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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for computer majors. How to enable
student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all knowledge points and improve their programming
ability effectively is the key problem to be explored in this course. This paper designs a set of examples to link up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the course from shallow to deep and step by step, so
that students can really feel the gradual application of these knowledge points in the examples.
Compared with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is course, the example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basically
cover all the core knowledge points. Through the practice test of classroom,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et of examples help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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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程序入门课，如何让学生融会贯通地理解各个知识点，并有效提高
编程能力，是该课程需要探索的关键问题。本文设计了一套实例，将课程的各个知识点由浅入深地、循
序渐进地衔接起来，让学生可以真正感受到这些知识点在实例中的逐步应用。通过与课程知识体系对比，
本文设计的实例基本覆盖了所有核心知识点。通过课堂实践检验，该套实例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
文章引用: 冯雪. C 语言程序设计教学中的实例设计方法[J]. 创新教育研究, 2019, 7(4): 49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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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也是我院开设的八大核心课程之一，是计算机
专业学生学习的第一门编程类课程。在谭浩强老师出版的《C 程序设计(第五版)》教材[1]中，主要介绍
了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数组、函数、指针和文件等方面的内容[1]。针对各个知识点，教材
中设计了一些例题来帮助学生理解。但是，如何对这些内容融会贯通，将各个知识点有效结合，并能够
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是本课程一直探索的关键。
经过多年的实践验证，好的实例是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 C 语言课程的关键。因此，如何设计一套实
例，将课程的各个知识点由浅入深地衔接起来，让学生可以真正感受到这些知识点在实例中的逐步应用，
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通过课堂实践检验，该实例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文献[2]也提出一套案
例教学方法，但本文中的实例设计方法更强调知识点逐步结合的过程，并且可以覆盖更广泛的知识点。

2. C 语言课程实例设计方法
2.1. C 语言课程知识体系
本课程的知识点主要包括顺序结构的程序设计、选择结构的程序设计、循环结构的程序设计、函数、
指针、结构体、文件等方面的知识，目标是使学生能够熟练地阅读和运用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来设计、
编写、调试和运行 C 语言程序。具体知识点描述如表 1 所示，其中 3~10 是讲授的重点。
Table 1.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
表 1.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知识体系
序号

教学内容

基本要求

1

C 语言概述

了解 C 语言的历史和特点，初步掌握 C 语言程序的构成。

2

算法

了解算法的基本概念和表示方法；掌握什么是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3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重点掌握编写简单 C 程序的方法，熟悉不同数据类型的输入和输出。

4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掌握关系运算符、逻辑运算符及其表达式的使用；重点掌握选择结构的程序设计思想。

5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重点掌握循环结构的程序设计思想。

6

利用数组处理批量数据

重点掌握一维数组、二维数组的定义和引用方法，能够编写使用了数组的程序。

7

用函数实现模块化程序设计

熟练掌握函数的定义方法和调用方法，重点掌握基于函数的模块化程序设计方法。

8

指针的定义与使用

掌握指针的基本概念和运算以及空间的动态分配思想；
重点掌握指针作为函数参数的使用方法以及利用指针操作数组的方法。

9

结构体的定义与使用

重点掌握结构体的定义、使用以及结构体指针和链表的使用方法。

10

文件的使用

重点掌握文件的打开、关闭和读写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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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 语言课程实例设计方法
本文提示的实例设计方法，秉持着两点原则：1) 强调知识点逐步结合的过程，从简单实例开始，随
着学生不断深入的学习过程，逐步扩展实例；2) 尽可能覆盖更多的知识点。实例设计过程如下：
1) 设计一个实例，输入一个年份和月份，显示该月有多少天。这个实例主要用到选择结构，1，3，
5，7，8，10，12 这些月份是 31 天，4，6，9，11 是 30 天，2 月份正常是 28 天，若是闰年，则是 29 天。
该实例的代码如下：

2) 在该实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输入一个年、月、日，计算该天是一年中的第多少天，这样就融入
了数组和循环结构两项知识点。设计一个数组 m，里面存放 12 个月的天数。通过循环来计算该天是一年
中的第多少天。扩展后的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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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续扩展该实例，引入基于函数的模块化程序设计方法，将闰年的判定方法写成一个函数，天数
的计算则用另一个函数来描述。扩展后的代码如下：

4) 继续扩展该实例，融入指针知识点，通过指针变量 pt 来指向数组 m 的首元素，并使用指针来操
作数组元素，扩展后的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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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继续扩展该实例，融入结构体知识点，将年、月、日封装成一个结构体类型。在上述实例基础上，
定义一个叫做 date 的结构体，该结构中包含年、月、日三个成员，扩展后的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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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继续扩展该实例，融入文件知识点。在上述实例的基础上，将一组日期信息存入到文件中，并从
文件中读取日期信息，并根据日期信息，计算该天是一年中的第多少天。其中，需要增加日期存储到文
件的函数和从文件读取日期的函数，并设计菜单界面，让用户选择相应的操作(1、存储日期；2、读取日
期；3、天数计算)。扩展后的代码，本文不详细给出。从实例设计角度，扩展后的实例融入了选择结构、
循环结构、数组、函数、指针、结构体和文件等知识点。通过与 2.1 节中的课程知识体系对比，该实例
基本覆盖了所有核心知识点。
经过几轮授课，在针对各个知识点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本文提出的循序渐进扩展式实例，可以让学
生感受到各个知识点的综合使用方法，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这些知识点逐步结合的过程。实
际授课表明，这种循序渐进扩展式实例更有助于学生去学习 C 语言，学习效果更佳。

3. 结束语
好的实例是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 C 语言课程的关键，2017 年起，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
学生中应用本文所设计的一套实例，结合教材的使用，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加强学生对知
识点的理解和融会贯通。今后，将进一步提升实例的综合性、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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