习的过程中获取到

的知识和能力的提高进行个人评价，小组内部成员之间可

以在项目学习的过程中指定组内成员之间的评价，通过组

间学习的分享可以进行小组之间的评价，教师可以根据项

目消息过程中学生在小组中的作用和表现进行评价。多元

化的评价体系可以从学生的知识背景、学习能力、应变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讨论过程、项目展示过程等多个角度

多个方面进行评价，可以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 

在数字媒体专业的引入PBL教学模式的“企业项目实

训”课程中，每周一次的组间分享均进行了互评和教师评

价，在课程结束的答辩过程中进行了组内评价和教师评

价。最后成绩比例如表2所示。 

表表表表2 评分表。 

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文档撰写 30% 每个小组一份文档，小组成绩也是个人成绩 

组间互评 20% 按小组排序给出成绩 

教师评价 40% 按照学生每周评价和最终答辩评价给出成绩 

组内互评 10% 小组内成员按照排序给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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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习效果总结学习效果总结学习效果总结学习效果总结 

在软件学院的相关专业的“综合专业实践”、“企业项

目实训”两个实践课程中引入PBL教学模式，由具有一定

工程背景的教师团队按照技术发展的特点和专业培养方

向确定项目的内容，由于项目多是来自企业实际的需求或

者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研究课题，所以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兴

趣很高。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点进行选题，自己组织和管

理设计和开发的过程。在项目的收集阶段大家分别去研究

和学习相关领域知识，在工程中心提供的案例库中进行学

习研究，并在组内、组间进行分享，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为

得到准确可行的设计方案提供了保障。组内的讨论、组间

的分享锻炼了学生的表达沟通能力，也激发了学生的探索

创新的兴趣。在课程结束之后学生们都表示得到了很多的

锻炼，并有一部分学生拿自己的设计作品继续参加相关设

计大赛和创新项目的研究。我院在相关实践课程中所做的

PBL教学改革活动，对原有的实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方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PBL教学模式可以系统地完成实践课程的培养目标，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但由

于PBL教学模式和传统的授课方式不同，所以在实际实施

中需要以下问题： 

（1）教学硬件资源：由于学生是以团队形式参与学

习，自学、讨论、分享的活动在学习过程中占很大比例，

所以应为团队提供独立的学习空间、学习资源、设备资源。 

（2）师资团队：承担PBL教学改革的教师应具有丰

富的理论知识、领域知识和工程经验，最好能聘请具有教

学经验的企业业内人士参与，所以师资团队的建设是进行

教学改革的关键。 

（3）学习过程安排：PBL学习需要学生投入更多的

时间，所以在教学进程的安排一定考虑学生在学习上的投

入时间。 

（4）评价体系：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完整的评价

体系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用评价鼓励学生参与学

习，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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