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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er network course in teaching, base on requirement of
enterprise and status quo of training model of talent for universities，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in content of
teaching、organization of experimentation、teaching method、system of eval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stereoscopic teaching model of task-driven and project-oriented, according to teaching practice, summarize
concrete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The aim is carrying on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cultivating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y ne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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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的特点，从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出发，在
授课内容、实验组织、教学形式及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与研究，并提出了以项目、案例为
导向的任务驱动型立体教学模式，根据教学实践，总结了具体操作步骤及实施方法。为高校培养符合
社会、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进行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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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学实施过程要遵循“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理念，贯彻因材施教、突出个性发展的基本
原则，通过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内容、实验内容和教学
方法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与实践，充分利用现有的硬件和
软件资源，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当前的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实践技能与经验不足，
不能满足企事业用人单位需求的情况。这就要求高校对
学生的培养应注重其实践能力的提高，要使学生在掌握
基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并进一步
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如何完成这一现实任务，成为学

2 课程内容项目、案例化

校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

学生对计算机网络课程的学习，往往比较注意单个
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缺乏构建完整系统的实践能力，
因此，完善教学内容的同时，开发 5 至 8 个实际应用项
目，并将相关知识点融入其中。
实验项目的开发是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改革的关
键和核心，是所有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实验项目的组织
与设置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通过走访企业、参加培训
以及在网络上搜集资料等方式积累项目资源，然后根据
教学大纲和教材精心选择适合的实验项目，构思项目指

对于计算机网络这门课程来说，动手实践的目的不
仅仅为验证教师课堂上传授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更重要
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更进一步，具有初步设计和
组网的能力。因此，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兴趣，
让学生真正“动”起来，需要对当前讲练分家的教学方
法进行改革，探索一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方法，
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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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编写案例，在编写过程中应注意内容要基本涵盖教
学的知识点，并且是学生感兴趣的，激起学生强烈求知
欲的。项目难度不能太难，需要确定主要内容，删除重
复和不必要的枝节，保证大部分同学能够在限定时间内
独立完成，如果太难学生会无从下手，太易则会丧失兴
趣；编写的项目应该具有实用性，完成后应能看到具体
的效果，并使学生获得成就感、满足感。
涉及到授课和实验项目的具体内容部分，主要是案
例的设置。案例是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完成学习任
务，是具体知识点的表达，是项目的基本知识构成，其
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是顺利实施项目的前提；案例设置需要从以下 5
个方面着手：
(1)案例应具有针对性，针对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知
识点；
(2)案例应具有代表性，学生能够从该案例得到启
发，进行拓展性思考；[2]
(3)前后案例应相互联系，考虑到项目的完整性、相
关性，在设置时要承前启后，自然过渡，不能脱节；
(4)案例应具有实践性，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具有
可操作性；
(5)案例难度最好符合学生认知规律，采用由浅入
深，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方式设计，一方面是有利于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便于学生对整体项目与局
部细节的理解，从而理解整个项目的核心思想和构建步
骤，并能独立完成实验内容。
内容的设置和组织的核心问题，可以用三个字作为
概括和总结：“实用性”。要使得学生对“计算机网络”
课程的学习目标明确，在课程结束后即能利用所学的知
识，完成设计、组网和配置基本网络设备等简单任务。
课堂授课主要采用案例教学，学生可以在课下或实
验课中按教师要求进行自行验证实验。在完成一个实验
项目的相关案例及知识点讲解后，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
生进行项目实验前的分析和总结，准备进入下一阶段。
让学生成为实验过程的主体，针对给出的项目进行实验
设计并完成实验。

3 由学生自主设计并完成实验
学生在规定课时内完成教师与学生互动的讲练结
合教学过程，并独立完成案例中指导的部分验证性试
验，在对基本知识获得初步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按项
目要求，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自行设计和实施实
验方案，通过实践项目的最终完成，总结归纳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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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体系结构，并获得最大限度的心智技能。
学生独立进行设计和完成实验任务的前提和必要
条件是：任务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到要求掌握内容的知
识结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认知结构和学习
特点，由浅入深、合理安排并创建完备的立体课程体
系，实现教学内容、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的有机融合。
基于项目、案例方式的计算机网络课程立体教学
模式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由于实现方式的多样化，
因此在设计任务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使学生有发挥
创造能力的余地和机会，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不局限
于现有的知识和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之更乐
于自我发挥和进行“创新”。
学生的实验设计及实验操作要以组的形式来完
成，实验设计方案要求所有成员参加草拟并进行讨论，
在实验设计方案通过后，由小组长的协调，全体组员
协作实施实验过程。
在项目的引导下，让学生通过亲身操作实践来学
习和理解“死”的理论，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让学生明白学的这个知识点可以解决什么具体问题，
起什么作用，同时增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实验设计，可以不做统一
要求，以给学生更多的发挥空间和充分的时间，通过
不断进行实验和修正设计，反复思考和分析，加深对
基本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并将习得的知识技能学以致
用。[3]

4 在教学中增强与学生的互动
在基于项目、案例方式的计算机网络课程立体教
学模式授课方式下，师生互动增强，学生学习目标明
确，思维活动建立在浓厚的兴趣和期待成功的情感基
础上。所以，要让学生自觉自主地学习，应该首先要
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吸引他们进入学习的境界。另
外，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来看，学习总是与一
定的“情境”相联系，因此，在教学导入时，创设一
个与当前学习主题相关具有吸引力的情境，也就是引
入项目实验，使学生对本节课的内容产生学习的兴趣
是相当重要的。
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让学生主动思考，寻求解决
问题的方案，教师对此进行引导，这种在项目驱动的
过程中不断的给学生刺激增强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学习不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变得有
趣和充满吸引力。这种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改变了传
统的“讲练分家”教学模式，给学生提供引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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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操作”到“多元研究性学习和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定位的质的飞跃，教学质量会得到显著提高。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提高，对课程
内涵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强化教学互动、过程指导、自主学习、以及课
内外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和实践平
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努力培养学
生研究性学习和实践创新的能力。[5]

学生学习兴趣，充分发展学生个性，提高学生素质，
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为今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
础。

5 课程总结与成绩评价
再次是案例与项目的讲解与总结。案例与项目的
讲解是案例实施的指导，项目设计的内容和要求；案
例和项目的总结是案例实施的归纳，项目设计和实施
的概括。特别是实验项目的讲评应作为重点和精华部
分，要针对学生学习和实验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有的
放矢，并且与单纯的知识点区分开来。
在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活动中，针对不同学生的
不同特质，不搞一刀切的标准，不要求每个学生在教
师给出整个实验项目后，都能够全部完成。但必须至
少提供完整的实验报告及完成实验项目中容易实现的
部分，最后对整个项目或其中部分通过验证的内容或
知识点进行总结。每个学生要在实验报告中注明自己
所做的工作及对整个设计、实验项目验证的贡献，课
程的测试成绩以学生平时的案例验证性实验情况和实
验项目整体完成情况，由教师酌情给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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