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工科背景下“大学计算机基础”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石娟 

广西大学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南宁，430064

摘  要  新工科背景下，对培养创新性、拥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对对“大学计算

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创新。本文采用“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利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对“大学计

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以及考核方式等进行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提高了教学质量，收到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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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new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compound talents. It is urgent to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computer basic 

course.We have adopted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 and used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to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mod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the computer basic course, which has improved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recei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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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教育部对新工科建设的推进，怎样在新工科

背景下更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教学内容，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是当前所有教师面临的挑战。在新工科

背景下，原有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已不足以

应对新工科背景下培养学生的需求。因此，各大专院

校迎来了一批以新工科为背景的课程改革探究，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交叉与融合是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着力点，在“新

工科”建设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1]。“新工

科” 的教学理念要求利用信息化技术解决专业领域问

题，实现计算机与工学的学科交叉融合，提升相关专

业建设水平，促进培养质量，加强新工科专业建设，

这就需要培育不同专业学生的计算思维习惯。“大学计

算机基础”课程是针对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计算机入

门课，是培养大学生计算思维意识和信息素养的重要

环节。随着信息社会的计算机应用已普及到社会、经

济和生活等更多领域，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更新速度越

来越快，计算机的应用模式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同时学生了解到的新兴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多，获得知

识的途径也越来越广，因此在新工科背景下，迫切需

要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创

新，教学方式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水平也需要不断提

高[2][3]。 

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已经开展了在新工科背景下，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实践

教学等方面的改革与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果[4][5][6][7]。

但是，目前的改革与实践只是初步的，还不够深入。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

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呈现出多途径、多样化、多模式的改革需求。 

为此，本文以广西大学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

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为例，面向研究型、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需求，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现状和存在问

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生计算机

基础”课程教学模式，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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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有效地促进了课程教学改革，

提升了教学水平和质量。 

2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现状分析 

传统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相对滞后，

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式较单一，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学生计算机水平差距较大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在教育资源和教

育水平上的差异较大，发达地区在中小学已经普及计

算机教育，学生对计算机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动手能力

较强；某些落后地区缺乏资金，硬件软件资源匮乏，

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未学习过任何计算机知识，

甚至必须从最基础的开关机学起，接收知识较慢。如

果采用统一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忽视学生计算机

知识的差异性，基础好的学生觉得学习内容简单，容

易产生懈怠思想，基础差的学生难以衔接大学计算机

知识，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2）缺乏计算机知识与不同专业的融合 

我校自 2017 年起进行“1+X”教学改革，“1”代表计

算机应用操作的基础，“X”代表拓展教学模块，拓展

模块由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选择开设Python程序设计

或多媒体应用等。尽管在教学内容上已经针对专业大

类进行了区分，但是计算机与专业的融合度不高，很

难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紧密结合。 

（3）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把“大学计算机基

础”作为一门计算机理论课来讲授，即以“教师为中

心”，以教学内容和内容传输为中心，通过老师来解读

各个知识点，老师是学习知识的窗口，知识比较难获

得，从而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不高，从而影响教学质量。 

（4）班级人数多，密度大 

我校“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班级每班 80 多人，人

数多密度大，教师与学生难以实现有效的互动，很难

根据学生的学情控制教学节奏，难以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学习，引发学生思考，学生思维的差异在教学过程

中难以得到重视。 

（5）课程考核方式单一 

课程考核是提高教学质量，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

环节，但是传统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考核方式

相对单一，各专业统一组卷出题，虽然采用机试的方

式，但很难客观的检验学生所学的知识和不同专业学

生的计算机技能，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3  新工科背景下本校“大学生计算机基

础”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计算机技术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经过综合分析，在新工科背景下，笔

者所在的广西大学的本校“大学生计算机基础”课程

教学面临着以下问题： 

（1）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学生有越来越多的机

会接触到新的计算机技术，很容易通过网络了解老师

所讲的概念，学生已不再是一张白纸，学生了解的知

识比我们想象中更多，因此传统的罗列技术和灌输知

识的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计算机基础教育。 

（2）当学生在工作、就业、学习、休闲以及社会

参与中碰到各种信息数字，如何引导学生理性的看待

数字，正确的去应用数字，认识信息世界，提高学生

自信、批判和创新性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3）当培养了学生的计算思维意识和基本信息素

养后，如何将计算思维落地，如何将计算思维变成一

个真正可以改变工程或者生产流程的能力？这对于培

养会学习、有创新性、拥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复合型人

才起着关键作用。 

4  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基础”改革实

践 

近年来，我们经过不断摸索，研究以学生为中心

的“大学生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模式，并取得一定的

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搭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知识面广、知识点相对比

较多，通过搭建线上慕课，可以再慕课的每个短视频

中讲解一个计算机的理论性知识点，在慕课中使用形

象且有趣的动画模拟难以理解的内容，通过一定趣味

化教学的有效引导和交互式练习，进而极大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欲望。 

在课堂上很难顾及到的学生对信息技术掌握的差

异性，也可以通过慕课给学生更好的自由度，基础好

的同学可以加快学习进度，基础薄弱的同学可以重复

学习[2]。通过构建在线社区，引导学生讨论，拓展学

生思维的深广度，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 

搭建“计算机教学实验平台”，提供几千道不同难

度、不同类型的题目，将每一个知识考点都全面的融

入其中，既可以加强平时的操作练习，又可以加强学

习过程化考核,满足不同层次的程序设计能力培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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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线下教学中，课前先通过“计算机教学实验平台”

发布以选择题为主的课前作业，以题促学，既达到课

前预习的效果，与慕课知识进行融合，又能了解到学

生学习的薄弱环节，可以站在学生的理解角度思考教

学问题，做课程创生者； 

（2）以学生为中心，大课堂、小循环、快反馈 

在新工科教育理念的背景下，专业培养方面要求

注重调动并且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

参与程度，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注重学习能力的培

养。 

因此，我们的教学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大课堂、

小循环、快反馈”教学策略，除了教师讲授，必须要安

排一些主动学习的环节，分组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

作、探究”，帮助学生更快的融入教学内容，在这过程

中引发学生思考，有效的互动，进行立体化的学习。 

其次，“ 新工科”建设，强调加强学生实践动手能

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在“计算机教学实验平台”中

设计由浅入深的渐进式系列训练操作来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并对学生的每个学习目标进行反馈，展示学

习中容易出现的各种错误，学生得到反馈后就可以改

进，从而引导学生探究式学习； 

（3）计算思维拓展改革。 

在计算思维基础教学中，进行思维创新的培养，

保持开放的思维。将知识和技术的讲述，更多的演化

为对思维的激发、拓展以及动手能力的提高。首先，

在“计算机教学实验平台”设计常规的 office 基础操作

训练，由系统进行自动阅卷，评估学生基本的上机操

作能力。 

其次，设计具有递进性的与学习、工作和生活相

关的生活情景化案例，以能力提升为导向，强调能力

的逐层次培养，帮助学生慢慢的积累能力，知道把知

识用到什么场景上，让学生可以更完整、从更高层面

去完成一个大文档或者更高级别的应用。 

在教学中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形

式，包括多样化的教学手段等，通过多见识，更多的

刺激学生的积极性。借助各种平台来帮助学生进行思

维的拓展，保持学习的新鲜度，激发成就感。在这部

分的学习中，强调线下课堂的互动性，让学生参与进

来，帮助学生全方位的融入到课堂中，帮助学生避开

学会了工具和功能之后，在生活当中依然不知道该怎

么用的窘境。 

 （4）计算机知识与专业知识的融合 

以新工科建设为主线，根据“需求驱动目标，目标

驱动模式”，以产业和行业的发展需求为导向[2]，针

对不同专业，设计一些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模

块，使得内容可针对不同专业进行裁剪，即对不同专

业的学生，可以根据专业的需要，做一些可裁剪的内

容，教师在教学时，也可以根据教学对象完成教学内

容的裁剪。比如围绕以培养生物信息学专业人才为目

标，根据生物学的特点设计的 DNA 转录序列字符串

切片模块和 DNA 分析模块；分析商学院的培养目标

后，设计“在商务世界里看数据”模块等。 

（5）多元化立体考核方式 

根据“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内容的特点，以课程

目标为导向，采用多元化立体考核方式，即知识考核

与能力考核相结合、过程性与结果性考核相结合，构

建客观多元化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平时成绩

10%，慕课成绩 8%，office 操作能力考核 10%，4 次

阶段性机试 12%，以情景案例驱动的 office 高级应用

考核 10%，标准化机试 50%。 

这种多元化考核模式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既能及

时的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的了解学生学习的差

异性，并反馈于教学，促进教学调整，又能很大程度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养成，

综合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真正达到教学目的。 

5  结束语 

“新工科”背景下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如

何培育不同专业学生的计算思维以适应新时代社会发

展需求是“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应该重视的问题。 

本文对“新工科”背景下进行“大学计算机基础”

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在课程建设方面，实施以

学生为中心的“大课堂，小讨论、快反馈”教学策略；

模块化教学内容，迭代周期短，可针对不同专业定制

课程，有效促进计算机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

针对不同模块，进行不同的线上线下教学设计，引发

学生思考，有效的互动，进行立体化的学习； 

在课程考核方面，通过构建客观多元化考核评价

指标体系，借助于“慕课”和“计算机教学实验平台”

及时的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有效的考核和评估，明确了

学生的学习目标，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了学

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使得该门课程在新工科背景下

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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