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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is made about current computer science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s to adapt to requirements of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Computer Specialty Graduates. A computer
science teaching model in colleges is proposed based on deep learning for the existing disadvantages.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including pre-class, in-class and after-class, deep teaching of colleges get a clear and operable means to use. And teaching practice
then is made, proving that the teaching mode has a goo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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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适应社会对高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对高校目前的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并
针对现有的弊端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该模式通过各种课前、课中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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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教学方法的配合使高校的深度教学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手段，并通过实践教学证明该教学模式有良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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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目前的朝阳行业，该行业的快速发展要求从业人员具有很强的学
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高校中如何培养适应计算机行业需求的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人才是值得研究的
课题。深度学习是由美国人 Ference Marton 和 Roger Saljo 1976 年提出的概念。何玲、黎加厚认为深度学
习是学习者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批判性地学习新的知识和思想，并将其融入已有的认知结构中，能够在
众多的思想间进行联系，并将已有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作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学习方式[1]。将深
入学习的方法引入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教学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探讨基于深度学习
的高校计算机课程的教学模式对于教师高效地教与学生有效地学都具有实际意义。

2. 高校教学模式的现状和局限性
目前国内高校的教学模式主要为：
1) 传统教学模式。教师通过在课堂上讲授知识内容，再布置课后作业，最后进行测验的方式来完成
整个教学活动。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为：
a) 教学学时少，教学内容多。教学采用“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学生只做录音机，缺乏
学习自主性，只对知识点做机械的记忆。
b)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低。学生自主学习的要求低。学生出勤率低，挂科率高。
c) 课堂上教师唱“独角戏”，下课老师抬脚就走，教师与学生缺乏交流。
2) 传统加网络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网络教学模式为辅。目前不少高校
采用这种教学模式。教师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授课，但是利用网络平台建设了课程网站，除了把课
程的教学大纲、教学 PPT、作业题等内容挂在网上外，还在网站中设置了问答区，学生可以用发帖的形
式向教师求教。课程网站上有时也会放置课堂教学的全程录像，学生可随时重看。
传统加网络的教学模式比传统教学模式增加了网络交流互动的方式，更便于学生课后复习和答疑解
惑，但学生的学习效果取决于学生主动网络学习的自觉性，而且很多网站的互动答疑区并不能保证教师
实时在线或及时回答问题，此种情况下的网络辅助教学可能就成为了学生下载讲义和查看老师布置的作
业的工具[2]。
3)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少数学校的部分课程开始尝试翻转课堂教学，在
网站上放置课程的知识点微课供学生预习，课堂上讲授和讨论并存，课后做作业。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都很高，教师需要制作高质量的视频微课，设计课堂讨论的
问题，并能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的讨论，学生在课前必须预习，在课堂需跟上教师的思路，积极配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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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教学模式在拍摄微课时需要一定的硬件条件，不适合经费紧张的高校，另外教师需要对课程知识的掌
握更深透，还需要掌握良好的控制课堂讨论的方法，仅适合较优秀的教师采用，因此此种教学模式很难
全面铺开。

3. 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方法
为了引导学生深度学习，教师们积极探索，出现了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要求学生课前观看教师事先录制的微课来预习知识点，教
师在课堂上致力于更深入的知识点的挖掘，如知识点的深层含义，知识点的应用，与其他知识点的融会
贯通等[3]。它将课堂内的宝贵时间用于帮助学生对知识点进行深度学习，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这
恰恰解决了高校普遍存在的课程学时数少，学习内容多的问题。翻转课堂模式为了让学习更加灵活、主
动，让学生的参与度更强。
2) 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用
多种方式，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
3) 协作学习
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CL)是指学生以小组形式参与、为达到共同的学习目标、在一定的
激励机制下最大化个人和群体的成果，而协作互助的一切相关行为。它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
学习理论作为基础，由群体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4]。
4) 实验和实践教学
对于计算机专业课程，安排实践课程将有利于学生理解书本知识，同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学习新知
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高校教学模式的弊端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即使加上了网
络教学平台的辅助，能自觉上网浏览、主动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学生数量有限。翻转课堂门槛较高，
无法全面铺开。为了适应现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高校必须改革教学模式，重新探索一条适合实际情况
和现状的便于实施的人才培养教学模式。

4.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
计算机专业是目前社会上人才需求很大的一个专业，由于计算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新很快，因此
在学校课堂所学习的知识可能在走向社会后几年就会淘汰，所以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不仅仅是学会老师所
讲述的知识，还应该学会如何自主学习，这样才能适应该专业的特点。
由于每个学校的软硬件条件不一样，学生的层次和接收能力、自学能力不一样，各校教师的水平也
有高低，因此要做好高校计算机课程教学工作，用一种固定的单一的方法很难发挥其最大作用[5]，本文
所提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计算机教学模式是根据计算机专业课程的特点而设计的一种组合模块式深
度学习教学模式，由课前、课中、课后三个子模块叠加组成，该教学模式是一种教学框架，具体的实现
手法和细节可以根据学校的软硬件条件，教师的水平，学生的接受能力等实际情况进行任意组合、替换、
添加，以期达到在固有条件下的最大效果。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课前主要进行的是简单学习，根据学校的条件和课程的特点，教师可以自由选择
让学生观看微课或者完整的教学录像甚至直接预习纸质书籍内容对基本概念原理进行学习。要求学生课
前学习的内容应以容易理解的基本概念和背景知识以及简单易理解的原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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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eaching mode of computer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图 1.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

课中和课后的深度学习是建立在课前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展开的。该部分是教师引导学生深度学习的
核心，在课堂上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决定了学生进入深度学习状态的效果，教师可以在原来基本
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继续讲解原理的应用和扩展的内容，也可以直接设计一组环环相扣的问题，启发和
引导学生思考。也可以将学生分组，进行组内讨论，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发表意见。在课时内也可以安
排实验或实践内容，巩固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了解。课后学生的努力程度对于深度学习的效果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让学生继续深化课堂学习的内容。可以布置纸质作业或
者网络上的自测题，通过 QQ、微信、网络教学平台的交流区与学生进行答疑互动。知识的深度学习仅通
过一轮的学习并不能保证达到预期效果，所以深度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多次迭代的过程。对于计算机课程
教师若在课后布置编程大作业或让学生直接完成实际的系统，将有助于学生学会学以致用以及具有查找
资料自学的能力。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中课前的工作是完成深度学习的基础，课堂教学内容的设
计是关键，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课后学生完成任务的好坏则决定了学生深度学习的程度和效果。
因此这三个环节相辅相成，每个环节的教学细节都很重要，为每位教师留下了巨大发挥的空间。

5.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教学模式实践
为了测试上述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的效果，笔者在任教的本科生的《计算机网
络》课和研究生的《高级计算机网络》课上按照该模式进行了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和设计以及实
施。
1) 课前
为《计算机网络》课和《高级计算机网络》课录制了讲授知识点的微课，并设计了对应的选择测试
题，以便学生检验预习的效果。
2) 课中
为两门课程都设计了从浅至深的若干个问题，对较简单的问题直接提问，较深入的问题采用启发式
教学法引导学生讨论。
在《高级计算机网络》课中划分了协作小组，每个小组分配一个讨论专题，要求小组成员课后协作
学习后，课堂上回答教师和其他非该小组成员的提问。为《计算机网络》课设计了实验，以便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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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加深对原理的理解。
3) 课后
布置相应的作业题或章节学习报告，建立微信群和 QQ 群，既方便学生间的讨论，也方便学生和教
师的互动。
4) 检验效果
设置课堂测验、单元测验、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
高校与中学的教学完全不同，学生学习主要依靠自觉，若完全放任学生，即使采用最先进的教学方
法，教学效果也可能打折，因此教师需增加一些约束和鼓励的方法辅助教学。
为了帮助学生克服惰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笔者采取了一些辅助的奖惩措施。比如：
1) 利用网络平台，考勤课前学生是否按要求观看微课，记录完成的测试题的正确情况，未完成预习
的同学平时成绩减分。
2) 记录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和正确回答问题的同学，为其平时成绩加分。
3) 检查实验课的效果，记录完成作业的先后顺序为先完成的 50%的同学酌情加分。
4) 把出勤率、作业、单元测验、答疑情况、上课回答问题的参与度和正确率都计入平时成绩，增加
平时成绩在总成绩的占比至 50%，期末的考试成绩占比减至 50%。
两门课程采用以上的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模式经过两轮教学实践，期末考试平均考试成绩连续两年
比未采用此法的 2014 年的考试成绩提高了 10 分以上，成绩的标准差也减小了，说明学生成绩的两极分
化现象有一定的缓解。
本科生的《计算机网络》课程安排在大三下学期，大四上学期学生就进入实习单位进行实习，为了
了解用人单位对学生的满意程度，请用人单位填写问卷调查表，统计了各项满意度的百分比，其中学习
能力是指单位根据需要对学生进行培训对学生的接受能力，工作能力是指学生经过培训后的实际工作情
况，其反馈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综上所述，深度学习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的提升有着明显的作用，若将此模式
进行推广，相信对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实际推动作用。

6. 结论
深度学习是目前高校所倡导的一种学习方式，它将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重
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高校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将教学模式具体化，通过各种
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教学方法的配合使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深度教学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手段，将有利于
促进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对高校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有用人才具有深远的意义。
Table 1. Employer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表 1. 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表
2013 年和 2014 年平均满意度
(未采用)

2015 年满意度
(采用新法)

2016 年满意度
(采用新法)

工作态度

81%

90%

92%

学习能力

65%

78%

81%

工作能力

74%

82%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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