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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考核体系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本文结合思政教育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套全方位的考核评价指标及相应

的考核内容及方法。该评价体系综合考察学生的职业素养和道德素养，突出考核的全面性、发展性和客观性，以增强

教学反馈的激励效果，提升教学质量。最后，通过调查问卷对考核体系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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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sessment system for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the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assessment contents and methods. The system focuses on both the requirements for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the moral 

qualities. which highlights the comprehensiveness, development and objectivity of assessment. Hence, it enhances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eaching feedback and improves the teaching quality. Finally,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assessment system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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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课程评价是教学环节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引

导作用。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对学生的评价不仅

需要考核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还应注重对

学生德育的考察。为了达到课程思政贯穿教学全过程，

需要对课程评价体系进行调整，从仅侧重分数转变为

成绩和综合素养并重考察。 

目前，许多计算机专业课程已开展了思政教育的

改革和研究[1-3]。在软件工程概论方面，也有众多学

者和教师开展了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相关的研究。文献

[4]提出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在授课过程中以培育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主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穿教学过程。文献[5]结合专业课程进行思政教育的发

展趋势，选择软件工程课程为例，从课程思政载体、

教学设计和思政案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

索。文献[6]提出从政治导向、专业伦理和核心价值三

个方面对软件工程课程进行教学设计，并采理论教学、

案例教学、共性教学等用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进行思政教育。在思政背景下进行教学评价在众多课

程中也开展了相应研究。文献[7]提出了在课程评价中

引入思政环节，分析了课堂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优化策略。文献[8]结合药理学课程，制定了思

政背景下评价指标体系，突出过程性和反馈性，促进

学术提高思想政治素养。 

综上所述，在已有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如何挖

掘课程内容所蕴含的思政要素，以灌输和渗透的方式

实现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在课程评价方面，虽然在其

他课程方面已有相关的研究，但评价指标、考核方法

等并不适合软件工程相关课程。因此，结合思政教育

开展软件工程概论的评价体系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2  评价指标 

以往本课程的考核通常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

部分组成，偏重对学生理论知识和动手实践能力方面

的考察,缺乏对学生德育方面的考核。课程评价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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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重要一环，良好的评价体系不仅有助于教师进

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方式，同时有利于学生全面认

识自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习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

校 110 周年考察时，特别强调当代青年要“立大志、

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因此，对学生的考核应

具有全面性，不仅要注重对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核，

同时要加强对学生价值观、责任感、使命感等思政方

面的考核，注重对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考察。 

从全面考察学生角度出发，教学团队通过实践探

索，设计了一套较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知

识掌握程度、课堂表现、学生互评、成长发展，具体

的评价指标及其蕴含的思政考核内容见表 1所示。 

表 1  指标考核内容及思政评价要素关系对照表 

指标体系 考核内容 思政评价要素 

知识掌握程度 理论知识、课程实践 脚踏实地精神、工匠精神、组织纪律性、探索精神 

提高与发展 学习方式调整、欠缺知识弥补 自我反思意识、努力进取精神、脚踏实地精神 

课堂表现 纪律性、课堂问答 全局观、集体观、激发学习热情 

学生互评 任务完成表现、协作意识 团队协作、责任感、使命感、创新意识 

 

2.1  知识掌握程度 

授课的根本任务是传授知识，通过教学使学生掌

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后续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软件工程概论》这门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学生接触

较早的一门专业通识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

对软件工程有一个全面认识，体会软件开发是一个系

统化过程。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包括理论知识讲

授和课程实践两个环节，因此课程的知识掌握程度评

价指标主要包括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和实践能力两项内

容。 

在理论知识掌握程度评价方面，主要从基础知识

掌握和知识应用两方面评价。基础知识考核侧重基础

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工具的考察，比如软件测试的

基本方法、软件设计的基本要求等；知识应用侧重考

察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对学生掌

握知识的深层次考察，比如利用 UML 工具准确描述业

务需求。 

在实践能力评价方面，主要从过程和实践报告两

个方面考察。过程考核，侧重对学生文献查阅、问题

分析、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考察；课程实践最终要求

学生对解决方案进行总结并形成实践报告，侧重对学

生的文字表达、归纳总结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考察。 

2.2   提高与发展 

教学不仅以增长学生知识为主，还应该注重对学

生自我发调整、适应和发展能力的考察，从动态角度

考察学生。学生要学会适应教师授课，同时要针对特

定的知识调整学习策略和学习方式，以提高学习效果。

《软件工程概论》课程中，需求分析不仅需要学习相

关的技术，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学生在学习相

关知识时，不能仅停留在阅读课本和查阅文献阶段，

应注重实践锻炼，通过与同学和老师交流获得对方的

需求，从中体会交流对需求获取的重要性，同时培养

良好的交流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应不断反思并及时发现自己的

不足，如知识点欠缺、编程能力不足等，并采取相应

措施进行纠正。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应通过自我

总结、自我反思等方式改进学习习惯和方式，实现不

断提高。 

例如，在讲授面向对象设计的设计模式相关内容

时，布置学生编程实现相关的实例。很多学生会发现

自己编程能力比较薄弱，这时学生应主动课后补充

Java的相关知识，提高相应的编程技能，最终实现设

计模式应用实例。 

2.3   课堂表现 

课堂教学是学习的重要场所和环节，学生在课堂

上的表现应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教学团队设计了具

体的课堂表现评价内容，主要包括纪律性和课堂问答

两方面。 

纪律性考核指标主要从上课是否迟到、课堂是否

接打手机、是否认真听课三个方面进行考核。其中，

上课是否迟到反应了学生的守时观念和组织纪律性，

时常迟到的学生通常时间观念较差，做事经常缺乏计

划性；课堂接打手机会造成课堂纪律被破坏，同时也

会影响其他学生听课。 

因此，课堂是否接打手机也反应了学生的纪律意

识和做事的态度；听课的认真程度不仅影响学生的学

习效果和接授知识的程度，同时也反应了学生对待学

习的态度。 

课堂问答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

性、回答问题的准确性和深度三个方面。其中，回答

问题积极性一方面反应了学生听课的认真程度，同时

也反应了学生课后复习的状态，可体现出学生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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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工匠精神；回答问题的准确性可以体现出学生对知

识掌握的牢固程度和准确程度，反应了学生是否具备

认真求知的态度；回答问题的深度更侧重考核学生是

否善于自主学习、是否具有质疑精神，反应了学生探

索进取的精神状态。 

2.4   学生互评 

课程实践需要学生课下组成团队完成所规定的内

容，因此学生之间的互评能更好地反应学生在团队合

作中地表现。学生互评主要分为任务完成表现和协作

意识两项内容。 

任务完成表现主要以学生所承担的任务量和任务

完成度两项指标进行衡量。其中，任务量体现了学生

的学习效果和担当意识，若任务量较大说明学生掌握

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够胜任更多的工作，同时也反

应了学生担当意识和具有较强的责任感。任务完成度

主要以完成质量为考核指标，较高完成度说明学生做

事认真、态度端正，具有较强的责任感。 

协作意识主要从学生参与小组讨论表现、任务合

作和时间观念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积极参与小组组织

的问题讨论，表明学生乐于为团队的集体任务贡献自

己的聪明才智，对集体任务具有较强的责任感。任务

合作主要通过对配合完成工作的过程进行考察，从合

作的主动性和对待任务态度的端正性三两个方面进行

考察。时间观念是一项重要的考察指标，团队协作需

要互相配合，有机衔接，若某个环节出现延时现象会

导致整体项目的延时。 

3  考核方式与评价反馈 

针对不同考核指标的内容和特点，教学团队分别

设计了相应的考核方式，具体如下： 

（1） 知识掌握程度 

《软件工程概论》课程主要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

教学两部分，因此对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核主要从期末

考试和课程大作业两方面进行考核。期末考试通过基

础知识、材料分析和综合性题目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

程度进行全方位考核。课程大作业通过对核心内容布

置综合任务对学生进行考核，从作业报告的整体性、

规范性、内容组织的合理性、问题分析的透彻性和全

面性、方案的可行性、结论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评判。 

（2） 提高与发展 

为每个学生建立一个成长手册，主要记录学生是

否有自我反思，自我反思后是否注意查漏补缺，并取

得进步，这方面内容可以通过针对易错问题进行重复

考核，例如多次设计模式编程；学生思考方式是否有

转变，是否会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从全局出发思考

解决方案，这方面考察可以从课堂提问中进行考核；

学生利用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提高，这方面考核

可以从多次作业中发现学生的成长轨迹。 

（3） 课堂表现 

课堂表现的考核方式可以采用课前点名和课堂提

问的方式进行。其中，课堂提问是重要的考核方式。

课堂提问可以采用特定人提问和全班集体提问两种方

式开展，并针对学生的特点设计相应的问题，根据学

生的回答进行评价，侧重考察学生是否具有工匠精神，

是否会自我反思和提高，是否具有全局观等。 

（4） 学生互评 

学生互评主要通过团队协作完成任务和作业答辩

环节进行。在团队协作过程中，首先确定考核的任务

和指标，之后团队成员之间根据成员的具体表现给出

客观评价。在作业答辩环节，团队对所完成的任务进

行介绍，其他同学对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通过团

队对问题的回答情况给出相应的评判。 

4. 实践效果 

在实施过程中，第一次课就将评价方式和评价内

容与同学进行沟通和介绍，提高学生对新的评价体系

的认知和重视程度。最后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所提

出的评价体系进行评价，主要从整体满意度及各个考

核指标满意度进行调查，同时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总的发放调查问卷 89 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86 份，

对评价体系的整体满意度将近 92%。各评价指标的满

意度调查结果如图 1所示。 

 

 
 

 

通过教学反馈和调查结果显示，注重学生道德考

核、学习能力的考核、积极进取、团结协作等思政方

面的考核，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探索精

神，提高自我约束力和团队合作意识等。同时，通过

及时的考核反馈及学生的互评，能帮助学生及时发现

问题并得到及时解决，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全面

发展。通过分析与交流发现，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培

养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这也是学生能够取得

较大发展的主要原因。 

图 1  评价指标满意度调查结果统计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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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对调查问卷分析，也可以发现评价指标体

系还存在一些不足。学生对提高与发展的考核内容及

学生互评考核内容存在较多争议。例如，对于学生互

评中团队成员之间的评价很难做到客观，提高与发展

考核中由于学生人数较多很难全面考察每个同学。这

些问题在后续教学改革中，需要继续深入思考，探索

合理的解决方案。 

5  结束语  

本文结合“课程思政”的要求，提出了一套综合

的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不仅体现了对学生专业

知识掌握的考核，更关注于对学生德育内容的评价。

同时，考核过程重视学生动态发展和学生之间的考察，

考核范围和内容更加全面。进一步，针对不同的考核

内容，提出了相应的考核方法，有利于教学改革效果

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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