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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我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还存在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领军型人才、既懂

软件技术又熟悉各行业领域业务流程的复合型人才，以及具有持续专注力和熟练

技能的高技能人才紧缺，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不相适应等问题”

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矛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明确要求“深化引企入教改

革，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推进产教协同育人；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

设，建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加强产教融合实训环境、平台和

载体建设，重点强化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建设面向真实生产环境的实践教学环节的需要

建设背景

根据《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十

三五期间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年均增速定为13%以上，规

模到2020年突破8万亿元，占信息产业比重超过30%，软件从

业人员达到900万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实践教学资源体系和实践教学环境建设成为高技能型人才培养改革的重点



缺乏一体化设计的实践教学资源及体系
l 缺乏基于课程实践+专业综合实训一体化设计的项目资源；即课程实践以

专业综合实训为目标，专业综合实训以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

可用实践案例不足，知识技能转化效果不佳
l 针对课程重难点的典型教学案例不足；针对课程及课程群的综合训练案

例不足；无法达到量变引起质变的效果；

考核方法及理念陈旧，工程能力无法衡量
l 课程实践及专业综合实训侧重在知识层面的考核，考核的导向性作用不

明确；对于学生的实际工程能力和团队协作、沟通、项目管理、时间管
理等职业素质考核不够。

实践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软件技术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典型实践教学环节缺乏优质信息化平台支持
l 课程实践教学项目案例讲解、课堂训练、课后训练等典型教学环节助

教、助学信息化支持不足，教师工作量大；知识技能转化情况不能及
时得到反馈；教学效果无法及时准确把握；

专业综合实训教学与生产实际脱节
l 教师普遍缺乏真实企业工作经验，不能按照企业真实要求进行生产实

训；实训过程管理与实际工作过程脱节，而且实训内容与实际工作内
容脱节等问题，工程能力培养不到位。

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软件技术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师资队伍的工程实践能力有待提高
l IT行业的技术和应用发展和更新快，教师需要不断优化知识结构，

提升工程实践能力、实践教学指导能力。教学设计与资源建设能
力有待加强；

软件技术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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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路

OBE
CDIO理念
（指导）

知识 能力 素质 岗位技能要求
（目标）

2.1  高技能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建设思路

      以成果导向教育理念（OBE）及CDIO工程教育方法学为指导，以岗位技能要求为目标，从
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设计高度融合、高度关联的课程实践及专业综合实训教学体系，结合
信息化平台及工具，构建工学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一体化、立体化线上线下课程实践资
源，用于高校系统化、分阶段进行高技能型软件人才培养。实践体系包含实践项目资源、实践
教学阶段及阶段教学目标；



2.2 实践教学体系内容

课程实践资源体系

序号 课程实践项目资源内容
1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实践教案

2 课程单元项目（知识点、章节）、课程项目（多章节）

3 项目涵盖知识点视频微课及参考资料

序号 课程实践项目包含的内容
1 项目说明

2 任务要求

3 教学目标

4 覆盖知识点

5 实现步骤及注意事项

6 学习资料（视频、音频、文档、链接、下载）

专业综合实训资源体系
序号 专业综合项目包含的内容

1 项目实训教学大纲

2 项目实训指导书

3 项目知识复习微课视频资料(基础知识;难点重点;)

4 实训教师用知识复习教学ppt

5 项目实训前的技术训练项目及源代码

6 实训项目源代码、测试用例

7 实训项目文档及标准模版

8 开发工具软件及使用方法视频微课

9 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参考资料（电子资料、实例参考手册）

10 实训配套纸质教材

Ø 课程实践教学资源 Ø 专业综合实训教学资源



2.3 课程实践教学资源建设标准



2.4 专业综合实训教学资源建设标准



C/C++软件开发方向
ARM软件工程师实训资源包；

Web前端
Web前端开发工程师实训资源包；

Java技术方向
Java软件工程师实训资源包

.NET技术方向
.NET软件工程师实训资源包；

Android应用开发方向
Android软件工程师实训资源
包

iOS应用开发方向
iOS软件工程师实训资源包

2.5  基于企业岗位的软件技术专业一体化实训教学资源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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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实践教学平台体系结构



设计思路

3.2  信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效率

Ø 课程实践平台建设目标：

l    助学、助教，加速学生知识技能的转化；

l    针对课程的小规模项目，学生自主独立项目训练平

台；

Ø 专业综合实训平台建设目标：

l     在校内搭建企业真实生产环境，训练培养高技能型软件人

才；

l     针对较大规模工程项目，按照企业真实开发管理流程，进

行团队项目开发训练平台；



3.3  课程实践平台特点

以成果为导向，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强调课程目标达成

典型教学环节全面支持
项目讲解、课堂项目训练、课
后项目训练及管理全面支持，
由简入难，逐步达到岗位需求

和人才培养目标

课堂训练结果实时反馈
课堂训练对错，每个学生具体存在
问题，所有学生集中存在的问题实

时统计，方便教师个性化教学

闯关式课后项目挑战
关卡式的课后项目挑战设置，
得分拉动，提升学生兴趣，激
发学习内动力，量变引起质变

游戏化课堂教学互动
将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抢答、
闯关、抽奖等课堂教学游戏化，

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课程达成情况及时反馈
基于课程实践的知识点掌握情况
课程达成度，满足教师学生对课
程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及时了解

的需要

课堂控制尽在掌握
开放训练，学生可练，停止训练，
学生操作失效；只可复制不可粘

贴，照抄也需学习

单元和课程项目覆盖知识点
以OBE-CDIO工程教育理念为指导，
设计单元及课程项目。项目包含知识

点、学习资料、实训步骤及注意事项，
便于学生“做中学， 学中做”

实践教案指导教学实施
提供课程实践教案，以典型案例
作为课程知识点教学讲解及课堂

训练案例，着力重点、突破难点，
助力教师教学



（1） 课堂项目案例讲解

Ø 课堂项目案例讲解，从项目说明、任务要求、教学目标

到讲解纲要应有尽有，可快速切换；整合集成代码规范性

检查、编译运行环境，提高教学效率；



（2）  课堂项目训练

Ø 课堂项目训练，开始结束任意控制、做对加分任意设置，

完成率、正确率及时反馈；集中错误问题同步显示，及时

把握课堂教学效果，调整教学安排；



（3）  课后项目挑战

Ø 课后项目挑战训练，教师可便捷进行挑战设置，包括项

目训练范围、项目挑战得分要求：知识点覆盖率、正确率、

得分。实时查看学生项目完成及错误情况；



（4）  课程达成度

Ø 课程达成度统计实时显示，教学效果一目了然； Ø 了解：知其然；

Ø 熟悉：知其所以然；

Ø 掌握：举一反三；

Ø 精通：融会贯通；



   将企业真实软件项目开发全流程信息化管理与高校实训教学管理相融合的信息化平台。帮助教师
轻松利用企业真实项目，组织学生模拟企业实际项目开发的完整过程，分组进行软件项目开发实习
实训的教学环境。

解决的问题：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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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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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软件项目开发实训平台—专业综合实训



3.4.1  软件项目开发实训平台特点

以成果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强调协同开发

数字化进度管理
需求任务、开发任务、测试任务、
bug修改任务进度数字化，项目
进度一目了然，降低老师大量检

查的工作量。

真实的企业开发环境
按照真实企业项目开发管理过程，
分阶段进行项目开发训练管理，
采用业界主流开发及项目管理工
具，体验真实企业生产环境。

智能化流程管理
按照企业真实开发全流程信息
化管理；实训教学组织、成果
物管理、考核全流程信息化管

理，提高实训教学效率

多维度能力培养
熟悉项目开发流程，培养企业
编码规范，掌握企业主流开发
技术，积累项目开发经验，提
高协同工作能力，提升职场工
作素养，增强就业竞争力。

激励式多人协同开发
学生自由组队，或教师按能力统一分
组，组长作为项目经理，组员作为项

目成员各负其责，协同完成项目开发。
任务完成获得经验值及勋章。

代码规范性检查
采用企业主流代码规范规则，进
行代码规范性检查，同时精准定
位代码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
案。培养学生代码规范意识，保

证项目开发质量。

自动构建一键部署
平台已根据不同的技术，搭
建好项目编译构建、部署环
境，只需一键即可完成项目
编译构建及部署。大大降低

教师工作量，提高教学效率。

项目报告客观公正
根据学生承担的任务，自动生成

项目报告，包括项目背景、规模、
难度、完成开发任务、需求任务、

测试任务数，bug及修改bug数等，
是学生项目经验的可靠、有说服

力的证据。



（1）实训教学过程管理

Ø 根据教学安排，教师可便捷地进行教学设置，包括项目

分组、项目阶段设置、学习任务安排、项目任务分配、互

评设置、组长设置、日报时间设置等功能。

Ø 平台采用瀑布开发模型，按“项目启动－需求分析－系统

设计－代码实现－系统测试－项目总结” 设置项目实训教

学阶段，时间达到各阶段，系统会自动开放该阶段实训资

源供学生学习，并自动监控项目进度。系统采用流行的

“看板模式”，可以通过拖动看板，调整项目进度；



（2）代码管理

Ø 系统集成了Gitlab进行版本管理，为每个项目组生成和分配专属代码仓库。系统可从代码量、提交时间、贡献者等不同

维度统计学生项目代码贡献度（代码行），教师可及时掌握各小组及成员项目代码提交的活跃情况。

Ø 系统为教师提供项目源代码，降低教师项目答疑的工作量；提高教学效率。



（3）代码规范性检查

Ø 系统集成了企业主流代码规范规则，支持Java、Android、JS、CSS、PHP、HTML、XML等多语言代码规范性检查。

Ø 学生、教师都可进行项目的代码规范性检查，系统统计代码的圈复杂度、重复代码率，给出代码风险指数，同时精准定

位代码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按照行业代码规范要求，培养学生代码规范意识，保证项目开发质量.



（4）自动化编译构建与一键部署发布

 

Ø系统为教师提供项目自动化构建及一键部署功能，提

高便捷性，减少教师工作量。

Ø根据教学实际，教师可将此功能开放给学生组长。



（5）软件项目测试

 
 

 

Ø 项目部署发布后,进行组内交叉测试或组间测试，小组成员根据测试要求撰写测试用例并执行测试，发现问题按照模

板要求撰写并提交BUG；系统自动进行bug统计并自动生成测试验收报告确保项目开发质量。



（6）考核评价

 

 

Ø 除了项目实训结果性考核外，教师可利用系统进行实训教学形成性考核及成绩汇总，并自动生成班级成绩报告，既加

强了实训教学过程管理，同时降低教师过程性考核成绩汇总难度和工作量。



（7）项目报告

Ø 系统根据学生参与过的每个项目，自动生成项目报告。包括项目背景、难易度，需求任务、项目开发任务、

测试任务、bug修改任务完成情况，为学生就业提供佐证材料。



（8）统计分析

 

Ø  系统具备强大的自动化数据

采集和分析功能，教师可通过

系统高效地获取项目实训的进

度数据和质量数据。

Ø 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可及

时掌握项目实训的进展和问题，

从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进

实训教学。



教师暑期实训

开设教师暑期实训班，提升教
师工程项目技术及管理能力,轻
松指导项目实训教学。

参与东软实际项目

安排教师到东软研修顶岗实习
半年或一年，参与东软实际项
目开发，真正具备企业工程师
的能力。

东软派遣工程师

东软派遣工程师到学校，通过与
教师交流，现场辅助指导学生项
目开发，同步提升教师能力。

3.5  双师型教师培养，建设“双师”队伍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