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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1.以 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2.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

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4.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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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梁伍七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9年 4月 

学  历 本科 学  位 硕士 电  话 3659552 

专业技 

术职务 
副教授 

行 政 

职 务 
副院长 传  真 3636792 

院  系 信息与工程学院 E-mail liangwuqi@mail.ahtvu.ah.cn 

地  址 合肥市桐城南路 398号 邮  编 230022 

1-1 

基本 

信息 

是否本校 

专任教师 

（若否，请注明受聘教师类别及实际工作单位） 

是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授课对象 周学时 听众数/年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专业课 开放本科 3学时/周 65人/年 

JAVA技术 专业课 开放本科 3学时/周 68人/年 

计算机数学基础 专业基础课 开放本科 3学时/周 60人/年 

C语言程序设计 专业基础课 开放本科 3学时/周 70人/年 

1-2 

 

授课 

情况 

网页制作软件使用 专业基础课 开放专科 3学时/周 83人/年 

1-3 

 

教学 

研究 

情况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不超过十项）；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 自主学习和面授辅导—计算机专业的案例研究，安徽广播电视大学，2004年度。 

2. 网上教学支持服务的研究与实践，省教育厅，2004年度（参与）。 

3. 《计算机应用基础》教材建设项目，安徽广播电视大学，2008年度。 

4. 现代远程教育学习评价体系与运行机制的构建，省教育厅，2009年度（参与）。 

5. 《Visual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教材建设项目，安徽广播电视大学，2011年度。 

教学研究论文： 

1. 梁伍七，李翔．基于混合学习的直通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国远程教育，2011 年

12期．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 2005年度参与的“网上教学支持服务的研究与实践”项目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mailto:liangwuqi@mail.ahtvu.a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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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6年度获中央电大表彰的全国电大系统第二届“教学创新奖”称号。 

3. 2007年度获省人事厅和省教育厅联合表彰的全省模范教师称号。 

4. 2008年度主持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建设项目获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5. 2008年度参与的“远程开放教育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践”项目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 

1-4 

 

学术 

研究 

情况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不超过五

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与时间）

（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

（不超过五项）。 

学术研究课题： 

1. 2009年主持《基于 SOAP消息的 Web服务安全性及其应用研究》课题一项（安徽广

播电视大学自然科研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zr08-03zd）。 

2. 2011年主持《Visual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教材建设》多种媒体教材建设项目一项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多种媒体教材建设项目）。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1. 梁伍七，李立．基于 SOAP消息的 WEB服务模型及其应用研究．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 01期． 

2. 梁伍七．基于 Windows套接字实现网络异步通信的原理和实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2009年 01期． 

3. 梁伍七．基于 JDBC的 Web应用程序数据库连接技术研究．合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0年 04期． 

4. 梁伍七．基于椭圆曲线的公钥密码及其应用研究．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

年 01期． 

5. 梁伍七，李翔．基于混合学习的直通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国远程教育，2011 年

12期． 

6. 梁伍七．Hibernate中关联关系映射策略研究与实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
年 03期． 

2.其他主讲教师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从事学科 承担课时 备注 

张  磊 1971.10 讲  师 教研室主任 计算机应用 9学时/周  

汪本标 1973.09 讲  师 教师 计算机软件 9学时/周  

李  斌 1983.04 讲  师 教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学时/周  

注：若其他主讲教师非本校教师，请在备注栏填写受聘教师类别及实际工作单位。 

3.课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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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课程概况 

课程名称 Java技术 讲授节数 40 

预  计 

总 学 时 
54学时 预计总时长 36小时 

序

号 
专题标题 时长 

主讲教

师 
关键词 

1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现场录像课 
60分钟 

梁伍七 图形用户界面；委托事件模

型 

2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

现场录像课 
60分钟 

张磊 抽象；封装；类的定义 

3 第二章 Java 概述--现场录

像课 
60分钟 

汪本标 Java 开发环境；安装 SDK；

Java程序 

4 第五章  继承与多态--现

场录像课 
60分钟 

李斌 继承；多态；域的隐藏；方

法的覆盖 

5 第一章 面向对象软件开发

概述（第 1讲） 
40分钟 

梁伍七 课程介绍；面向对象；概述 

6 第二章 Java概述（第 2讲） 40分钟 梁伍七 Java 开发环境；安装 SDK；

Java程序 

7 第二章 Java概述（第 3讲） 42分钟 梁伍七 程序编辑、编译和运行；输

入输出 

8 第二章 Java概述（第 4讲） 35分钟 梁伍七 Java特点；本章总结 

9 第三章  Java语言基础（第

5讲） 

45分钟 梁伍七 程序构成；数据类型；标识

符；变量；表达式 

10 第三章  Java语言基础（第

6讲） 

40分钟 梁伍七 算术运算；关系运算；逻辑

运算等运算符 

11 第三章  Java语言基础（第

7讲） 

50分钟 梁伍七 选择和循环控制语句；break

和 continue语句 

12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

（第 8讲） 

30分钟 梁伍七 抽象；封装；类创建；对象；

构造函数 

13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

（第 9讲） 

42分钟 梁伍七 非访问控制符；抽象类；最

终类；静态域 

14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

（第 10讲） 

36分钟 梁伍七 方法；方法调用；抽象方法；

静态方法；最终方法 

15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

（第 11讲） 

40分钟 梁伍七 访问控制符；包的创建；包

的使用 

16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

（第 12讲） 

30分钟 梁伍七 类的设计；本章总结 

每 

讲 

情 

况 

17 第五章  继承与多态（第 13

讲） 

52分钟 梁伍七 继承；域的继承与隐藏；方

法的继承与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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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五章  继承与多态（第 14

讲） 

30分钟 梁伍七 this和 super；类继承例 

19 第五章  继承与多态（第 15

讲） 

52分钟 梁伍七 多态；多态的种类；对象的

内存分配；对象初始化 

20 第五章  继承与多态（第 16

讲） 

35分钟 梁伍七 编译单元；包的创建；包的

使用；接口概念 

21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17讲） 

48分钟 梁伍七 Java类库；Object类；数据

类型类；其它系统类 

22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18讲） 

40分钟 梁伍七 Applet类；Applet工作原理；

Applet生命周期 

23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19讲） 

40分钟 梁伍七 数组；对象数组；向量；向

量基本操作 

24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20讲） 

60分钟 梁伍七 String类；StringBuffer类；

函数调用；对象克隆 

25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21讲） 

51分钟 梁伍七 命令行参数；递归；排序算

法；系统类实现排序 

26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22讲） 

46分钟 梁伍七 对分查找；链表；ArrayList

和 LinkedList 

27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23讲） 

50分钟 梁伍七 队列；堆栈；二叉树 

28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第 24讲） 

45分钟 梁伍七 图形用户界面；用户自定义

成分；绘制图形；设置字体 

29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第 25讲） 

58分钟 梁伍七 委托事件模型；动作事件；

按钮和动作事件；文本事件；

文本框；文本区域 

30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第 26讲） 

45分钟 梁伍七 选择事件类；单选按钮、复

选框、列表框和选择事件 

31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第 27讲） 

50分钟 梁伍七 内部类；内部类实现事件处

理；焦点事件；调整事件；

滚动条 

32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第 28讲） 

36分钟 梁伍七 鼠标事件；键盘事件；画布 

33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第 29讲） 

50分钟 梁伍七 布局管理器；FlowLayout；

BorderLayout；CardLayout；

GridLayout 

34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第 30讲） 

50分钟 梁伍七 容器；容器组件类；容器事

件；Panel与容器事件；窗口

事件；Frame与窗口事件 

35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第 31讲） 

56分钟 梁伍七 菜单的定义与使用，菜单的

设计与实现 

36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

设计和实现（第 32讲） 

38分钟 梁伍七 对话框；组件事件；Swing GUI

组件；本章小结 

 

37 第八章 Java 高级编程（第

33讲） 

55分钟 梁伍七 异常与异常类；Java 异常处

理；Exception类；自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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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异常处理 

38 第八章 Java 高级编程（第

34讲） 

40分钟 梁伍七 主要内容：多线程机制；进

程与多线程；线程概念；线

程调度与优先级；实现多线

程 

39 第八章 Java 高级编程（第

35讲） 

38分钟 梁伍七 输入输出类库；InputStream

类；OutputStream类；Reader

类；Writer类 

 

40 第八章 Java 高级编程（第

36讲） 

35分钟 梁伍七 标准输入；标准输出；文件

与目录管理；文件输入输出

流 

3-2 课程描述 

3-1 课程建设基础（目前本课程的开设情况，开设时间、年限、授课对象、授课
人数，以及相关视频情况和面向社会的开放情况） 
课程网站地址：http://www.ahtvu.ah.cn/jxc/javacourse/index.html 

随着计算机编程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面向过程编程逐渐被面向对象编程方式所取

代，这对计算机编程人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计算机编程人员能够掌握主流的面向对象

的编程语言，Java 作为纯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正被各高等院校作为理工类专业特别是计

算机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成立于 1979年 2月，是一所独立设置的省属成人高校。安徽电大现

下设 18所市级分校、69所县级工作站，以及省校开放教育学院、城市建设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网络教育学院等办学实体，已经形成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覆盖全省的成

人高等教育网络系统。 

安徽电大自 2001年春季开始进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放教育试点。自 2001年春季

开始，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开设《Java 语言和 WWW 技术》课程，该课程是已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受到了学生的高度重视。本课程是一门完全面向对象的

程序设计语言，学生普遍感到难学，教师感到难教，因此必须针对课程不断探索和改革教学

方法。  

第一阶段，2001 年春季-2007 年秋季。2001 年春季制定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

计划中，就选定了本课程为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名称为《Java语言和 WWW技术》，总学时为

72学时，4学分。选定的主教材是《Java语言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印旻编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出版，另外指定了多本参考教材。本阶段，充分发挥课程教学团队的作用，整合并制

作了课程教学资源，包括编制了课程说明、教学大纲、实施方案、期末复习指导、实验指导、

电子教案和课程形成性考核作业册等，并制作课程 IP课件 26讲。本阶段，本课程每年度都

开设，授课对象主要是开放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员，每学年授课人数达 300人，视

http://www.ahtvu.ah.cn/jxc/javacour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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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资源针对所有学员开放。 

第二阶段，2007 年秋季-2010 年春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前的教学计划

很难适应和满足学生学习本学科知识的需求，所以自 2007年秋季开始，对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了修订，课程名称修订为《Java技术》，并增开了改课程的后续课程《网

络编程技术》。《Java技术》课程总学时为 72学时，4学分。选定的主教材是《Java语言与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第 2版），印旻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重新指定了多本参考

教材。本阶段，根据第 2版教材内容的更新，课程教学团队对原有的课程教学资源也进行了

修订，整合成了新的课程教学资源。本阶段，每学年授课人数近 400人，视频资源针对所有

学员开放。 

第三阶段，2010 年春季-今。2010 年春季，课程负责人主持的《Java 技术》课程参与

学校直通课程教学改革试点，为全省电大开放教育学员提供更优质的教学支持服务。本阶段，

每学年授课人数近 400人，视频资源针对所有学员开放。电大开放教育属于现代远程教育的

范畴，要求学员注重两个课堂的学习，两个课堂指的是传统的面授课堂和虚拟的网上课堂。

开展直通课程试点，基于如下多个方面的需要：是解决部分分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需要；是解

决学生工学矛盾的需要；是进一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的需要；是进一步做好课程资源

建设的需要；是进一步推进网上教学的需要。 

直通课程要求全省学生实时或非实时点播课程责任教师的 IP课件进行自主学习，这就

要求课程责任教师要制作出适合并能够足够吸引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课程教学资源。省校课

程责任教师负责进行课程教学资源建设，进行课程考核方式整体设计，定期开展面向全省的

课程网上教学答疑。分校和教学点的教师负责进行教学组织，教学过程监控和网上教学行为

的督促和检查。 

在直通课程教学改革试点过程中，《Java技术》课程负责人融合 Blending Learning的

教学模式和教学思想，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在课程 IP视频资源建设过程中，积极尝试

运用抛锚式教学法，精心制作了 36讲 IP课件，并通过安徽电大影音在线平台发布。为巩固

学生的平时学习效果，编制了本课程的纸质作业。通过对直通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网上教学效果和整体教学质量都有较大幅度提高。 

多年来，课程团队一直坚持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并重，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问题求解和

编程能力的培养，注重自主探索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经过多年的努力，本课程逐步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经历十多年的课程教学和课程建设，通过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积累

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课程团队在教书育人、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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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完整教学内容简介、章节课时安排、每课时教学内容概
述等） 

课程理论课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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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践课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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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课时安排和内容概述： 

第一章 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概述（第 1讲）（1学时） 

主要内容：课程性质；先修要求；主教材介绍；实验要求介绍；考核形式介绍；课程辅

导介绍；课程答疑介绍；面向对象问题求解的提出；面向对象问题求解概述；对象、类与实

体；对象的属性与相互关系；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过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优点。  

第二章 Java概述（第 2讲）（1学时） 

主要内容：Java开发环境；java术语；Java 虚拟机；JAVA开发工具；J2 SDK实用程

序；下载 SDK；安装 SDK；配置 Java运行环境；Java Application程序；Java Applet程序。 

第二章 Java概述（第 3讲）（1学时） 

主要内容：Java Application程序编辑、编译和运行；字节码的解释与运行 Java Applet

程序编辑、编译和运行；Java Applet图形界面输入输出；Java Application字符界面和图

形界面的输入输出。  

第二章 Java概述（第 4讲）（1学时） 

主要内容：Java语言的特点 Java语言中的大小写；Java程序的几种类型；程序类型与

用户界面； Application程序基本结构；Application程序上机过程；applet 小程序；applet 

小程序上机过程。  

第三章  Java语言基础（第 5讲）（1学时） 

主要内容：Java程序的构成；数据类型、变量与常量；Java的基本数据类型；标识符；

常量；变量；表达式；数据类型转换。  

第三章  Java语言基础（第 6讲）（1学时） 

主要内容：字符串连接；算术运算；关系运算；逻辑运算；位运算；其他运算符；复杂

赋值运算符；括号与方括号；对象运算符；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注释。  

第三章  Java语言基础（第 7讲）（1.5学时） 

主要内容：流程控制语句；if 语句；switch 语句；while 语句；do-while 语句；for

语句；break语句；continue语句等。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第 8讲）（1.5学时） 

主要内容：过程抽象和数据抽象；封装的基本概念；Java基础类库(JFC)；Java的常用

包；使用类库中的系统类的方法；加载包的方法；用户程序自定义类；创建对象与定义构造

函数；构造函数的概念；类的修饰符分类；类的非访问控制符。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第 9讲）（1.5学时） 

主要内容：类的非访问控制符；域的修饰符分类；域的非访问控制符；静态域的概念；

静态初始化器；最终域的概念。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第 10讲）（1.5学时） 

主要内容：方法的修饰符分类；方法的定义；方法的调用格式；方法的非访问控制符；

抽象方法；抽象类与抽象方法；静态方法；最终方法；本地方法；同步方法；访问控制符的

概念。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第 11讲）（1.5学时） 

主要内容：访问控制符的概念；包的基本概念；包的创建方法；包的使用方法；类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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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控制符；域或方法的访问控制符；public 修饰的类；缺省修饰的类；类成员的访问控制

（private私有访问控制符，默认访问控制符，protected保护访问控制符，public公共访

问控制符）。  

第四章  抽象、封装与类（第 12讲）（1.5学时） 

主要内容：访问控制符的概念；包的基本概念；包的创建方法；包的使用方法；类的访

问控制符；域或方法的访问控制符；public 修饰的类；缺省修饰的类；类成员的访问控制

（private私有访问控制符，默认访问控制符，protected保护访问控制符，public公共访

问控制符）。  

第五章  继承与多态（第 13讲）（1.5学时） 

主要内容：继承的基本概念；派生子类的方法；域的继承与隐藏；方法的继承与覆盖；

系统类中方法覆盖例；方法覆盖与方法重载。  

第五章  继承与多态（第 14讲）（1学时） 

主要内容：this和 super；父类对象与子类对象的转换；类继承例；this 例。  

第五章  继承与多态（第 15讲）（1.5学时） 

主要内容：多态概念；方法覆盖实现的多态；方法重载实现的多态；方法的重载；方法

重载例；系统类方法重载例；对象引用的多态性；对象的内存分配图；对象引用的多态性应

用；构造函数的重载；调用父类的构造函数；对象初始化的过程。  

第五章  继承与多态（第 16讲）（1.5学时） 

主要内容：编译单元的基本概念；包的基本概念；包的创建；手工方式创建包；自动方

式创建包；包的使用包的定位；接口概述；声明接口；实现接口。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17讲）（1.5学时） 

主要内容：Java类库；Java类库结构；Object类；数据类型类；Integer类的基本操

作数据类型转换方法；Math 类；System 类；Calendar类。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18讲）（1.5学时） 

主要内容：Applet 类与 Applet 小程序；Applet的基本工作原理；Applet的下载执行

过程；Applet类；.Applet 类的主要方法；init()方法；start()方法；paint()方法；stop()

方法；destroy()方法；Applet的生命周期；HTML文件参数传递。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19讲）（1学时） 

主要内容：数组；声明数组；创建数组空间；数组的内存分配图；基本数据类型一维数

组内存分配；对象数组的内存分配；向量；向量的基本操作；数组和向量区别。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20讲）（1.5学时） 

主要内容：字符串；String 类；String 类的基本操作；“==”和“equals”的用法；

StringBuffer类；StringBuffer类的基本操作；函数的调用；函数调用时形参和实参的结

合方式；对象的克隆(clone)。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21讲）（1.5学时） 

主要内容：Java Application 命令行参数；递归函数；冒泡排序；选择排序；插入排

序；利用系统类实现排序。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22讲）（1.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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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查找算法；顺序查找；对分查找又称二分查找；利用系统类实现查找；链表；

创建链表；遍历链表；链表的插入操作；链表的删除操作；ArrayList和 LinkedList。  

第六章 工具类与算法（第 23讲）（1学时） 

主要内容：队列；堆栈；二叉树；创建二叉树；二叉树的遍历与查找。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实现（第 24讲）（1学时） 

主要内容：图形用户界面概述；容器；控制组件；用户自定义成分；paint和 repaint 方

法；绘制图形；设置字体—Font类；控制颜色—Colort类；显示图像—drawImage()方法；

GUI标准组件概述。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实现（第 25讲）（1.5学时） 

主要内容：Java的事件处理机制；委托事件模型；ActionEvent动作事件；标签、按钮

和动作事件；TextEvent类；文本框、文本区域和文本事件。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实现（第 26讲）（1.5学时） 

主要内容：ItemEvent 事件类；单选按钮、复选框、列表框和选择事件；复选框

(Checkbox)；单选按钮组(CheckboxGroup)；下拉列表(Choice)；列表框(List)。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实现（第 27讲）（1.5学时） 

主要内容：设计事件处理内部类；内部类；用内部类实现事件处理；焦点事件

(FocusEvent) ；调整事件(AdjustmentEvent)；滚动条与调整事件；滚动条(Scrollbar)。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实现（第 28讲）（1.5学时） 

主要内容：鼠标事件(MouseEvent)；画布与鼠标、键盘事件；键盘事件(KeyEvent)；画

布(Canvas) 。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实现（第 29讲）（1.5学时） 

主要内容：布局管理器的概念；FlowLayout布局管理器；BorderLayout布局管理器；

CardLayout布局管理器；GridLayout布局管理器 。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实现（第 30讲）（1.5学时） 

主要内容：容器组件；容器组件类；容器组件的方法；容器事件(ContainerEvent)；Panel

与容器事件；窗口事件(WindowEvent)；Frame与窗口事件。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实现（第 31讲）（1.5学时） 

主要内容：菜单的定义与使用，菜单的设计与实现。 

第七章  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和实现（第 32讲）（1学时） 

主要内容：对话框和组件事件；ComponentEvent 事件；对话框(Dialog)；Swing GUI

组件介绍，本章小结。 

第八章 Java高级编程（第 33讲）（1.5学时） 

主要内容：异常与异常类；异常类结构与组成；Java 异常处理机制；系统定义的异常

类；Exception类；系统定义的运行异常；用户自定义的异常；抛出异常；捕捉异常；Java

的多异常处理；finally语句结构。  

第八章 Java高级编程（第 34讲）（1.5学时） 

主要内容：Java 多线程机制；程序、进程与线程；进程与多线程；线程的状态与生命

周期；线程调度与优先级 Thread类与 Runnable接口；如何在程序中实现多线程；创建 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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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子类；实现 Runnable接口。  

第八章 Java高级编程（第 35讲）（1.5学时） 

主要内容：Java输入输出类库；InputStream类；OutputStream类；Reader类；Writer

类；流的类型—结点流和过滤流；InputStream 的子类；OutputStream 的子类；Reader 类

的子类；Writer类的子类。  

第八章 Java高级编程（第 36讲）（1.5学时） 

主要内容：标准输入输出；System类的 3个静态属性；标准输入；标准输出；Java程

序的文件与目录管理创建 File类的对象；文件输入输出流；程序对文件的随机访问。  

第八章 Java高级编程（第 37讲）（1.5学时） 

主要内容：用 Java实现底层网络通信；基于连接的流式套接字；流式 Socket的通信机

制；Socket类与 ServerSocket类；无连接的数据报；DatagramPacket类；UDP的编程实现；

本章小结。  

第九章 Java数据库编程接口（第 38讲）（1学时） 

主要内容：数据库基础知识；数据库的逻辑结构；主键和外键；二维表的几种操作：选

择、投影和连接；SQL语言基础知识；数据库中创建表；插入语句；修改语句；删除语句；

数据查询；查询排序输出；多表查询；数据库创建实例。 

第九章 Java数据库编程接口（第 39讲）（1.5学时） 

主要内容：JDBC概述；JDBC API介绍；利用 JDBC访问数据库的基本步骤；JDBC 的常

用类与接口；Java数据库应用实例；本章小结。  

第九章 Java技术期末复习（第 40讲）（1.5学时） 

主要内容：课程考核说明；考核内容及要求；试题题型；模拟试题；常见的 Java开发

工具介绍；Eclipse插件介绍。 

 

3-3课程预期受众的定位与目标 

目前，本课程每学期都开设，授课对象主要是电大开放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其

它理工类专业学员，每学年授课人数达 300人，视频资源针对所有开放教育学员开放。 

课程开放后，视频课程预期受众的定位是：各普通高校理工类本专科生和所有全国电大

开放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其它理工类专业学员。 

视频课程预期受众的目标是：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视频课程。 

 

3-4相关教学资源储备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录像储备） 

本课程主要教学资源情况如下： 

1．课程网站地址：http://www.ahtvu.ah.cn/jxc/javacourse/index.html 

2．课程教学资源主要栏目： 

（1）教学文件（教学大纲、课程说明、实验要求、考核说明和复习指导） 

（2）课程设计（课程设计和课程教案） 

（3）电子教案（第 1章电子教案至第 9章电子教案） 

（4）视频课件（第 1章视频课件至第 8章视频课件） 

（5）模拟试题（模拟试题及解答、考试样卷及解答） 

http://www.ahtvu.ah.cn/jxc/javacour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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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线自测（在线自测及解答） 

（7）互动社区（安徽电大在线、电大影音在线和课程在线答疑） 

3．课程申报材料主要栏目： 

（1）申报表（申报表） 

（2）课程负责人情况（基本信息、教学情况、学术研究、获奖情况） 

（3）主讲教师情况（主讲教师情况 1、主讲教师情况 2、主讲教师情况 3和主讲教师情

况 4） 

（4）课程教学团队情况（团队人员组成、团队人员结构、教学改革与研究、青年教师

培养） 

（5）课程描述（课程建设基础、理论课教学内容、实践课教学内容） 

（6）教学条件（教材选用、实践性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 

（7）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课程教学模式） 

（8）课程教学效果（校内教学督导评价、校内同行评价、校内学生评价） 

（9）课堂教学录像（课程教学录像 1、课程教学录像 2、课程教学录像 3、课程教学录

像 4） 

（10）自我评价（主要特色及创新点、同类课程相比所处的水平、本课程目前存在的不

足） 

（11）课程建设规划（课程建设目标、课程建设具体步骤、课程已经上网资源） 

（12）学校的政策措施（配套政策文件及实施效果、后续支持措施） 

 

4.评价反馈 

4-1 自我评价（本课程的主要特色介绍、影响力分析，国内外同类课程比较）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 

1. 为满足远程开放教育的需要，整合制作了丰富的课程教学资源。在直通课程教学改

革试点过程中，课程负责人融合混合学习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思想，整合并制作了丰富的课程

教学资源，编制了课程说明、教学大纲、实施方案、期末复习指导、实验指导、电子教案和

课程形成性考核作业册等。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积极尝试运用抛锚式教学法，精心制作

了 36讲 IP视频课件资源，通过安徽电大影音在线平台发布。丰富的课程教学资源满足了远

程开放教育课程教学的需要。 

2. 为满足远程开放教育的需要，采取了适合教学需要的多种教学方法。对本课程主要

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分析基础上，针对电大开放教育学员在职学习的特点，在课程面授辅导

教学、网上教学、课程实践教学和课程视频资源制作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主要包

括：课程面授辅导教学中采取任务驱动教学法，课程单元项目实训教学中采取项目实训教学

法，课程综合项目实训中采取情景教学法，课程 IP视频资源制作过程采取抛锚式教学法。 

3. 为适应远程开放教育的需要，采取了适合教学需要的多种教学手段。现代远程开放

教育的特点是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采用各种教和学的方法手段，在教学上采用多种媒体教

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面授辅导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课程实践教学采用具有

良好交互功能的网络实验室教学手段；课程直通教学改革直通教学采用直播教室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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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网上教学采用电大在线平台教学手段；课程资源采用电大在线平台课程页面发布；课程

答疑采用电大在线平台讨论区进行。多种教学手段的采用，保证了课程教学和教学改革的顺

利实施，也保证了良好的课程教学效果。 

4. 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先进的教学手段实现了课程教学模式的转变。电大远程开放教

育的特点注定了课程教学模式要有别于普通高校传统的课堂面对面的教学模式。在多年课程

教学实践 的基础上，我省电大总结提炼出“双主为纲，两个课堂，多元互动，立体评价”

的开放教育课程教学模式，直通课程教学改革本质上还是这种课程教学模式的一种具体实践

和活化，丰富的课程教学资源，多样化的课程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保证了课程直通教

学改革的顺利实施。课程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国内外同类课程比较所处的水平 

经过多年教学积累和教学改革，课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省内普通本科院校相比，课

程有自己的特色之处，主要表现在： 

1. 课程有适应远程开放教育需要的教学模式。电大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注定了课程教

学模式要有别于普通高校传统的课堂面对面的教学模式。在多年课程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我

省电大总结提炼出“双主为纲，两个课堂，多元互动，立体评价”的开放教育课程教学模式，

本课程直通课程教学改革本质上是这种课程教学模式的一种具体实践和活化。 

2．课程教学团队综合素质较高，整体结构合理。本课程教学团队共有教师 15 人，获

得硕士学位的占 46.67%，副高以上职称占 26.67%，课程团队教师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年

龄结构合理。课程教学队伍均来自外校，学缘结构比例为 100 %，学缘结构合理。 

3. 课程采取了适合教学环节需要的多种教学方法。对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分析基础上，针对电大开放教育学员在职学习的特点，在课程面授辅导教学、网上教学、课

程实践教学和课程视频资源制作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主要包括：课程面授辅导教

学中采取任务驱动教学法，课程单元项目实训教学中采取项目实训教学法，课程综合项目实

训中采取情景教学法，课程 IP视频资源制作过程采取抛锚式教学法。 

4. 课程采取了适合教学需要的多种教学手段。面授辅导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手

段；课程实践教学采用具有良好交互功能的网络实验室教学手段；课程直通教学改革直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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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采用直播教室教学手段；课程网上教学采用电大在线平台教学手段；课程资源采用电大在

线平台课程页面发布；课程答疑采用电大在线平台讨论区进行。多种教学手段的采用，保证

了课程教学和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也保证了良好的课程教学效果。 

5. 整合制作了丰富的课程教学资源。整合并制作了丰富的课程教学资源，编制了课程

说明、教学大纲、实施方案、期末复习指导、实验指导、电子教案和课程形成性考核作业册

等。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积极尝试运用抛锚式教学法，精心制作了 36讲 IP视频课件资

源，全部已通过安徽电大影音在线平台发布。丰富的课程教学资源满足了远程开放教育课程

教学的需要。 

 

4-2 学生评价（如果本课程已经面向学生开设，填写学生的评价意见） 

目前，本课程每学期都开设，授课对象主要是电大开放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其

它理工类专业学员，视频资源针对所有开放教育学员开放。学员对课程主讲教师的总体评价： 

课程主讲教师教学态度端正，备课认真，教案规范，上课精神饱满，教态自如。课程教

学内容符合教学大纲要求，讲授概念清楚，定义准确，授课内容较充实，教学幻灯片设计精

美，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教学，能够讲清重点和难点。 

课程主讲教师教学方法多样，能够有效运用幻灯片进行教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教学内容比较熟练，条理清晰，授课深入浅出，利于理解和接受，讲解生动、启发诱导、有

吸引力，重点难点突出，语言清晰精炼，普通话标准，重视培养我们科学的思维方法、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课程教学效果良好。 

 

4-3 社会评价（如果本课程已经全部或部分向社会开放，请填写有关人员的评价） 

学校教学督导评价意见 

《Java 技术》课程是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经过多

年建设，已经具备良好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资源，课程团队师资结构合理，课程主讲教师

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是我校重点建设的精品课程，是我校参与直通课程教学改革的

课程。该课程在资源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独具特色，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内容注重专业特色，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电大开放教育计算机专业学生培养目标是

培养面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重点面向基层的，能从事信息技术应用、开发和设计的高级

工程技术人才。课程团队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对课程内容进行了优化设计，特别注重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的结合，课程内容和知识拓展的结合，积极参与课程教学改革和考核方式改革，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积极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效果良好。为适应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学的需要，

适应电大开放教育学员在职学习的特点，课程教学采取了多种适合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主

要有：课程面授辅导教学采取任务驱动教学法，课程实践教学采取项目实训教学法，课程综

合项目实训采用情景式教学法，直通课程教学采用了抛锚式教学法。在面授辅导教学中采用

了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网络教学中采用电大在线远程教学平台等教学手段，注重教师和学

生的互动，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 

积极参与课程教学改革，制作并整合课程教学资源。本课程首批参与学校直通课程教学

改革，教学改革试点过程中，课程团队进一步整合课程教学资源，精心制作课程教学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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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精心制作课程 IP视频资源，编制课程的纸质作业。通过对直通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

分析，结果表明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网上教学效果和整体教学质量都有较大幅度提高。 

学校教学督导组认为，该课程团队坚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注意学员综合素质和创新

意识的培养，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多媒体教学特色明显，受到学生欢迎和同行的好评，教学效

果良好。该课程在学校同类课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学校其它课程能起到示范作用。 

校内同行评价评价意见 

《Java 技术》课程是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课程主

讲教师长期在我校从事程序设计类课程的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并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和师资

队伍管理与建设工作，多年来对我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和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课程主讲教师

积极探索网络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优良，

成绩显著，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课程主讲教师教学态度端正，备课认真，教案规范。课堂上教态自如，上课精神饱满，

能够遵守教学纪律，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课程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授课内

容充实，重点突出，信息量大，对问题的讲述深入浅出，能讲清难点和疑点，课堂教学能够

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如任务驱动教学法，项目实训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和抛锚式教学法，

教学方法多样。 

课堂教学中教学设计合理，举例恰当，板书字迹清楚，注重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有效运

用投影和幻灯等多种教学媒体。课堂讲授能力强，内容熟练，条例清晰，普通话标准，讲课

有一定的感染力。课堂组织富于启发性和引导性，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能够积极参与课程教学改革，制作并整合课程教学资源。本课程参与学校直通课程教学

改革，教学改革效果良好，对校内参加教改课程能起到示范作用。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教

学改革，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讲授能力以及与学生互动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校内

同行专家评价为：本课程主讲教师有高尚的敬业精神，有较深厚的专业功底，较强的课堂讲

授能力，课程受到学生的普遍好评。 
 

5．技术支持 

姓  名 梁  峰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6年 11月 

学  历 本  科 学  位 学士 电  话 3634643 

专业技 

术职务 
工程师 

行 政 

职 务 
科长 传  真 3636792 

单 位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E-mail lf@mail.ahtvu.ah.cn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桐城南路 398号 邮  编 230022 

5-1 

技术 

负责 

人情 

况 

主要工作经历 

mailto:lf@mail.ahtvu.a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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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至今，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技术中心多媒体制作科。 

1. 2006年制作专题片《实现新跨越》。 

2. 2007制作专题片《和谐发展，文明兴校》。 

3. 2009制作校庆专题片《与改革同步 与时代同行》。 

4. 2009制作办学特色介绍专题片《学习者的网上家园》。 

5. 2011年 13件资源入选教育部“国培计划”资源库首批推荐课程资源目

录。 

5-2 技术支持队伍（包括脚本设计、摄像、编辑制作、英文字幕等） 

姓名 年龄 单位（部门） 学科 分工 

陈冬梅 27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技术中

心 
计算机 摄像、编辑 

周 锐 36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技术中

心 
计算机 摄像、编辑 

朱  悦 25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技术中

心 
数字媒体 摄像、编辑 

5-3技术条件 

（学校拍摄视频场地及设备、后期制作设备等，以及以往视频课程制作经历。
如果委托其他公司拍摄制作请填写其有关情况） 

拍摄场地：教室现场；录制设备：Sony Ex1r；声音采集设备：Sony UWP-V1；

后期编辑：Sony Vegas。 

已制作视频课程： 

1. 教育部“国培计划”《初中语文》、《初中数学》、《初中信息技术》视频课； 

2. 安徽省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中心：省培计划——高中评课议课沙龙系列课

程； 

3. 2011年合肥市校本培训课程； 

4. 2011全省社区教育工作培训课程； 

5. 安徽电大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 

6. 安徽电大“教学创新奖”教学节目。 

 

6．建设措施（学校的支持政策与措施） 

安徽电大“十二五”期间关于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的基本思路是：紧密结合学校的发展

目标、办学特点、学科专业建设能力，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课程建设为核心，以资源整合

为重点，以机制完善为纽带，以政策扶持为保障，建立适应职业人培养的培养目标、课程体

系、教学模式和教学团队，完善学科专业群组，打造特色专业、优势专业和品牌专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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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业、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来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教学观念转变、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更新，从而提高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十一五”学校发展规划中也曾提出，

要加强以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建设，加强学科专业特色建设，加强专

业和课程教学团队建设，通过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来带动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提升

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学校在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上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主要

措施有：  

1. 学校制定下发了《安徽电大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工作计划》、《安徽电大省管课

程管理办法》、《安徽电大省开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管理办法》、《安徽电大开放教育试点多种媒

体教学资源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安徽电大科研成果奖励暂行办法》等课程建设管理文件，

对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申报办法和运行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2. 对于列入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计划的，学校按照资源建设项目立项的方式进行

建设，并资助一定额度的课程资源建设项目经费，同时在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保证了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计划的落实。《安徽电大科研成果奖励暂行办法》中规定：

对于申报国家、省级和中央电大立项的项目，学校按照一定得经费比例予以配套资助。 

3. 学校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五年期间，课程负责人在课程

总体规划、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教材建设、实验和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

进行建设。 

4. 对于已立项建设的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学校坚持严格管理的原则，按照《安徽电

大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评审指标》和《开放教育省开课程网上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每年组

织一次全面检查以及面向全省电大系统师生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活动，以促进对重点课程和

精品课程建设和教学效果的督促和检查。 

5. 已立项建设的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每年组织的检查以及面向全省电大系统师生的

教学质量评价不能达到良好以上水平，学校将对该课程进行重点检查。对检查合格的，学校

按照课程建设项目的经费使用计划继续予以资助，对检查不合格的将取消其重点课程和精品

课程称号，停止拨付课程建设经费。 

6. 对于课程的教材建设和管理工作，学校先后制定了《安徽电大教材管理工作规定》、

《安徽电大教材管理工作实施细则》和《安徽电大教材选用办法》等规章制度。教材建设工

作以课题立项的形式进行，学校选派责任心强的教师负责教材建设工作，在人财物等方面给

予支持，保证了课程教材建设工作的落实。 

7. 把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作为资源建设项目立项，并纳入学校教学质量工程考核

体系，作为教师年度教学考核是否优秀的重要依据，承担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任务承认

教师的工作量。 

自学校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规划实施以来，学校在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立项方

面经费支持到位，保障措施得力，截止目前学校已评选出 10多门校级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

以及 10多门参加直通课程教学改革试点的课程，全省电大系统约有 1万多名学生在重点课

程和精品课程教学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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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推荐评审意见 

学校推荐意见 

《Java技术》课程是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程，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具备良好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资源，课程团队

师资结构合理，课程主讲教师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是我校重点建设

的精品课程，是我校参与直通课程教学改革的课程。课程主讲教师积极参与

课程教学改革，制作并整合课程教学资源，积极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课程团队坚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注意学员综合素质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课程在资源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独具特色，教学效果良好。该课程在学校同

类课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学校其它课程能起到示范作用。 

同意推荐本课程参加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开放课程评审。 

（公章）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 

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