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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1：师资问题
如何有效提升教师工程实践能力，保障实践
教学质量？



困惑2：课程体系与教学资源问题
如何将产业的新技术、新标准，快速转化为
教学内容？



困惑3：教学组织问题
如何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教师
工作量？



困惑4：学生问题
如何提升学生学习内动力，改善学习氛围？



困惑5：实训教学问题
如何轻松、有效组织校内实训教学，保障实
训教学效果？



困惑6：技能与素养问题
如何训练学生规范的编码习惯，提升学生的
工匠精神？



困惑7：教学改进问题
如何获取教学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数据，诊断
教学问题，持续优化和改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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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Lab—东软软件专业虚拟实训室
——把软件企业搬进校园

 为教师和学生搭建一个企业真实的软件开发环境，在校内也
一样完成企业实习、实训

 充分利用教学信息化手段，降低教师实训教学组织门槛，降
低教师工作量，提高教学效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及学生就
业竞争力

将企业真实软件开发全流程信息化管理与高校实
训教学管理相融合的教学信息化平台。

帮助教师轻松按照企业真实项目开发的完整过程，
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软件项目开发训练的实习、实训
教学环境。



角色转换强化实训效果

 平台设置实训负责人、教师、学生、学生组长四种项目角色
 模拟企业真实项目开发团队组织人员架构并进行角色转换
 依照教学安排及企业标准开发流程进行分组项目实战

（校园） （企业）



支持多语言、多技术方向实训教学

平台可支撑Java、Android、iOS、Web前端、PHP、Python、软件测试、C/C++等技术方向下多岗位
的实训教学。



实训项目全生命周期跟踪检查，保证开发过程清晰可控

 遵循瀑布式开发模型，实训过程覆盖完整项目开发生命周
期，分为“项目启动—需求分析—系统设计—代码实现—

系统测试—项目总结”六大阶段
 学生实训全流程可查可控，多层次任务看板实时呈现项目
开发进度，小组及成员开发任务、测试任务进度，Bug统
计数据实时更新



项目代码贡献实时统计，及时掌握学生项目完成情况

 按照不同维度进行代码提交情况统计
 项目组及成员代码贡献清晰可见
 学生代码提交时间、更改次数、代码行数及在项目组整体占比精准统计
 教师可轻松掌握各小组及组内成员代码完成情况
 参考贡献度进行个性化学生指导及教学改进，并进行学生能力评价



教师端项目源代码开放，提高教师指导和答疑效率

 项目初始化工程文件及源代码云端存储
 教师可随时查看项目源码
 针对学生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疑问进行轻松指导
 在缺乏实践开发管理经验的情况下辅助教师进行实训指导
 保证实训教学质量及过程顺利进行



多语言代码规范性检查，保证项目代码开发质量

 集成支持Java、Android、JavaScript、CSS、HTML、PHP等主
流语言代码的规范性（安全、架构、风格、编码问题）检查

 提供代码质量风险指数、未解决问题、有效代码行、注释行、圈
复杂度、代码重复率等多维度代码质量报表

 精确定位代码缺陷，提供详细的缺陷影响说明、正确示例、错误
示例、修改建议等，第一时间进行用户反馈



代码自动编译构建和一键部署发布，有效降低教师工作量

 支持一键式快速创建编译构建任务
 为教师提供一键编译构建平台
 降低教师工作量，提高教学效率

 支持编译构建日志及分析功能
 提供完整的编译构建详细日志和分析功能
 方便教师快速定位问题及快速把握编译构建总体状况

 支持一键式自动化部署
 部署项目无需自己安装配置服务；
 提供预定义模板和自定义模板，支持大型web项目一键式部署



项目测试流程一体化管理，显著提高项目实训教学质量

 各需求测试任务职能、快速分配到测试人员
 教师通过看板跟进测试过程，提高管理效率降低工作量
 整合测试用例所关联任务及需求，方便学生准确把握测试目标
 提供用例执行、bug管理及跟踪、bug统计、项目缺陷报告
 通过“需求——用例”双向追溯，杜绝漏测、误测，提高测试效率，保
证项目质量，提高实训教学效果



教学及实训全方位过程性考核，助力高校实训教学改进

 平台智能采集实训教学过程所产生的操作数据
 支持教师全面考核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
 全方位的成绩统计，直观反映学生项目开发能力及素
养



学生项目总结报告全面、清晰，为学生就业增添筹码

 项目结束后为学生提供详细的项目报告
 所参与的项目背景、规模，学习任务、开发任务、测试任务、

bug修改任务完成情况，对应工时及所获经验值等精准统计
 帮助学生快速定位，及时了解自身能力水平
 可作为学生就业所需项目经验的证明材料



激励式协同开发，激发学生学习内动力

 平台支持每日打卡签到、开发日报、会议纪要、发起讨论等工
作素养培养功能

 小组内成员可按照教学安排进行任务互评、项目答辩互评，知
己知彼共同进步

 平台实时呈现班级内经验值排行和学生代码量排行，通过对比
竞争激发学习动力提高主动性

 项目结束后每位学生可查看专属项目报告及成绩单，实训过程
中的所有收获一目了然



满足多场景实践教学需求，提升软件专业建设内涵

 平台提供基于企业真实案例的不同难度、规模、不同主流技术
方向的优质一体化实训项目教学资源包，供教学选择及应用

 支持课程实践、课程设计、实训周（小学期）、技能竞赛、双
创实践、毕业设计等各类场景的实践教学



一体化实践教学资源特色

1

2

3

4



建设覆盖课程、课程群和专业综合实训的实践资源

 提供多种类实训教学资源，提升专业建设内涵
 针对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有课程、课程群及专业综合训练一体化实训项目资

源，服务实训教学，保障实训教学质量



覆盖多技术方向

覆盖Java、Android、iOS、Web前端、PHP、Python、软件测试、C/C++等多技术方向



完备的资源内容与文档
——构建以项目为导向，一体化的教学与实践资源
技术方向 项目 微课 教材

Java
学生成绩管理系统、影视娱乐站、图书管理
系统、网上服装商城……

Java语言程序设计、HTML5网页制作（基
础）、HTML5网页制作（高级）、java 

web 开发技术……

《java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二
版）》、《HTML5与CSS3项目实
战》……

Android 咖啡商城APP、智能交通……
安卓移动应用开发（基础）、安卓移动应
用开发（高级）……

《安卓开发（基础）》、《安卓开
发（高级）》……

Web前端
虚拟社区系统、中小企业网站发布系统、软
件缺陷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个人
博客系统

建设中
《Html5+css3网页设计与布局模
式项目教程》……

软件测试
教学文档管理平台、某公司业务管理系
统……

建设中 《软件测试技术（第二版）》……

Php 图书商城、企业网站、电器商城…… PHP应用开发……
《PHP+MySQL网站开发项目教
程》……

…… …… …… ……



完备的资源内容与文档
——构建以项目为导向，一体化的教学与实践资源

各技术方向教学资源包内容
序号 项目资源内容

1 项目实训教学大纲

2 项目实训指导书

3 项目各阶段学习资料（项目启动、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编码、测试、总结）

4 项目开发所需知识复习资料(基础知识/难点/重点）&视频课件

5 实训教师知识&项目技术讲解用教学ppt

6 实训项目开发前的练习项目&源代码

7 分组开发实训项目源代码&测试用例

8 分组实训项目文档及标准模版

9 开发工具软件使用方法视频课件

10 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参考资料（电子资料、实例参考手册）

11 实训配套纸质教材

12 集成本版管理、代码规范性检查、编译构建、部署服务(企业开发环境)



2009年9月，实训室1.0 版本《软件人才培养的实训平台
建设与应用》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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