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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绍了《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实施方案》中“数据结构与算法”课

程的设计理念。该课程方案以问题求解为导向，贯穿数据结构理论、抽象和设计的三个形态，强调围绕抽
象数据类型（ADT）的有效表述，建立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和运算的有机联系，并配备扎实的
实践训练。分层次培养创新的科张

铭

耿国华学型人才、综合的工程型人才、技术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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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计算机学科一个重要的分支，数据结构与算法

Curricula）和我国教育部 CCC2006 学科规范 [1,2]，分析

的研究涉及构筑计算机求解问题过程的两大基石：刻画

当前 IT 技术发展需求，结合各位作者在高校长期开设的

实际问题中信息及其关系的数据结构，描述问题解决方

“数据结构与算法”教学成果 [3]，编写了“数据结构与算
法”教学实施方案 [4] 。本文详细介绍该实施方案的基本

案的算法。
人们利用计算机的目的是解决实际的应用问题。在

定位、理论知识体系、实践应用方案等内容。

明确所要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经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

一、课程的基本定位

抽象，为其建立一个逻辑模型并分析基本的运算，然后
确定恰当的数据结构表示该模型，在此基础上设计合适

1．课程的定位

数据存储及相关算法，最后完成具体的程序来模拟和解
决实际问题。

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数据结构与

计算机求解问题的核心是算法设计，而算法设计又

算法”课程既是对以往课程的深入和扩展，也为深入地

高度依赖于数据结构，数据结构的选择则取决于问题本

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基础。课程中排序问题算法以及

身的需求。可以说“数据结构与算法”是计算机专业课

基本的树、图等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科学的基本功。

程的核心。

B+树、散列（Hash）等高级数据结构，也是数据库、

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操作系统、编译原理、计算机网络等重要专业课程的基

实施方案”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本课程项目小组跟踪研

础。本课程在计算机学科中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如图 1

究美国 IEEE/ACM CC2001-2005 课程体系（Computing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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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字符、散列、
排序、索引、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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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与算法

计算概论

数据结构描述的是按照一定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待处

计算复杂性理论

集合论与图论

理数据元素的表示及相关操作，涉及数据的逻辑结构、数据
的存储结构和数据的运算。算法是程序的逻辑抽象，是解决
某类客观问题的处理步骤。数据结构与算法呈相互依赖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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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图像：
队列栈、图、矩阵、
空间索引、检索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在计算机学科中的重要地位

2．知识体系

张

编译原理：
操作系统：
队列、存储管理表、 字符串、栈、
散列表、语法树
排序、目录树

系，只有恰当地确立了问题的模型结构，才能选择和设计合

适的解决方法。数据结构与算法的知识体系如图 2 所示。

前沿应 用：后 缀树、 XML DOM树 、搜索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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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据结构与算法”知识体系图

常见逻辑关系有：线性结构、树形结构、图结构和

高级二叉搜索树等。Patricia 树、后缀树是目前热点研究

文件结构。常见的存储方法有：顺序方法、链接方法、

的字符树，伸展树、红黑树是比平衡二叉树（AVL）更

索引方法、散列方法。建立在数据结构之上的有效运算

为实用的二叉搜索树（BST）。向学生介绍这些学科前沿

是问题求解的核心。排序、检索是最经典的运算，为了

的数据结构，加强课程的深度和广度，有助于拓宽学生

加快检索速度往往需要预先建立索引。

的知识面，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整个数据结构与算法的知识结构可以划归为基础
篇、数据结构篇和运算篇三大体系。

二、课程的分层次教学基本定位和设计思路

基础篇的核心内容是数据结构与算法的基本概念，
对后续内容起到导引作用。内容包括数据结构与算法定
义、抽象数据类型（Abstract Data Type，简称 ADT）、
算法复杂度等问题求解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数据结构篇是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的核心内容。介
绍各种基本数据结构的特点、ADT、各种存储实现方法、
相关的经典算法及其效率。以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为主

在大学计算机专业教育背景下，分层次教学的定
位是培养科学型、工程型、应用型三类人才 [2] 。本教
学实施方案，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进行多元化、
个性化的分层次培养，让每种类型的学生都得到最大
的收获。
1．科学型人才的理论教学

线，按照线性结构（线性表、字符串、栈和队列）、树、
图等深入展开，揭示出不同数据结构的区别和内在联系，

科学型人才的理论教学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和核心技

并穿插介绍回溯、搜索、分治、贪心、动态规划等经典

术以及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数据结构与算

算法在各类数据结构中的应用。

法设计和问题求解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建立数据结构

运算篇主要介绍排序、检索、索引等经典算法。排

与算法的思维方法，理解抽象的概念、复杂的算法。从

序是广泛应用的运算，其时间效率要求很高，对排序算

问题求解的角度，培养学生选择合适的数据模型，设计

法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有助于了解算法设计的多样性。

合适的算法，运用数据结构与算法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

检索是面向用户的最终应用，一个系统的好坏往往体现

决问题。

在检索的效率和效果上，搜索引擎就是典型的应用。为

从理论、抽象和设计的三个层次展开数据结构与算

了提高检索效率往往需要进行适当的排序和索引；为了

法教学。对每种数据结构都从其数学特性入手，先介绍

较好地展示相关检索的结果，往往需要对检索结果排序

其抽象数据类型，即逻辑结构和基本运算；再讨论其不

后再呈现给用户。

同的存储方法，与学生一起讨论研究不同存储实现下可

高级数据结构篇介绍多维数组、广义表、字符树、

能的算法实现；然后结合算法分析来讨论各种存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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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算法的利弊，摒弃那些不适宜的方法。注重数据结构
基本概念和抽象数据类型表述，尤其是 ADT 的信息封
装和信息隐蔽，使得学生可以在不同的设计阶段采用不

际问题的能力。
3．应用型人才的理论教学

同的抽象数据类型作为设计的基础，在适当的抽象层次

应用型人才的理论教学重在通过典型数据结构和算

上考虑程序的结构和算法。对各种经典算法的设计方法

法的学习，以及算法设计和实现的训练，养成敏锐的洞察

进行深入介绍，例如系统地介绍回溯、搜索、分治、贪

力。并逐步掌握如何整合信息，提炼数据和数据结构，配

心、动态规划等方法，扩展介绍第 k 短路径、唯一支撑

置相应的运算和处理算法，完成信息化系统的集成。

树、动态散列表等。
结合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现代前沿研究课题，设计研

在知识结构上，构建立体化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
在问题层面，知道固有难度和难题的存在；在算法层面，

究启发式教学案例，提供精选的理论和技术扩展阅读文

知道算法复杂性的含义，知道什么叫“有效算法”和“好

献。引导学生从广度和深度上把握课程的知识体系，建

算法”，学会算法设计的一般方法；在数据结构层面，知

立数据结构与算法的思维方法。通过扎实的经典基础理

道各种数据结构的特点，知道如何为算法配置适当的数

论训练，帮助学生灵活地运用问题抽象、数据抽象、算

据结构以获取预期的处理效率。

法抽象来分析问题，应用数据结构与算法来设计和实现
相应的程序，完成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练。
2．工程型人才的理论教学
工程型人才的理论教学应重视培养基本的理论分析

在能力素质上，依托教学内容，培养“站在计算机
角度”思维的意识和建模能力、解模技巧，达到“传承
知识、开发智力、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目的。

三、分层次的实践教学

能力和综合设计实现能力。掌握“数据结构”中的概念
技术，合理组织数据，高效处理数据的典型算法，培养

由于课程本身以及在实际软件设计中涉及的知识面

学生面对实际问题时选择恰当数据结构和相应算法的能

较宽，因此，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可分别安排课程实验和

力，通过创新的变通、组合，提出合理的总体解决方案

课程设计两种不同形式的实践教学环节。

并付诸实现，提高学生上机协作解决较大规模实际问题
的能力，为进一步的应用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1．科学型人才的实践设计

构建概念表述、数据模型、设计算法三个层面的课

设计验证型、综合型、设计型的实验，力求提高学

程内容体系，突出数据组织方法与实现技术构成。根据

生的动手能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实验

课程技术性的特点，第一是基本概念层次；第二是基本

过程中进一步掌握典型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

结构层，包括线性结构（线性表、栈和队列、串、数组

及算法的程序实现，并训练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编程

与广义表）与非线性结构（树、图）；第三是基本技术层，

解决问题的能力。

包括查找与排序方法，在教学内容组织上贯穿了计算机

培养学生独立实现常用基本数据结构的抽象数据类

科学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求解技术，如参数传递技术、

型以及相应的标准模板库（STL）数据结构，解决一些

动态处理的指针技术、数组技术、递归技术与队列技术，

实际问题，独立编写中小型应用程序。灵活应用基本数

精彩的经典算法，为学习者继续拓展提供线索。有利于

据结构，并结合排序、检索、文件、索引等技术，合作

学生学会分析数据对象特征，掌握数据组织方法和计算

编写“本地文件搜索引擎”等比较综合的大型应用程序，

机的表示方法，学会算法的时间、空间复杂度分析技术，

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通过课程综合实验的训练，

培养良好的程序设计技能。使得学生能够在软件开发过

为后续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打下坚实基础。

程中灵活选择适当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及相应的算法，
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抽象到具体，符合认知规律。
贯穿程序设计与软件工程新技术，集中体现了分解、

注重实践能力和工程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遵从软
件开发的规范性。以项目驱动的形式，从软件工程的角
度对学生系统地进行需求分析、数学建模、数据结构与

抽象和信息隐蔽基本原则，抓住抽象数据类型的中枢位

算法设计、程序实现测试调试、文档编写的训练。不仅

置。围绕 ADT 的设计、实现和应用展开教学，注意分

要求进行简单的实现，更要求进行工程实现的设计。学

析对比不同存储结构的优缺点，揭示主要算法的求解思

生不仅能完成自己承担的开发任务，还能从系统级认识

路，分析对比不同算法用到的相同技术。结合科研和企

整个项目，积累重大项目的组合、合作协调经验，培养

业典型应用提炼、设计具有实用价值和一定规模的工程

项目组织和管理能力，创造性地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问题。

化教学案例，有利于培养务实创新的意识，提高解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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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设计的大型综合实验环节，鼓励优秀学生自

己组队选题。以合作学习的“文献调研－开题－项目分

上设计出求解程序，实现对问题的求解。数据结构的设

析－项目设计－成果汇报－总结评价”模式为主线，以

计包括逻辑结构的设计、存储结构的设计，以及在此基

学生自主探究和开发活动为主体，以教师点拨为主导。

础上的算法的设计与实现。其中的每个方面都会影响到

鼓励学生设计综合应用多种数据结构与算法来解决实际

问题求解的性能，因此，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实践教学不

问题的小型软件系统，鼓励学生编写新颖高效的数据结

仅要能实现对给定问题给出相应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设

构和算法，优化实践教学的效果。

计，还要能理解、掌握设计的相关性能，包括时间性能

2．工程型人才的实践设计

和空间性能等，在此基础上给出最合理的选择。
课程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对以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为

“数据结构”的内容丰富，体系成熟，技术性强，既

核心的课题的设计与实现过程的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运

有基本的数据组织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又有许多巧妙

用所学数据结构以及程序设计等课程的知识、能力与方

的经典算法，同时还要求能够综合运用所学技术，设计

法，系统学习和掌握问题建模、数据结构设计、算法设

实现具有相当规模的应用系统，能力提高掌握会有一定

计与实现、测试等各环节的方法和能力。

的困难。因此必须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加强上机操作，
在学中用、用中学，充分体现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四、讲授建议

合的特点。通过实验内容的训练，强化计算思维训练，
提高学生组织数据及编写较大规模应用程序的能力。
根据教学目标，设计出规模适当、难度适中、实用

“数据结构与算法”是计算机学科的骨干基础核心
课程，是本科教学的重中之重。

性和趣味性兼顾的上机题目。上机题目分为三类：第一

本课程适合在大学二年级开设，学生首先应该先修

类是为了验证当前所学知识点的验证型实验，以掌握基

“程序设计”课程，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其次应

本的教学内容；第二类是为了运用多个相关知识点解决

该学习“离散数学”课程，因为数据结构的主要逻辑结

问题的综合型实验，培养基本问题求解能力；第三类是

构是线性表、树、图，尤其是图论部分；在算法效率分

为了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设计型实验（课

析中，还需要运用初步概率知识。

程设计）。前两类实验一般与课程内容同步进行，第三类

教学中需要注意与后继课程的衔接。例如计算机网

可作为课程结束后的综合实验，建议单设课程设计实验

络的路由问题与图结构相关，操作系统常常用到排序算

课集中完成。

法，数据库系统要用到 B+树等高级数据结构。

工程型人才应该特别重视综合型设计实验，注重工

以问题求解为导向，以算法的数学基础和算法复杂

程能力的培养。要求多人合作，按照软件工程的开发规

性分析为理论层次，以基础数据结构技术和经典算法思

范，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与实际应用结合紧密

想为抽象层次，以数据结构与算法的实现和测试为设计

的、规模较大的问题。通过分析、设计、编码、调试等

和实践层次，展开数据结构与算法的理论和实践教学。

各环节的训练，使学生深刻理解并牢固掌握数据结构与

应该注意建立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和运

算法设计技术，增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

算的有机联系。建议以数据的逻辑结构为主线，顺序介

项目管理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绍线性结构、树形结构、图结构和文件结构。在介绍每

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教师应该提供不同的上机指

种逻辑结构时，都从其数学特性入手，先介绍抽象数据

导。鼓励优秀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和调研自主选题，在教

类型，然后再讨论不同的存储方法，并研究不同存储方

师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激发学

法的可能算法（增、删、查、改等基本运算）。强调抽象

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培养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数据类型概念，引导学生从数学模型和算法的抽象层次
设计数据结构，注意逻辑设计和物理实现的分离。

3．应用型人才的实践设计

例如对于线性表，如果考虑到存储方法，可以分为

数据结构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要加强实践环节

数组和链表；考虑到运算的特殊性，则可以分为向量、

的教学才能内化所学知识，加强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栈和队列。结合算法分析来讨论各种存储方法和算法的

培养，在此基础上培养严谨的学风和创新意识，取得预

利弊，摒弃那些不适宜的方法，这样调动了学生的思维

定的效果。

并可从中学到考虑问题的方法，使其在今后设计和应用

数据结构课程实验的目的是使学生检验和巩固课程

数据结构时能够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选择最佳方案。

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课程中的知识与方法，对

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算法，再列出单独的章节来讨

给定的问题设计出合理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并在此基础

论。排序、检索是最经典的运算，为了加快检索速度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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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需要预先建立索引。排序算法最能够体现算法分析的

等进行深入的证明推导，掌握红黑树、伸展树、后缀树等

魅力，它的算法速度要求非常高，其中内排序主要考虑

高级数据结构核心技术。强化创新意识的培养，相应地提

的是怎样减少关键码之间的比较次数和记录交换次数来

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

提高排序速度；而外排序则考虑外存的特性，尽量减少

工程型人才的理论教学应重视培养理论分析能力和

访外操作，以提高排序速度。检索则考虑怎样提高检索

综合设计实现能力，特别重视综合型设计实验，注重工

速度，这往往是与高效索引存储方法有关的。散列表、

程能力的培养。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使学生深刻理解、

倒排表、B 树和 B+树等都是高效的索引结构，具有极好

牢固掌握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技术，增强分析、解决实

的检索性能。内存索引主要用二叉搜索树，外存索引常

际问题的能力，培养项目管理能力和团队精神。

用倒排和 B+树。散列由于其“关键码-地址”对的高效

应用型人才重在通过典型数据结构和处理算法的学

索引而达到了常量级的检索效率，其检索效率与数据规

习，以及算法设计和实现的训练，养成敏锐的洞察力。

模无关，只与负载因子（即存储密度）α有关。索引和

并逐步掌握如何整合信息，提炼数据和数据结构，配置

散列是特殊的存储方法。

相应的运算和处理算法，完成信息化系统的集成。

根据学生的层次，可以选择一些数据结构应用等高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实践的目的是使学生检验和巩

级主题予以介绍。例如广义表和稀疏矩阵等更复杂的线

固课程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课程中的知识与方

性表结构，Trie 结构、AVL 树、红黑树、伸展树等复杂

法，对给定的问题设计出合理的逻辑结构和基本运算，

树结构。学生在将来的科学研究和工程项目实践中将广

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合适的存储结构及相关算法，并编写

泛地接触到这些实用的数据结构与算法技术。

完整的程序，实现对问题的求解。

同时，还要贯穿算法分析技术，这有助于引导学生

在实施方案中 [4] ，针对科学型、工程型、应用型三

根据问题的性质选择合理的数据结构，并对时间和空间

类人才，都制订了详细的知识矩阵、学时分配表、授课

复杂性进行必要的控制。要让学生体验到从“会编程序”

提示、考试基本要求、成绩评定建议、基础实验内容和

到“能编写高效程序”这样质的飞跃。

要求、课程综合实验设计等。对各个重要数据结构和重

教学实施过程中，注意摒弃一些过时的技术。某些

要算法，详细列举了重点与难点，并给出相应教学方案。

内容可以作为例题讲解但要注意提醒学生采用前沿实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课题组根据不同人才的培养需

的主流技术。例如，需要注意提醒学生，线索化以便充

求，精心设计了适合不同层次人才需求的“数据结构与

分利用空间的思想以及基于三元组的稀疏矩阵算法，都

算法”综合上机实验题目，供广大教师和学生参考。希

属于被淘汰的算法。那种基于节省内存思想的琐碎算法，

望能为我国信息技术教育和产业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效率低下，没有通用性。现在存储空间不成问题，而算
法可读性、可维护性更加重要。三元组只适合于处理图
或稀疏矩阵的输入输出，稀疏矩阵算法的主流存储方法
是基于十字链表或者类似于图邻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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