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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专业的 Java 程序设计教学改革初探
黎 华，张晓盼，龚 珍

(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Java 语言的独特优势促使其在 GIS 专业教学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 GIS 专业教学中 Java 程序设计课程教

学存在的问题，结合武汉理工大学 GIS 专业的 Java 程序设计课程的改革实践，提出了总体的改革思路，并从教学、实践、考核等几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要求和内容。该门课程的教学改革能推动 GIS 专业的 Java 程序设计语言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

能力和解决 GIS 专业问题的能力。同时，该教学改革模式对兄弟院校的 GIS 专业程序设计语言方面的教学实践能起到相应的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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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Ｒeform of Java Programming in GI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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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va langu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IS education due to its unique advantages． The problems of Java Programming in
GIS teaching are analyzed，combined with Java programming reform practice in GIS major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overall reform idea is proposed，and the specific reform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about teaching，practice，assessment are presented．
The course teaching reform can promote the Java programming learning of GIS major，and improve students’ability about practice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GIS major． Meanwhile，other colleges can learn from this teaching reform model and promote their programming
teaching of GI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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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上对于空间信息处理、应用、开发的人

才需求越来越旺盛，开设地理信息系统( GIS) 专业

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越来越多，GIS 教育已成为当

前及今后地理信息系统人才培养的根本和地理信息

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交

叉性的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 GIS 专业重要的

学科基础［2］。从本质上说，地理信息系统本身就是

一种计算机系统，软硬件系统在 GIS 中也是必不可

少的。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中，现在通用的地理信

息系统平台有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进行程序设计，以完善

和提升地理信息系统在相关行业领域的应用宽度和

广度。因此，在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教学过程中，程

序设计语言的教学安排是必不可少的［3］。
现今的程序设计语言也是多种多样，如 C、Pas-

cal、C + +、Visual Basic、C#、Java 等。每种程序设计

语言都有它自身的优势和适用的领域范围。但是进

入网络时代后，Java 语言与网络的紧密结合使得它

异军突起，尤其是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产

业化，使其更具备了显著的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Java 程序设计课程是很多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骨

干课程之一，而且在教育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制定的白皮书中，Java 程序设计被列为核

心课程［4］，由此可见 Java 课程在计算机教学中的重

要作用。它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和就业能力的

提升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现在地理信息

系统的前沿方向是云 GIS 和移动 GIS，而这些正是

Java 语言 的 独 特 优 势。Java 语 言 的 跨 平 台、动 态

Web、Internet 计算等特性使得它能够在 WebGIS 的

开发和应用方面大放异彩。
本文拟分析地理信息系统专业中 Java 程序设

计课程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存在的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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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Java 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思路和方向，最后

探讨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内容。

1 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由于 Java 语言在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独特优

势和广泛的应用前景，现在很多高校的地理信息系

统专业都开设了 Java 程序设计或与 Java 相关的课

程，但或多或少存在相应的问题。通过查阅相关文

献［5-8］和现场调研发现，该门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存在

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跟风开设。很多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在进行

本专业的培养方案制定的时候，经过考察兄弟院校、
科研院所同样专业的培养方案时，发现开设了 Java
程序设计这门课程，再加上 Java 语言又称之为“基

于网络的语言”，以及 Java 语言的跨平台的优势，觉

得也应该开设 Java 程序设计的课程。有些可能没

有细细体会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

求，因此导致开设的 Java 程序设计课程与整体培养

方案的融合度不高，Java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联性

认识不到位。这样在制定课程教学大纲时，教学内

容的安排就会过于盲目，以至于虽然开设了 Java 课

程，但是实际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导致 Java 课程显

得很孤单，与 GIS 专业的其他教学课程起不到应有

的承上启下作用。
( 2) 师资力量匮乏。Java 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课程，需要任课教师有较强的实践项目经验，同

时要求教师能将 Java 语言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

融会贯通，能基于 Java 语言解决地理信息系统领域

的相关问题。因此，对任课教师的要求是相对较高

的。计算机学院的教师对 Java 语言可能很熟悉，但

是缺乏将其应用于地理信息系统领域的实践锻炼。
而地理信息系统的教师虽然深刻理解地理信息系统

的内涵和应用开发模式，但是以前应用更多的是微

软的程序开发语言，如 C + +、C#等，真正转变到 Ja-
va 语言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走，还需要更多的实践锻

炼来指导 Java 在 GIS 专业的教学。
( 3) Java 授课内容太多，教学内容与教学时间

的矛盾。Java 语言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语言，同时又

是一种“面向网络”的语言，因此它的知识点非常

多，涉及面也非常广泛。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如此

多的 Java 内容，如何取舍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基

础语法知识内容多了，结合 GIS 的 Java 语言内容势

必就少了。与 GIS 相关的 Java 内容扩展多了，基本

语法知识就巩固不了，这些内容就成了无源之水。
因此，必须根据整个培养方案来合理安排好 Java 的

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学时。
( 4) 教师讲解和学生理解的差距。很多学生对

程序设计刚开始是畏惧的，带着这种心理上 Java 语

言的课程，对学生课程的理解和知识点的掌握是有

影响的。教师若单纯从自身角度去讲解课程，不注

重从学生角度来看待问题，学生则很难真正理解和

掌握这些知识点。因此，如何达到教师讲解和学生

理解的平衡，也是 Java 语言在 GIS 专业教学中所要

解决的问题。

2 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方法

2． 1 改革思路

正因为 GIS 专业中 Java 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 Java 程序设计课程

进行教学改革。以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为导向，以

服务社会和实现就业为目标，制定相应的教学内容;

以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为出发点，改革实践方

法和制定相应的实践内容; 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推手，制定综合的课程考核方法; 为社会输送一流

的专业人才。
2． 2 改革方法

2． 2． 1 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在具体进行改革之前，要分析是否需要在 GIS
专业开设 Java 程序设计课程。经过调查分析，现在

的市场需求对 GIS 专业的毕业生是有 Java 技能要求

的。武汉理工大学 GIS 专业培养目标中明确要求

“精通设计、开发和测试地理信息系统的工具和软硬

件技术，能够解决资源开发与灾害治理、城乡规划、
环境保护与管理等领域的实际问题”，Java 语言基于

网络的技术特点，使得它在 WebGIS 开发方面具有

先天的优势，可以满足或协助完成 GIS 专业的此培

养目标的要求。
武汉理工大学 GIS 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已经开设

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C 语言) 、GIS 程序设计语

言( C#) 课程，这些课程对 Java 语言的学习非常有帮

助，而且对 Java 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的组织和

安排有借鉴作用，能推动 Java 程序设计更深层次内

容的学习。图 1 是该校 GIS 专业的教学进度图( 部

分) ，从图中可以看出，Java 程序设计的教学安排是

以 GIS 程序设计语言( C#) 课程为基础，结合计算机

图形学、算法与数据结构、空间数据库等课程的学

习，进而推广到具体的工程实践( 矿山 GIS、资源环

境信息系统) 中去的，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课程体

系。通过这种体系架构的教学，学生能掌握程序设

计的思想和方法，能基于软件工程的实践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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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专业的具体行业领域问题; 而且对 Java 语言的

深入学习，更能拓宽 GIS 专业的应用广度，将 GIS 的

应用推广到云 GIS 和移动 GIS 的应用角度，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为学生今后的工作和继续深造提供

更加明确的方向。

图 1 GIS 专业的教学进度( 部分)

Java 程序设计的内容多而庞杂，因此，在制定具

体教学内容的时候，需要有所侧重点。表 1 是该校

GIS 专业的具体教学内容的安排。在基础环节的学

习中，考虑到 GIS 专业前期已经学习了计算机程序

设计基础( C 语言) 和 GIS 程序设计语言( C#) 课程，

因此基本语法、面向对象这些基本的内容可以简单

回顾甚至不讲，只是需要让学生明白 Java 程序设计

语法方面与前述课程所不同的地方即可。应重点讲

述 Java 的 工 作 原 理、环 境 搭 建 和 集 成 开 发 环 境

( IDE) 的使用，让学生能基于 IDE 进行 Java 程序的

开发，并基于具体的开发过程理解 Java 的工作原

理。在高级环节的学习中，所有内容就很重要了，尤

其是涉及与 WebGIS 相关的内容( 如 Java Applet、数
据库编程、Servlet 等) ，因为这些内容是 Java 程序在

构建 WebGIS 的核心技术，学生必须掌握这些知识

点，才能利用 Java 程序设计进行 WebGIS 系统的

开发。

表 1 GIS 专业的 Java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内容

环节 内容 重要性 备注

基础

基本语法( 基本数据类型、运算符、表达式、流程控制) 一般
基础课程学过，简要
回顾即可

面向对象( 类、对象、封装、集成、多态、接口等) 一般
前面课程学过，简要
回顾即可

运行环境( Java 工作原理、环境搭建、IDE 的使用) 较重要

常用数据类型( String、StringBuffer、数组等) 一般 可查阅帮助文档

异常处理( 抛出异常、捕获异常以及处理异常，异常处理机制和基本原则) 较重要

高级

图形用户界面( 布局管理、事件处理等、常用组件等) 重要

Applet( Applet 小程序的构建及使用) 重要

多线程( 概念、线程创建、使用及同步) 较重要

数据库编程( JDBC 的技术及应用) 重要

Java Servlet( Servlet 的环境搭建、工作原理及应用) 重要

当然，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以将一个案例贯穿

于整个课程教学中。采用一个小型的地图系统来构

建该案例，该地图系统中有河流、道路、建筑、兴趣

点。教师在讲解过程中，需尽量考虑学生的理解程

度，以学生熟悉的 GIS 专业中的概念和例子( 河流、
道路、建筑、兴趣点等) 来讲解知识点，而且将这些

概念和例子贯穿于教学始终，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

接受。实践证明［9］，采用统一案例教学方法，能激

发学生对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的探索，增强学生对

所学问题的综合运用。
2． 2． 2 实践教学的改革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永远是课程教学的主旋律，

尤其是程序设计语言，学生若仅仅是听课、看代码，

而不去动手写代码，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掌握程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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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语言。Java 语言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10］，

在 GIS 专业的 Java 程序设计教学过程中，也必然要

大量地进行实践教学的历练，学生要多读、多改、多
写代码，在实践中成长。

实践总体分为验证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验证

性实践结合教学内容中的地图系统来设计实践内

容，如基于 IDE 集成开发环境的 Console 的小地图

系统的信息显示、基于 AWT 图形工具包的地图系

统的绘制、基于 Servlet 的地图系统的网上发布、基

于 Applet 的地图系统的插件等。综合性实践以项

目驱动为出发点，以项目实践的形式，采用分组的方

式完成指定的项目实践。以项目驱动的实践形式，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强化学生利用

Java语言解决实际工程的能力，真正体会如何将Java
程序设计应用到具体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动力。当然，在以项目驱动的实践活动中，教师要

进行实时的指导、合理的分工和严格的质量管控，保

证每个学生都能在项目实践中提升自身的编程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教师必须要掌

握 Java 语言的具体实践，同时也要具备将 Java 程序

设计应用到 GIS 专业问题的实践能力。笔者所在院

校选派 GIS 专业教师到校外参加 Java 培训并实践，

培养能胜任在 GIS 专业进行 Java 程序设计教学的

老师，保证其能适应对学生的实践教学的培养。
2． 2． 3 考核方式的改革

如何正确、公平、客观地评价每个学生的学习状

态，也是每门课程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传统的课程

考核方式是笔试成绩加上平时考核与实践成绩的综

合，这种考核方式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考核中，并不一定能真正考查出学生利用

Java程序设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考

核应包括 4 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平时的作业和考勤，

主要考查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 二是平时的实践，包

括验证性实践的成绩和项目驱动实践中的成绩，主

要考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三是期末的笔试，主要

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四是上机考试，主

要考查学生实践编程能力和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

力。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考查方式，能综合全面地

评价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把握程度和实践动手能力，

能保证学生在课程的每个环节都必须认真对待，才

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才能学有所成。

3 结 语

经过考察和调研，本文分析了 GIS 专业的 Java
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主要包括跟

风开设、师资力量匮乏、Java 授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时

间的矛盾、教师讲解和学生理解的差距等问题; 结合

武汉理工大学 GIS 专业的 Java 程序设计课程的改

革实践，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思路，并基于这些问题提

出了具体改革措施，主要从教学、实践、考核等几个

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实践表明，该门课程的改

革对学生掌握 Java 程序设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

高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

精神，对 GIS 专业的整个体系架构起到了相应的支

撑作用; 同时，希望该教学改革模式对兄弟院校的

GIS 专业的程序设计语言方面的教学实践能起到一

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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