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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职院校的 Java程序
设计混合式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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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Java程序设计是计算机专业中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课程，是学习 JavaWeb、JavaEE、Andorid等课程的前

置课程，因此学好 Java程序设计，为后续课程打下基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设计、教

学方法应用等几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介绍了如何运用案例化、项目化教学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在用类比法进

行课堂教学时，可适当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来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还可以用项目法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达到良

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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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现在主流地以 JavaWeb等

技术将前端开发与后端结合起来，运用时下流行的一

些前后台框架，就可以开发出各种应用程序。因其广

阔的就业市场和良好的发展环境，被人们所喜爱。

2 开设 Java课程的必要性和现状

2.1 软件技术专业开设 Java课程的必要性

目前 ,计算机系软件技术专业将Web应用系统开

发作为教学的一个重要开设方向，并且与时俱进地开

设了 Java、JavaWeb、JavaEE、Andorid等相关课程，这

些课程都是以 Java做为主线，旨在培养合格的计算机

行业编程、测试、项目管理、运营和维护等相关人员，

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让学生学有所长，

学有所得。

2.2 高职 Java程序设计课程开设的现状

Java程序设计课程总共 64学时，4学分，其中理

论课程 32学时，实践课时 32学时。Java程序设计课

程内容包含 Java编程基础、面向对象、Java的三大特

性——封装、继承、多态性，Java常用 API、集合、泛

型、IO流、多线程、网络编程、JDBC等几个大的模块。

根据专科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长来看，64个学时讲完所

有的内容，实属困难。通常由于课时限制，老师为了

完成相应的教学进度，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互动极少，使得学生学习兴趣逐渐减退。

考试方式分为两种形式，软件技术专业以考察课

的形式进行，计算机系的其他专业以考试课的形式完

成。其中以考察课进行的班级考试中，有部分学生由

于基础较差，课堂不注意练习，或者由于课堂上练习

时长不够，期末无法独自完成一个小项目，就会养成

抄袭别人的代码或者案例的习惯，使编程能力无法得

到提高。

3 高职学生的特点和学习 Java课程的现状

高职学生学习情绪化较强，对文科或者艺术性等

感兴趣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学习积极性，对于实践性的

学习内容兴趣较高；对于工科等内容枯燥的课程内容，

学习兴趣较低，且对于理论课程的内容学习积极性较

低。由于课时较少，机房数量有限，无法将所有的课

程排在机房上课，学生自主练习的课长不够，课后不

复习，知识点不牢固，不能将知识运用到实际案例或

者项目中。

如何提高学生 Java课程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以达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显得非

常重要。以下将围绕 Java课程，结合目前教学当中的

一些常用方法进行应用。

4 Java程序设计混合式教学方法应用

4.1 优化程序设计课程结构

Java是一门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具有功能强大和

简单易用等特点。由于专科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短，可

适当调整教学计划，加强基础课程学习时间，通过研

究优化课程结构设计，整体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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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提供良好的开端，并根据本年级的学生特点

制定合适的大纲和计划。

4.2 以案例化、项目化 [1]教学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以知识点作为讲解，有些稍

显枯燥，可尝试在知识点讲解完毕后，以一个案例做

为知识点消化的方法，通过案例法进行讲解，让学生

对知识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加深知识可

迁移能力的培养。案例化教学过程具体的实施情况，

如表 1所示。

部分章节可以尝试使用项目化教学 [2]，将所学的知

识逐步串联起来，一方面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

每个小组中分配有学习积极性高的学生，以学习积极

性高的学生带动整个小组的学习氛围，可有效提高学

生们的学习兴趣。整个小组分工合作完成，可达到知

识的举一返三（采用项目化教学的情况如表 2所示）。

5 采用类比法 [3]进行课堂教学

类比教学法是以学生熟悉的事物来讲解一个新的

原理。学生在学习 Java课程的同时，已经掌握了或者

正在学习 JavaScript编程基础知识，在数据类型、条件、

循环、方法（函数）、类、对象等章节，可尝试在教

学的过程中，对比讲解 JavaScript和 Java课程的相应知

识点，通过比较他们的相同和不同点，找出他们相关

联的地方，通过这种类比法教学，在基础知识阶段，

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程度，同时促进学生知识的融汇

贯通，对知识的迁移有积极的意义。以下是对前面几

表 1 案例化教学实施情况

知识章节 案例教学 课中

Java基础语法，常量、
变量

以一个“商品入库”的案
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完成一个小案例，达到知识点的活学活用。

条件、选择语句
以一个“小明可以买什么”
的案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完成一个基于控制台的输入案例。

while循环结构和
switch循环结构语句

以一个“超市购物程序”
案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学会分析程序的实现思路，并完成相应的程序
设计。

for循环和 if语句
以一个“剪刀石头布小游
戏”案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学习应用 for循环和 if语句完成相关的程序，加
强应用。

数组
以一个“登录注册小程序”
案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编写程序实现简单的登录注册功能。

方法
以一个“抽取幸运观众”
案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完成程序，掌握方法的定义和调用。

类和对象
以一个“银行存取款的程
序”案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理解 Java语言是如何体现面向对象编程基本思
想的，掌握类的声明以及对象的创建。

构造方法
以一个“多功能的手机”
案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理解类的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的特性以及类的
构造方法的使用。

static关键字
以一个“学生投票系统”
案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掌握 static关键字的使用，并且区别实例变量和
类变量、实例方法和类方法等，并且独立完成“学生投
票系统”程序的源代码编写、编译、运行。

继承、抽象类
以一个“多彩的声音”案
例——不同的人喂养不同
的动物发出不同的声音

指导学生学会分析“多彩的声音”实现的逻辑思路，掌
握抽象类的实现方式，并且能够独立完成“多彩的声音”
的源代码编写、编译及运行。

接口
以一个“饲养员喂养
动物”案例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学会分析“饲养员喂养动物”程序设计的实现
思路，可以将哪些类定义成抽象类，哪些类定义成接口，
并且能够实现代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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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章节内容进行对比教学的介绍：

Java与 JavaScript 数据类型章节。Java是强语言

类型，数据类型有基本数据类型和引用数据型等；

JavaScript是弱语言类型，在定义变量的时候不需要严

格指定变量的数据类型，而是根据变量后面的值确定

变量的数据类型，而且数据类型相对只有数字型、字

符串型、布尔型、空型、未定义型等。在教学的时候，

结合 2020级学生正在学习这两门课程的特点，对比进

行教学，讲解 Java时，带入 JavaScript的数据类型的特

点，可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常量和变量章节。Java中定义变量首先需要申请

数据类型，但是在 JavaScript中，只需要一个 var关键字，

即可定义一个变量；常量的定义，在 Java中定义常量

使用 final关键字，但在 JavaScript中，要使用 const关

键字。以不同的案例进行教学，可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方法章节。Java中将方法定义在类中，通常将一

个动作定义在一个方法中，JavaScript中将这个方法称

为函数，通常将一个功能定义在一个函数中。Java中

定义方法的格式要申请访问权限、数据类型、返回值、

方法名和参数列表等，但是 JavaScript中定义函数的格

式为 function加方法名和参数列表等，定义方式稍微简

单一些。

数组章节。Java中的数组是指相同的数据类型的

一个集合，一个数组只能存放相同的数据类型，但是

JavaScript中可以将数字型、字符串型、布尔型等多种

数据类型存放在一个数组中。Java中有一维、二维和

多维数组的概念，但是在 JavaScript中没有多维数组的

概念，通过在一维数组中再创建数组，达到二维、二

维数组的访问。同一维数组元素的访问方法一样，要

先通过二维数组索引号找到二维数组的元素，再通过

该元素的索引号找到具体的元素值。

运算符、选择结构语句、循环结构语句，Java和

JavaScript两种语言的用法类似，只是在语法上略有不

同，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教学。

通过类比教学法在 Java中的应用实践，说明这种

教学法在提高教学应用能力，深化对概念及规律的理解、

激发创新思维等方面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6 适当采用翻转课堂 [4-5]教学

软件技术专业部分学生因为外出参加勤工俭学，

到了暑假才开始上课。因此，在暑假上课时需要采用

超星学习通辅助完成教学，通过提前对一些难以理解

的知识点提前录制视频，上传一些课程资料，提示要求

学生提前预习，可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点。对于课程的

基础语法、对象等部分章节，采用了翻转课堂进行课堂

教学，通过提前布置任务给学生，让学生先尝试通过查

阅资料、视频等完成了一个个小模块。将这一教学方法

表 2 项目化教学实施情况

章节 项目化教学 课中 课后、下一次上课

面向对象
以一个学生
投票系统项
目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从类、变量、常量、方法（静
态方法）的创建和使用，并且能够实例
变量和类变量、实例方法和类方法等。
存放学生的投票信息，以数组讲解为例，
指导学生课后查询是否可以采用集合的
方式来进行存放，集合目前还没有学到，
指导学生可以提前自学，解决些项目的
问题。

学生自行课后分组完成，到下一次上
课时，抽取小组中部分学生进行项目
展示，检查完成情况。最后教师再进
行点评，或者学生进行讨论，通过此
种方式，让学生参与进来。

抽象类、
接口

以一个物流
系统项目进
行教学

向学生分析对象封装、继承和多态的概
念和使用，抽象类和接口的使用。

学生自行课后分组完成，到下一次上
课时，将完成的结果进行展示，教师
评讲指出学生完成的优缺点，进行平
时成绩测评打分，针对学生的实际，
选取部分班级进行了答辩，通过答辩，
学生理解了面向对象的思想。

表 3 学生掌握知识点的情况

类型 收获很大 收获较好 收获一般 没有收获 其他

学科知识对比教学 25% 57% 12% 3% 3%

案例、项目教学 30% 60% 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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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班级进行试验，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改善。

7 教学效果

当学生学习完 Java程序设计后，制作了阅卷调查，

一共按照计划收集了 20级软件技术 2、3、4、9、10、

11、12、13班共 8个班的《阅卷调查》报告，共计近

300份，其中 9、10、11、12、13班因为是勤工助学班，

大部分学生外出实习，留在本班学习的学生较少，平

均只有 10几个，整体阅卷调查覆盖整个年级大部分班

级（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如表 3所示）。

学生普遍反映，Java程序设计知识点本身有点枯

燥，但由于老师采用了以上各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

够跟上老师的节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

通过对比法，逐渐掌握到了 Java的基础知识，了解到

了 Java语言的魅力；通过案例法，学生从知识点逐渐

过渡实际生活的案例，以点到面，逐渐形成利用 Java

语法解决问题的习惯，达到知识点的深刻理解；通过

项目法，学生开始总结每章所学习的知识点，以一个

小组共同完成一个小项目，尽管在编程的过程中遇到

了不少问题和麻烦，但最终可以单独做出一个项目，

整体能力有了不小的提升，收获颇丰。

8 结语

Java程序设计是计算机系软件技术等相关专业的

一门专业课程，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老师一人授课，

学生听的模式，但学生的基础薄弱，理解基础知识点困

难，课堂上跟不上老师的步骤。本文通过采取案例法、

对比法、项目法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教

学效果，使学生的兴趣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并感受到了

Java语言的魅力，为后续 JavaWeb、JavaEE等课程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萍 ,陈东东 .高职 Java程序设计课程教学设计与
实践 [J].计算机教育 ,2016,150(02):150-152.
[2] 李韦红 .高职院校 Java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探
索研究 [J].电脑知识与技术 ,2018(14):147-148.
[3] 王树宝 .以创课为载体助推《Java程序设计》课程
教学改革 [J].计算机教育 ,2021,42(02):178-179.
[4] 宋艳 .超星学习通在 Java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应
用 [J].福建电脑 ,2020,36(11):137-138.
[5] 熊风光 ,张元 ,况立群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教
学改革 [J].计算机教育 ,2021(09):86-88.

（上接第 12页）

序列 ,可以设定一个阈值并认为该分数超过阈值的序列

存在异常。

5 结语

现有网络攻击防御措施主要侧重于检测固定模式

的网络攻击行为，对 APT攻击检测效果不佳。本文在

分析 APT攻击原理和攻击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新的 APT检测方法。在经典网络攻击链模型基础上，

考虑内部威胁部分，提出了扩展攻击链模型，并结合

LSTM神经网络模型对网络行为进行广泛关联，为 APT

攻击检测的应用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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