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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思维导论》
＊
教学方法的探讨与实践
刘唤唤

葛斌

陈辉

安徽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摘 要 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思维导论》课程的教学，知识点多，知识体系庞大，面对不同专业要做到面面俱到，
难度太大，容易出现教师教难，学生学难，教学效果差等现象。本文提出在教的过程中，把计算思维融入各专业的培
养目标中，通过第一堂课的灵魂三问来激发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在教案设计时要做到精心设计，有增有减。
课堂上，合理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及时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做到教之有度，学之有方，极大地
拓宽了学生的学习时空，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得到了较好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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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Thinking for non-computer majors, the huge knowledge
system makes it difficult to teach everything in class to students in different majors. It would be a great challenge for
both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effects would be poor.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different majors.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class,
the reasonable questions should be proposed to attract students’ active thinking, which will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is course. In the lesson plan design, it is best to highlight the key points. In class, it should apply the
information teaching mean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timely grasp the students' learning state in order to adjust the
teaching progress. This allows to exp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time and place, well promote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effects have been improved as well.
Key words—computational thinking, non-computer majors,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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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周以真教授认为计算思维
就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
设计，以及人类行为理解等涵盖计算机科学之广度的
一系列思维活动[1-3]。计算思维被认为是除理论思维、
实验思维外，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必须
具备的第三种思维方式[1,3]。良好的计算思维为大学
生将来走入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安徽理
工大学大一新生全年级开展《计算思维导论》通识课
程的学习。然而，如何教以及怎么教一直困惑着我们
一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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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教学困境原因分析与举措

就目前而言，全校所有专业使用的计算思维的教
材、教案全部相同。整个课程涵盖了计算机硬件、软
件、操作系统、算法、数据库、网络、安全等方面的
内容，知识体系庞大，知识点繁杂，对于初学者来说，
听着听着，就听不懂了；而教师在教的过程中，为了
跟授课计划一致，又不得不赶进度；导致学生学习效
果差，学习兴趣丧失，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课堂上，融入思政要素：
“希望同学们站在前辈的
肩膀上，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技能，争取做点什么？
尽可能实现专业领域的小突破，成就小我，成全大我，
为我们国家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激发起大家对
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第一堂课结束后，通过超星学习通的在线讨论，
同学们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普遍认为计算思维跟“我”
有关，跟“我的专业”有关，如图 1 所示。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认为不同专业开展《计算思
维导论》课程应该“因地制宜”
，
“因人而异”
，做到有
的放矢，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尽可能做到“私人定制”，
凸显计算思维在各个专业的独特魅力。具体地：
（1）教案设计彰显专业特色
为了加强计算思维的普及教育在各专业落地，应
该结合各专业的专业内容和专业特点开展本门课程的
教育。
（2）教学过程有增有减
教师在教的过程中，要“有增有减”
，做到重难点
突出，对于可以彰显计算思维的特色案例要放慢进度，
对于个别知识点有选择地让学生自学；尽可能让学生
参与到教学中来，亲身体验计算思维的魅力。
（3）信息化手段拓展教学空间
合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发放课堂测验、布置
作业，设置章节任务点等方式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
况和理解程度，适时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进度。

3

具体的做法和收效

3．1

第一堂课的灵魂三问

图 1

第一堂课，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并在
课堂上逐一讲解。
“计算思维跟你有没有关系？跟你学的专业有没
有关系？为什么？”
首先从各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入手，引领学生了解
本专业可以达到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把最新的专业领
域的科技文献提供给大家，让学生知道本专业将来或
者现在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比如说在消防工程专业，
推荐给学生《基于遥感技术的消防救援指挥辅助决策
系统》[4]、《大数据时代下云存储技术在消防信息化
系统中的应用》[5]等科技文献以及世界上最现代化的
消防系统等。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结合
时政要素，让学生了解相关政策，《中国制造 2025》
的十大领域，其中就有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6]。在
安全工程专业，结合 5G+智能化煤矿的总体框架[7]，
让学生意识到，现代化煤矿的建设离不开计算机技术，
而井下安全更离不开计算思维。

3．2

第一次课后的线上大讨论

精选实例带领学生体会计算思维的奥秘

大一新生，习惯了数学的逻辑推理思维和物理化
学的实验验证思维，刚接触计算思维，肯定不适应。
教师精选实例，让学生反复体会、不断领会计算思维
和其他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在这过程中，教师
一定要有耐心，针对同一问题，反复讲解，适时调整
授课进度，一定要争取学生能跟得上，听得懂，能理
解，可掌握。比如在讲解第 9 章《算法：程序与计算
系统的灵魂》时，以欧几里得算法为例，来求解两个
正整数的最大公约数时，教师先讲解算法的基本步骤
（如图 2 所示），然后带领学生一起画流程图。同时扩
展问题：如果输入的两个数 M<N 时，该如何修改流程
图？
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三个班 114 人
的大班教学为例，经过第一次课的讲解，只有 11%的
学生提交作业，在第二次课上，老师带领大家一起一
步一步地画，课后，有 64%的学生提交作业，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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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85%以上的学生提交的作业。在这个过程中，应
该鼓励学生：第一次接触，虽然有点难，但是希望大
家秉承“照猫画虎”的学习方法，勇敢尝试。在超星
学习通的讨论环节，展示优秀作业（如图 3 所示），起
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组成。平时成绩由学习通导出，平均成绩均在 85 分左
右。期末测试 8 个班，共 296 人，优良率达到 91%，
仅有 1 人不及格，教学效果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如图
4 所示）。

4

不足之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现代大学生的学习，从不缺乏获取知识的场所和
途径，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供更多的练习和
锻炼的机会给学生。在过去的授课中，结合个人总结
和同学们的反馈（如图 5 所示），在教案设计的趣味性
上，课程资源的扩展上面还需要多做准备。
图 2

欧几里德算法[3]

图 5

5

图 3

主题讨论词云（安全工程班为例）

结束语

本文针对现阶段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思维导论》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地探索和尝试，提出计算思
维与专业融合的教案设计，尤其要上好第一堂课，让
同学们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入手，意识到计算思维的
重要性和趣味性；面对庞大的教学体系，针对不同专
业，要做到有的放矢，有增有减；在授课过程中，要
充分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
做到对整个教学内容的动态有机调控。

优秀学生作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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