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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介绍课程建设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中的不足，针对相应的问题给出了应对 

的解决方案。通过真实案例运用于软件项目管理的全过程，融合思政元素，将软件项目管理的所有知识域串联起 

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培养德才兼备人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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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teaching of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course,  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real ca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necting all knowledge  domains of 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political integrity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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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移动互联时代，软件与人类的工作和生活密切相

关，衣食住行，办公娱乐，消费支付，健康医疗都离

不开它。它就像信息社会的神经网络，倘若出现异常，

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因此软件研发是一项

重要严谨的科学管理过程，需要专业的技术和管理手

段辅助，于是软件项目管理就诞生了。 

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培育人才是高等院校的光荣使

命，高校教师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主力军
[1]
。课程思政

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

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

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新局面”。
[2]
  

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必修课，对

培养具有实践和管理能力的高级软件开发人才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该课程又属于交叉学科，它把项目管理

的工程实践应用于软件项目的开发管理当中。
[3] 

融合

了软件工程与项目管理两个专业的内容，在当前专业

思政教育的形势下，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从培

养合格接班人的高度开展研究生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

学研讨，是非常必要的课题。 

2  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思政是软件项目管理课程的基础与价值源泉。
[4]

对于这一基本的认知和掌握，还不很清晰，模棱两可。

软件项目管理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软件需求多样

复杂，不仅仅功能满足，还需要从用户体验人性化、

便捷性、易用性、思想性等多维度考虑。从原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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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毛明志，mcsmmz@mail.sysu.edu.cn 

            计算机技术与教育学报 第10卷 第2期 2022年8月 
Journal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Vol.10 No.2 August 20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2 ISEP

88

mailto:nyjava@126.com


 

 

 

收集、产品原型设计、正式产品交付等一系列过程中，

没有思政指引，犹如大海航行没有舵手，黑暗中没有

指路明灯。 

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与其他软件专业课程本质不同，它不仅包含技术和管

理的内容,同时还包括成本控制，时间管理，资源分配

与调度、风险分析与应对等方面的内容。在实际教学

中，主要有以下方面的不足，如图 1 所示。 

 

图 1  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2.1  教材内容陈旧，缺乏思政内容 

从软件工程理论出发，专业特点决定了软件项目

管理课程的基本内容，基本理论，标准和原则具有稳

定性，但是实践环节需要紧跟时代。目前相关教材提

供的案例普遍与企业信息化脱节，内容比较陈旧。比

如图书管理软件、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实验室设备管

理系统，这些案例的优点是与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息

息相关，但是与企业信息化的业务系统和平台相差甚

远，学生就业后需要从头学起，了解企业业务和流程。

更为薄弱的是，这些教材普遍缺乏思政教学的内容，

凸显技术与条条框框的项目管理要素。 

2.2  教与学脱离 

软件项目管理是技术，也是艺术。相当多的高校

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具有作为教师的职业素质和教

学能力，但缺少企业经历或实际项目的历练，缺乏专

业的软件系统设计素养和能力，不是所谓的“双师”。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教与学是

二张皮，二者互相脱离，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更谈不

上教学相长。 

2.3  缺乏项目管理工具支撑 

软件项目管理工具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仍缺

乏多样组合的项目管理工具的应用支撑。荀子曰：“假

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道理通俗易懂，讲的

就是利用工具的重要性。软件项目管理离不开工具的

强力支撑，像思维导图、甘特图、PERT 图、项目日历

等工具是优秀项目管理者的好帮手。行业中使用的项

目管理软件如 MSProject，P6，开源的禅道，华为公司

的 DevCloud等，都是学习与实践参考的优良项目管理

系统或平台。通过这些易学好用的项目管理工具，能

够大幅度提升学生的软件项目管理能力。倘若没有工

具支撑的软件项目管理，事倍功半。 

2.4  考核方式亟待改进 

软件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一定要达到“学懂”、

“弄通”，最终到达“会用”。目前的考核方式不足以

全面评估学生课程学习的效果。由于增加了课程思政

内容，在软件项目管理课程考核方式中除了考核项目

管理知识的掌握与应用，也需要关注道德评判方面，

增加“德”的内容考核。从教师、同行督导、学生等

不同的维度，形成 360°的评价体系，衡量专业知识与

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4]
 

3  教学案例选择与思政元素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依照软件项目管理的教

学要求，把学生划分成不同的软件产品研发团队，全

流程融入思政元素。案例选择来源于教师主持的真实

商业系统，如某大型上市集团公司智能供应链综合管

理信息平台，包括电商系统，订单管理系统，仓储管

理系统，运输管理系统，终端配送系统。订单管理系

统如图 2。 

针对每个系统组建轻量级研发团队，每个团队成

员按照角色承担不同的职责，产品/项目经理，系统架

构师，前/后端开发工程师，UI 设计师，测试工程师，

SQA 等等。在设计和管理软件产品研发的时候，融入思

政元素，凸显思政内涵和外延。团队严格按照软件项

目管理的要求，由项目负责人全权负责，以思政元素

为指导，产品牵引，分阶段完成产品功能开发工作，

交付不同的成果，见表 1。 

 

  图 2  订单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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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软件项目管理课程内容关键点与思政元素 

 

4  课程案例教学研究 

软件项目管理是项目管理在研发软件领域的实践

应用，实际上更侧重于管理。与其他课程相比，它有

自己明显的特征，包括项目启动、计划、实施、控制

和收尾五大过程组。十大知识领域：项目综合、范围、

时间、成本、质量、人力资源、沟通、风险、采购和

干系人管理。涵盖 47 个过程，75 个可交付成果，129

个工具与技术[5]。若要通过这些知识点的学习，达到

在实际场景中的灵活运用还是很有挑战性。同时在不

同项目阶段，有效合理的科学融入思政元素，这是软

件项目管理的首要原则，没有这一原则作为指导，那

么研发的软件产品就是没有高尚的“灵魂”。采用典型

案例教学进行思政元素解剖分析，利用“红色”元素，

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把思政元素蕴含于项目内容，

通过以项目驱动的形式激发学生们解决问题的兴趣，

有效地避免了传统教学方式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
[6]
。

通过“中国探月工程”
[7]
、“三峡工程”

[8]
、“中国天眼

工程”
[9]
、港珠澳大桥

[10]
等等伟大工程的解读，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见图 3。 

4.1  软件项目立项阶段 

立项是项目的起源，研发一款可用的软件产品，

需要考虑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容易忽略社会效益和

人文价值。教师要传授学生使用 PESTEL 分析模型，从

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经济角度、社会价值和人文影

响、技术领域、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多维度的综合评

估项目，全过程融合思政要素。如果仅从金钱方面去

衡量，从育人的角度看，将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在立项阶段，对产品的未来展开全方位头脑风暴法讨

论，假如核心算法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社会道德，那

就需要进行调整或改进。引导学生，无论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遵循行业规范和道德约束，绝不能违反国家政

策和法律法规。可以把人与生态环境、和谐自然、可

持续发展，“四个自信”无缝的融合到该阶段。 

 

图 3  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案例研究 

4.2  软件项目制定计划阶段 

在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良好的制度和规范，

尤其是项目章程，把思政元素贯穿始终，这是项目取

得成功的保证。制定项目计划，体现项目负责人全局

统筹的能力，考虑因素较多，需要多少人力和物力资

源，研发产品是否具有技术瓶颈，是否需要具有特殊

能力的人才。项目组提倡团队精神，通过项目成员的

齐心协力、团结合作、攻坚克难，确保项目的成功。

始终贯穿以德育人，知识育人的理念。 

4.3  软件项目执行阶段 

精心制作的项目管理计划，需要优秀的团队执行，

这个团队包括项目管理人员，研发人员，质量管控人

员，大家各尽其职，各负其责。要把四个自信贯穿始

终，坚持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从宏观层面把握正确

的方向，坚持文化自信，把红色经典植入团队文化，

拥有这些致胜的法宝和理念，“上下同欲者胜”，肯定

会取得成功。团队成员以严谨务实、大国工匠精神，

按照统一的编码风格和规范扎实工作，精益求精。 

在执行层面，需要务实求真，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合理的计划，需要从项目建设周期，成本，质量周全

考虑，唯有思政，能够把这些领域统筹，有机整合，

形成一条清晰的执行线路。 

在团队激励方面，要用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如中国高铁、港

珠澳大桥、蛟龙一号等大国工程的视频影音，图片图

像，红色经典故事激励学生的爱国情怀，为了祖国走

向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团队内部要经常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阶段性交付物验收严格遵守标准。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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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控制必不可少，要区分开发库，受控库，产品库。

产品变更要严格遵循标准的变更流程。要注意变更是

有成本的。 

4.4  软件项目监督与控制 

对教学过程的监督是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

环节。监督课程教学过程的目的是使教学活动尽可能

达到课程设定的目标。
[11] 

项目负责人要牢牢把控项目

投入与产出，团队成员要按照计划交付不同的成果。

对于项目风险，一定要有识别与预防措施。在项目实

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时刻关注项目进度、质

量和费用等核心要素，要在计划控制之内，一旦超出

了一定的度，必须断然采取措施，及时纠偏。 

4.5  软件项目收尾阶段 

软件项目的收尾以往都是最终交付物满足合同需

求，验收合格进入运维即可。由于增加了思政内容，

需要从人文素养沉淀，道德文化建设，社会效益等更

高更宽的视野去度量。  

5  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效果综合评

估 
教学效果需要恰当的课程目标的达成，软件项目

管理课程评估，应该改变以往考核方式单一的做法，

在以往试卷难度分析、学生成绩分析等课程评估的基

础上，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全过程、360 度全方位的

闭环评价方式。通过评价，不断改进，完善育人机制，

使“教”与“学”更加相得益彰，有利国家，造福社

会。 

6  结束语 

教学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课程建设是提高教

学质量最重要的环节。
[12]

软件项目管理是软件工程专

业的核心课程，紧跟时代培育英才，按照新工科背景

下的教学目标要求，多种教学手段和工具并用，理论

为基，案例项目驱动，培养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德才

兼备的高端软件开发与管理人才。德育教育是人才培

养的首要环节，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同样也

是每门课程教学都应该承担的任务。
[4]
 我们相信，基

于案例的软件项目管理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在教学育

人的实践中，必将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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