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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2006027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必修课 课程类型 实践课

学分 2 总课时 48

考核形式 考查 开设学期 第 5 学期

二、课程性质和功能定位

1.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为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技能必修课中的集中实践课程。

2.课程的功能定位

《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毕业设计》课程是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一门综合实践课程，是移动应用开

发专业教育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其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一环节的训练，

使学生将以往分散的各个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运用，

使学生对本专业有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达到巩固、加深所学知识的目的。培养和

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研究和创造能力，使学生受到移动应用

开发理论和安卓开发技术技能的综合训练。培养学生调查研究、检索文献和阅读中外文献资料，

进行综合全面分析、总体设计、撰写毕业成果报告等独立工作，并为就业从事移动应用开发专业

工作夯实基础。

三、课程目标与内容

1.课程总目标

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完成毕业设计方案和成果制作与提交。通过这一环节使学生巩固、加深和扩大所学的理论知识与

专业技能，提高实际问题分析、解决的能力，更好地适应、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毕业设计是评

定毕业成绩的重要依据，学生通过呈现毕业设计成果以及参与毕业设计答辩抽查，成绩评定为合

格及以上方能毕业

素质目标

（1）通过课程项目实践，激发学生的自学潜能，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养成终身学习

的习惯；

（2）通过分组实践的方式，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3）在毕业设计过程中，鼓励学生采用创新方式解决系统开发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培养

创新意识。

知识目标

（1）掌握软件开发语言的基本技术知识和开发技巧；

（2）掌握软件开发的相关数据库知识；

（3）掌握软件开发的基本流程和逻辑概念；

（4）掌握在中国知网等搜索参考文献的方法；

（5）掌握文档撰写、图文混排等方法；

（6）掌握多媒体工具使用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开发实际项目的方法和步骤的能力。

（2）具有翻译本专业英文资料的能力。

（3）具有一定的程序设计及软件项目开发和管理的能力。

（4）具有软件测试和撰写报告的能力。

（5）具有综合运用 JAVA 程序设计、安卓程序设计、SQL server 数据库、交互

网页、XML 等技术进行网页编程的能力。

（6）具有进行网站管理、系统开发以及 WEB 程序开发的能力。

1.课程具体目标及内容

项目序号 子项目名称 具体目内容

1 模块一：毕业设计选题 确定毕业设计题目。

2 模块二：项目立项
1.研讨毕业设计题目选题的可行性；

2.得出是否可以进行毕业设计的结论，否则需要重新选题。

3 模块三：项目计划
1.拟定毕业设计各阶段任务完成的时间计划表；

2.研讨时间表的可行性。

4 模块四：需求分析
1.讨论、分析毕业设计题目需求，毕业设计选题的意义；

2.查阅参考文献，了解当前技术或者应用的具体使用情况。

5 模块五：系统概要、详细设计
1.完成系统概要设计，列举完成毕业设计的主要框架；

2.在主要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每个步骤的详细任务。

6 模块六：系统编码
1.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完成毕业设计作品设计；

2.记录工作过程。



7
模块七：系统调试、总结、优

化

1.完成大体设计，进行系统调试；

2.总结记录任务完成情况，遇到问题，解决方案等；

3.进一步优化系统设计，并完成设计。

8 模块八：毕业设计文档 撰写毕业设计文档。

四、课程实施要求

1.教学团队

（1）课程负责人

具有软件开发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1 年以上软件开发行业、企业工作经验，且担任过

两届以上本专业毕业设计指导工作，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与管理能力.

（2）课程团队结构与规模

表 4-1 课程团队结构与规模

序号 职称 企业工作经验（年） 人数（人）

1 中级 5 7

2 副高（工程师） 2 4

3 高级（高级工程师） 1 1

合计 12

（3）教师专业背景与能力要求

参与指导本专业毕业设计的指导教师，需要具备崇高师德，具备 1 年以上软件开发行业工作

经验，以及一年以上专业课程教学经验，具备较强的组织教学能力。

2. 教学设施

表 4-2 教学设施一览表

序

号

实训室名

称

面积

（平方米）
主要实训项目 主要设备

一次性容纳

人数

1
多媒体教

室
110

满足专业课中程序设计、数据库开

发课程一体化教学、word、excel、
PPT等编辑与操作

方正电脑(40 套)+空调天花

机(1 台) +电子班牌(1 套)+

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

各 1套

40

2
Web 开发

实训室
110

满足专业课中程序设计、Web开发

课程一体化教学

方正电脑(40 套)+空调天花

机(1 台) +电子班牌(1 套)+

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

各 1套

40

3
智慧云教

室
200

满足专业课中程序设计、Web 开发

课程一体化教

服务器一台+方正电脑(80

套) +空调天花机(1 台) +电

子班牌(1 套)+白板、讲台、

手机袋、时钟各 1套

80



3. 教学资源

参考教材选取依据各选题的实际情况由指导老师确定。

五、毕业设计选题

知识点与教学要求：

在毕业设计中，要结合某项计算机实际应用系统的开发研制为课题，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

小型课题学生可以独立完成，比较大的课题多名学生可协作完成，但每个学生应该独立承担其中

一个子课题。完成设计设计任务后，应撰写内容比较完整的毕业设计文档。

在毕业设计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着重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和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学风和踏实工作作风，以严肃、认真和科学态度积极

完成任务。具体的说，应该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注意以下方面能力的提高：

1.调查研究、查阅、收集和综合应用文献资料的能力。

2.制定设计计划和实验方案的能力。

3.应用软件工程思想进行系统设计的能力。

4.应用编程工具具体编程的能力。

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毕业设计参考选题：

毕业设计题目可自定也可由指导教师提供，题目的格式为：

《基于 XXX 技术的 XXX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 XXX 技术的 XXX 系统的设计》

《XXX 小程序的设计与实现》

不能出现如《XXX 的应用与研究》、《XXX 的发展》等各式的毕业设计选题，因它不符合大专层

次毕业设计要求。

六、教学组织设计

表 6-1 教学组织及学时分配

序号 子项目名称 学时

1 模块一：毕业设计选题 2

2 模块二：项目立项 2

3 模块三：项目计划 2

4 模块四：需求分析 6

5 模块五：系统概要、详细设计 6

6 模块六：系统编码 16

7 模块七：系统调试、总结、优化 6

8 模块八：毕业设计文档撰写 8

合计 48



七、课程评价方法

1.评价方式

根据指导老师统计各阶段学生实际完成毕业设计质量与进度情况，基于分阶段公开、公平、

公正打分

2.考核内容

表 7-1 考核内容

序号 子项目名称 评价方式 成绩权重（%）

1 模块一：毕业设计选题 过程、结果 5

2 模块二：项目立项 设计文档 6

3 模块三：项目计划 设计文档 8

4 模块四：需求分析 设计文档 13

5 模块五：系统概要、详细设计 设计文档 18

6 模块六：系统编码 过程、结果 30

7 模块七：系统调试、总结、优化 结果 10

8 模块八：毕业设计文档 文档 10

合计 100

3.评分等级

优秀（90 分-100 分）、良好（80 分-89 分）、中等（70 分-79 分）、合格（60 分-69 分）

和不合格（0 分-59 分）五个等级。

八、质量诊断与改进方法

1.根据当前毕业设计具体情况，准备在下一届毕业设计中适当提升或降低毕业设计难度；

2.结合实际行业企业岗位群和典型工作任务具体要求，修改毕业设计题目内容，使毕业设计

具有较高的实效；

3.毕业设计团队中加入企业专家，把控毕业设计选题和内容，保证与实际工作需求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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