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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of “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course, the course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 law of students’ learning. Through the 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class hours of practice and order,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good teaching results hav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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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的知识分类，将课程按照学生学习的认知规律进行了教学设计。通过
合理安排讲授课、实验课等实践学时及次序，对教学过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了好的教学效果。
文章引用: 胡双演, 罗蓉, 叶霞, 方林波, 宋小杉. 工程牵引式数据库实验教学方法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16, 4(3):
103-106. http://dx.doi.org/10.12677/ces.2016.4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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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是计算机类和相关信息类及管理类本科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对于学生
掌握数据库理论及数据库应用系统的设计技术与方法，把握信息系统等应用软件系统设计的共性问题，
从事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
数据库课程具有鲜明的面向应用特征，以及对实践与设计能力的较高要求，通过实验教学不仅能加
强学生对数据库基本原理知识的理解，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及设计能力[1]-[3]。在现有教学过程
中，实验教学通常受限于理论课程讲授的知识，重理论而轻实践，不利于开展跨课程的综合设计性实验，
导致学生学完数据库原理课之后无法独立完成后期的实践环节。

2. 数据库实践教学现状
2.1. 重理论轻实践
在对多所学校的调研发现，数据库实验的重点仅仅放在对知识点的验证上，而不是如何运用知识点，
没有与工程实践中的信息系统软件开发结合起来，课程的实践性体现不强，不利于毕业设计等后续实践
教学环节的开展。

2.2. 学生参与度低
由于实验内容固定、教学实验学时较少、考核方式单一等[3] [4]，这些都构成了影响学生参与实验程
度的重要因素。比如：多数学校使用的数据库实验范例都是“教学管理系统”，而且在学生开展实验时，
往往都是按照教材上给出的数据库结构、数据表、视图等进行简单的重复性验证试验。这样的实验模式
即使学生完全正确地完成了实验，也只是实现了一次完美的模仿、验证，并没有学到如何依据实际情况
来进行数据库表的抽象，数据库视图的建立等。另外，实验考核也只是作为一小部分计入最终的考试成
绩，对整个课程的成绩影响非常小。这也导致了学生对实验课程的重视度不高。

3. 工程牵引实验的教学模式
实验教学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针对不同的课程，需要有所侧重。例如：对于大学物理实验，应该
以演示、验证为主，目的是通过实验环节让学生加深对重要理论、定理、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对于模拟
电路、数字电路等工程实践类课程，则应该引入适当的工程背景，让学生有目的的搭建一些常用的基本
电路，使学生在锻炼实践基本技能的同时也了解了所学知识在工程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数据库原
理及应用课程，除了较为系统的设计理论教学外，应通过课程综合实验实践和课程综合设计，解决好会
设计数据库应用系统的问题，这样才是学以致用的真实体现。
所谓工程牵引实验的教学模式，就是针对每一个实践内容，都进行精心思考和细致筹划，力求通过
实践课程教学，不仅让学生学会科学知识，提高基本实践动手能力，还要让学生参与部分实验过程的设
计和进行实验拓展讨论，打破只有老师讲解或准备实验环境的“一言堂”模式，使学生知道如何在工程
实践中施展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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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教学实例
下面仅以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中，设计某门课程的考试成绩单为例，说明工程牵引实验的教学模
式运用的一个案例。

4.1. 实验预习阶段
课前发给学生每人一张课程考试成绩单表格，如图 1 所示。要求学生在课前根据图 1 所给出的表格
回答问题并设计表格。“问题：图 1 所示的表格是一个数据表还是视图？如果不是表，请设计出合理的
数据库表”。

4.2. 课堂实践
在以往的课堂实验中，学生都能够按照实验指导书的要求，顺利完成数据表的创建，并且利用 SQL
语句插入实验数据，得到预期的实验结果。但是，通过对学生的提问发现，学生只知道根据指导书给出
的实验步骤及过程来进行实验操作，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这样做？理论依据是什么？做完了当前这一
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最终的实验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然而，这些问题中恰恰就包含了工程实践中所
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及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法。
改进后的实验教学方法能否让学生真正掌握数据库表的创建方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两
个教学班次的尝试。
几乎所有同学都能识别出图 1 所示为一个视图，并且大多数同学根据自己所创建的数据表也顺利地
得到了视图 1 的结果。课堂上机实验操作环节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所输入的测试数据也都能给出正确的
测试结果。问题到这里似乎要结束了，其实不然。我们还给学生留下一道思考题：证明自己所创建数据
表关系均为 BCNF。

4.3. 实验总结
实验报告反馈的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同学所创建的数据表不是 BCNF。而课堂上机实验的操作结果正
确是因为实验测试数据较少，并且没有包含较为复杂的数据。下面给出一种较为典型的错误数据表关系
结构。
学生信息表(学号，姓名，班级，专业名称)
教研室表(教研室代号，教研室名称，教师姓名)
成绩表(学号，课程名称，教师姓名，考试时间，成绩)
当存在同名同姓的两位老师正好在同一个教研室时，用上面的这组关系就不能对这两位老师进行正
确的区分。

《XXXX》 课程考试成绩单
班级：
学号

姓名

成绩

专业：
学号

姓名

成绩

教研室

学号

人数：
姓名

教师

Figure 1. Course transcripts
图 1. 课程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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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日期：
学号

姓名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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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数据表关系结构如下。
学生信息表(学号，姓名，班级，专业代号)
专业表(专业代号，专业名称)
课程表(课程代号，课程名称，专业代号，教师代号)
学习信息表(专业代号，课程代号)
教师信息表(教师编号，教师姓名，教研室代号)
教研室表(教研室代号，教研室名称)、成绩表(学号，课程代号，考试时间，成绩)
本次实验内容看似简单，通过本文的实验组织方式却很好的检验了学生对数据库基础理论知识的掌
握和灵活运用情况。经过对学生后期参与综合实践课程的调查发现，采用本文实验教学培养的学生均能
够独立、高质量的完成信息分解、数据库及关系表的构建，为综合实践课程的顺利完成奠定了良好的技
术基础。

4.4. 拓展讨论
由于问题是出现在绝大多数同学中，具有普遍性，所以有必要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讨论过程中发
现，出现错误的根源在于创建表关系时，没有按照范式简化的步骤进行，而是根据自己平时所填表格和
推测创建的。众所周知，在日常工作中所填写的表格其实多为综合视图，而并非真正的底层关系结构，
所有的底层关系结构均需满足 BCNF 要求。学生还处于学习的初期阶段，没有实践经验，很难直接创建
出符合 BCNF 要求的关系结构。必须应用所学理论知识进行计算和化简，将综合视图经过范式分解，最
终得到 BCNF 关系集，才能创建出科学、合理的关系结构。

5. 结束语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是一门兼有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课程，只有加强实践教学的训练，理论知识
才能得到有效巩固。实践表明，工程牵引式实验教学方法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使用
数据库原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实际动手能力。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鲍洁, 梁燕. 应用性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08(5): 47-50.

[2]

刘婷, 胡玉娟. 项目教学法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1, 27(2): 125-126.

[3]

叶霞, 李俊山, 李海龙.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实践教学改革[J]. 计算机教育, 2011(1): 56-59.

[4]

苏丹. 项目教学法在数据库课程实验教学中的应用[J]. 黑河学院学报, 2012, 3(2): 39-41.

106

期刊投稿者将享受如下服务：
1.
2.
3.
4.
5.
6.
7.

投稿前咨询服务 (QQ、微信、邮箱皆可)
为您匹配最合适的期刊
24 小时以内解答您的所有疑问
友好的在线投稿界面
专业的同行评审
知网检索
全网络覆盖式推广您的研究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