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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perating system course and the actual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cours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subjec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merging industrial market.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eaching effect,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teaching means is more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perating system and meet the demand of talent
marke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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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操作系统课程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结合操作系统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提出了“新工科”背景
下的操作系统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以适应新兴工业市场的需求。从教学效果对比来看，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革新更加有助于学生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满足“新工科”背景
下的人才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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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席卷全球，新经济的发展壮大需要大量能够主动
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发展，具备更高创新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卓越工程科技人才，新工科建
设由此被提上日程并成为当前工程教育的重点。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发布了《关于开展新
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关于推进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1]，明确新工科的人才培养定位，
注重培养具备主动获取知识能力、终身学习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的新型工程技术人才。
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建设既强调理论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工程教育、创新教育的交叉融合[2]，课程内
容与实践的结合，增强数字化思维、计算思维的培育。
操作系统课程是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掌握该门课程有助于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计算
机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及基本原理，理解计算机中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如何协同工作。操作系统课
程的理论性较强，教学内容庞杂、抽象，对于学生来说，该门课程的学习过程枯燥、难以理解，而且与
编程语言类的课程“立竿见影”的效果相比，该门课程的学习效果及结果不能立刻呈现[3]。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对操作系统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
度，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以满足“新工科”背景下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2. 操作系统课程的课堂教学现状
2.1. 课程内容抽象，理论性强
高校操作系统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引论、进程与线程、处理器调度、进程同步与死锁、
物理存储器管理、虚拟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和文件管理，主要讲授基本原理，不是针对某种操作系统
来讲，内容庞杂，涉及面广。操作系统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基础》、
《数据结构》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也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学生缺乏牢固的课程基础，这种情况也增
加了操作系统课程的学习难度。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课堂上的学习内容与实际使用的操作系统之间存
在一定的距离，理论与实际不能结合起来，不能学以致用，因此学习兴趣不高。

2.2. 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高校的操作系统课程多数采用灌输式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中以教师的教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
识，忽略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缺少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机会，而且学生在课堂中的参
与度不高，课堂互动的机会也较少，这样的课堂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加上课
程内容枯燥难懂，因此，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使学生很难理解并掌握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4]。

2.3. 实践环节薄弱
操作系统课程多重视理论知识讲解，而忽略了实践教学环节，实践环节的课时较少，而且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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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设计不合理，不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过程相结合，因此，实践环节不能起到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理
论知识的目的，这也增加了学生对掌握并理解理论知识的难度。学生缺少参与实践的机会，也导致学生
很难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缺少自主创新性，也进一步导致学生失去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难以提高教学效果。

2.4. 学生忽视课程地位
学生在学习诸如 C 语言程序设计、C++程序设计、Python 程序设计等编程语言课程时，可以利用所
学知识编写代码解决实际问题，学习效果立竿见影，学生认为学习这些课程是有用的。而学生在学习操
作系统课程的理论知识时，看不到这些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这样，学生认为即使不了解操作
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也可以很好地使用计算机，学生就形成一种观点：计算机专业是编程的，
但操作系统课程对于编程没有任何作用。因此，操作系统课程的重要地位被忽视，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
习也只是应付考试，没有深刻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不能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
在以后接触到的大型软件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很快找到解决办法。

3. “新工科”背景下的操作系统课程改革措施
3.1. 以需求为导向，优化教学内容
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需明确“新工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在“新工科”背景下，授课
过程既要注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讲解与传授，更要加强工程教育、创新教育的交叉融合，不同专业
的培养目标各不相同，比如网络工程专业旨在培养掌握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掌握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和设计的基本方法，具有网络编程与应用开发，网络规划设计、施
工、集成、网络管理等基本能力，能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计算机、网络相关领域的高级应用型的专门
人才。因此网络工程专业的操作系统课程应增加网络操作系统、分布式系统等内容。软件工程专业应以
培养掌握软件分析、设计和开发方法，具有较强的软件开发实践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能够从事软件分
析、设计、开发、应用和维护的具有高就业竞争力的应用型软件工程专业人才为目标，操作系统课程的
教学内容应注重进程与线程、内存管理、处理机调度等的讲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旨在培养具有综
合运用所掌握的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掌握计算机系统的分析和设计的基本方法，具有从事研究、
开发与测试计算机软硬件的能力的“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因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操作系统课程
应注重磁盘存储管理、文件管理、处理机调度等内容的讲解。根据培养目标来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实现
学生的个性化培养[5]。

3.2. 以知识为载体，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
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式，以教师的教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少思考分析与自主创新的机会，
因此需要向混合式教学模式转变，改变传统的教学流程，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为目标。
3.2.1. 采用“翻转课堂”模式
翻转课堂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课堂教学实现由“教师的教”向“学生的学”的转变。
随着“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渗透不断深入，科学技术逐步走向校园，逐步的走向智慧教育模式，促进
智慧化教学工具与“翻转课堂”模式的融合。智慧化教学工具可以融合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以教
师、学生、辅导员为服务对象。
利用智慧化教学工具，老师在上课之前提前可以发布预习任务，老师还可以选择学生较熟悉的、简
单易懂的内容让学生自主学习，比如文件管理部分。老师首先给出文件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比如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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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文件控制块、目录结构等，学生在课前完成这些任务的自主学习，然后反馈在预习过程中存在的
难点问题。比如大部分学生反馈两级目录结构及多级目录结构比较难，老师根据学生的反馈，针对性地
做好教学环节的设计，在上课过程中对两级目录结构和多级目录结构进行重点讲解，这样，可以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实现精准化教学。
“翻转课堂”实现“由教向学”的转变，对学生的考核也突破传统的静态、单一的考核方式，转变
为多维动态考核，将学生的过程性学习数据记入过程考核中，如图 1 所示，是智慧教学工具记录的学生
过程性学习数据。

Figure 1. Process learning data
图 1. 过程性学习数据

3.2.2. 生活案例引入法
可以采用结合生活中的案例对知识点进行引入，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比如虚拟存储器是操作系统
中十分重要的知识点，虚拟存储器并没有真正扩充内存的物理容量，而是从逻辑上扩充内存容量，这个
概念是十分抽象的，学生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可以采用图书馆的案例进行知识点引入。图书
馆的阅览室中有 100 个座位，一部分同学看完书后离开阅览室，阅览室中就空出一部分座位，另一部分
同学就可以进入阅览室看书，这样，最大容量为 100 人的阅览室就可以满足 500 人到阅览室看书的需求，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扩充了阅览室的空间，提高了阅览室的利用率。在操作系统中，将暂时不运行的进程
调入外存，把需要执行的进程调入内存，提高了内存利用率，用户感觉内存容量好像扩大了，满足了更
多进程的需求，提高了进程并发的程度，增加了系统吞吐量。
这样，通过生活中的案例引入，将抽象的虚拟内存的概念具体化，学生对虚拟内存的理解就简单多了。
3.2.3. 类比教学法
可以将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融入到操作系统的课堂中，将原本复杂、抽象、难懂的基本概念，变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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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具体化。比如引入进程的概念可以使程序并发执行，提高处理机资源的利用率和系统吞吐量。从
不同的角度，进程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较经典的定义有[6]：
1) 进程是程序的一次执行；
2) 进程是一个程序及其数据在处理机上顺序执行时所发生的活动；
3) 进程是具有独立功能的程序在一个数据集合上运行的过程。
无论哪种进程定义，都在强调进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进程除了包含程序、数据外，还有一个重要
的数据结构——进程控制块，用于描述进程的当前活动及进程管理的全部信息[6]。老师在讲解进程定义
的过程中，可以把程序比作静态的、没有出行任务的城市公交车，把进程比作正在出行的城市公交车，
把进程处理的数据比作乘客，进程控制块可以看作是城市的公交车调度中心记录的关于此辆公交车的出
行信息。只有当公交车配备了司机、燃油等资源后，才可以从公交车调度中心出发。进程是具有一定生
命期的，类似地，公交车的出行也是有时间周期的，当公交车完成出行任务，再次回到公交车调度中心，
一个出行周期结束。这样，将进程的动态性概念比作生活中常见的公交车，学生可以深刻理解进程的动
态性概念。
3.2.4. 讨论教学法
将生活中在学生熟悉的事件引入到操作系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然后老师对知
识点内容进行总结、完善。比如在多道程序环境下，进程的并发执行的导致系统中的多个进程共享系统
中的资源，因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两种相互制约关系：间接制约关系和直接制约关系[6]。在讲解间接
制约关系时，可以引入打印店中的场景，抛出问题：若打印店中原本有 5 台打印机，现在有 4 台打印机
的碳粉量不足，只有一台打印机可以工作，有 3 位同学到打印店打印资料，这 3 位同学应该按照什么样
的顺序打印资料呢？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得到结果：这 3 位同学都可以使用这台打印机打印资料，但是
需要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使用打印机，只要有一个人在打印资料，其他同学必须等待。3 位同学类似于 3
个进程，由于共享打印机，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了制约关系，这就类似于进程间的间接制约关系，多个进
程由于共享系统资源而产生间接制约关系，也称为进程互斥。接着，引出第二个问题：大家可以在教务
系统中查到考试成绩，现在操作系统课程还未进行期末考试，老师还未在教务系统中录入成绩，大家能
否查到成绩呢？经过学生讨论之后，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可以引出进程间的直接制约关系。进程间的直
接制约关系也称为进程同步，源于进程为了完成同一项任务而相互合作。
将学生由切身感受的情景引入，引导学生进行问题讨论、总结，老师进行对结论进行完善，这种教
学方式凸显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实现“由教向学”的转变。

3.3. 以工程应用为基础，加强实践环节
在“新工科”建设中，需要更加注重对学生进行工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技
术创新能力，以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学习操作系统既需要具备计算机硬件知识基础，又需要有一定的
程序设计能力。在计算机工程问题中，操作系统是软件资源和硬件资源之间的桥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应该更加注重实践教学环节。操作系统的实践环节包括验证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两种，验证性实验是模
拟操作系统中的某些工作过程或工作原理，通过模拟程序的运行来演示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例如进程
控制(包括进程的创建和终止、进程的挂起和激活、进程的阻塞和唤醒)、处理机调度算法、银行家算法、
页面置换算法以及磁盘调度算法等，实验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这些算法的工作原理。设计性实验不仅有
助于学生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更是注重学生的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的培养。比如组织 3~5
个学生为一组，实现一个模拟采用多道程序设计方法的单用户操作系统，该操作系统包括进程管理、存
储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管理和用户接口等功能。通过模拟操作系统的实现，加深学生对操作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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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的理解，进一步了解操作系统的实现方法，并可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的程序设计能
力。在解决工程实践问题时应该何时使用操作系统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怎样使用操作系统中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都需要学生通过实践的训练获得。

3.4. 以科技为中心，关注学科前沿
“新工科”背景下培养的人才应该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紧密关注专业学科发展，具有对新知识、
新科技、新技术的快速学习并掌握能力。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但是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很难跟得上科技发展的速度，因此教师在传授课本知识
的同时，要积极引导学生利用各种媒介渠道来获取学科前言知识。可以要求学生多关注操作系统的相关
新技术，形成学科前言报告，作为作业提交，并计入平时考核中。这种方法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

4. 教学效果
自 2012 年以来，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一直坚持以个性化教育、智慧化教学为指导，结合人工智能新技
术，致力于实现学生学习个性化、老师教学精准化、教学管理智能化。作为专业核心课程，操作系统课
程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改革的排头兵。表 1 从教学满意度、课程期末考试通过率、学生学科竞赛的得
奖率几个方面，将 2015 级学生与逐步深入改革的 2016 级、2017 级、2018 级学生进行了。
Table 1. Teaching effect comparison table
表 1. 教学效果对照表
年级

教学满意度

期末考试通过率

学科竞赛的得奖率

2015 级

74.33%

75.12%

8.5%

2016 级

83.54%

78.65%

12.1%

2017 级

88.68%

84.55%

26.73%

2018 级

94.72%

91.98%

35.48%

从表 1 可以看出，通过对操作系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2016 级、2017 级及 2018 级学生
的教学满意度、考试通过率、学科竞赛的得奖率均有了显著的提高。

5. 结语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课程内容抽象、理论性强，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使学生失
去对课程的学习兴趣，课堂效率低下。概念的提出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对课程内容及课堂
教学方法的改革，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凸显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导地位，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以满足“新工科”背景下的人
才需求。
操作系统课程改革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学满意度、课程期末考试通过率等指标得到了显著的提
高，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把操作系统同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联系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培养符
合“新工科”要求的“新”人才。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 2018 高校自然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一种家用网络 QoS 控制器及控制方法的研究与
设计”(KJ2018A0632)，张云玲；2017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以新工科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 IT 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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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2017jyxm0943)，周鸣争；2018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操作系统原理大规
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示范项目”(2018mooc424)，程琪；2018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新工科背景下网
络工程专业方向课程体系改革与研究”(2018jyxm0320)，伍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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