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DIO工程教育模式下“信息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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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教学中心环节的立德树人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新趋势。如何在工科类课程中“润物细无声”融入思想政治

元素，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信息系统工程”课程进行了改革，将信息系统项目

的构思、设计、实施、运行与课程思政相融合，运用 PDCA 体系开展课程质量持续改进。对计算机专业类课程思想政治

建设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对信息系统工程教学内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围绕教学目标提出课程思政课的设计思

路，将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实现价值传递、知识传递和能力的三统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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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teaching center link, it has become a new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engineering courses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information 

system engineering" cours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major is reformed, the idea,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project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urse, and the PDCA system is used to carry out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ourse quality. Of computer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has carried on the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 project by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mining, around teaching target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thinking 

of the course education courses, the specialized courses teach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realize the value of transmissi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ability of three unifie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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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
。课程

思政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

求，也是解决高校人才培养问题的根本举措
[2]
。如今，

各高校高度重视课程与思想政治的相结合，在各个

专业课程中加入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形成了课程思

政的理念。即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教

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元素融入

到各门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

为举止产生影响
[3]
，从而促进高校各个专业的教育教

学、人才培养，实现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的结果。 

课程思政强调在传授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引导

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内在的美德和素养，

赋予专业课价值引导的重任。课程思政的本质是一

种课程设计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些思想

政治内容 , 也不是在教学过程中增设一些活动活

动 ,更不是增开一门思想政治课，而是将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 , 

实现润物无声的立德树人
[4]
。 “课程思政”就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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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转化

为内在德性，转化为自己精神系统的有机构成，并形

成一种素质或能力，是学生认知世界与改造世界的

基本能力和方法
[5]
。 

信息系统工程是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以及工程

管理的原则和方法，按照用户需求、预算和进度，实

现特定功能信息系统项目的定义、设计、开发、测试、

部署和运维的工程或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课程

强调工程实践和与其他学科课程之间的关联。本课

程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以下简称信管专业）

的专业必修课程，其前导课程为：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计算机网络、管理信息系统导论；后续课程为：信息

系统分析设信息资源管理、软件工程经济学。是信管

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关键节点课程，起到了承前启后

的重要作用。 

2. 课程改革 

2.1  CDIO简介 

CDIO 是由 MIT 等 4 所大学经过四年的探索研究

提出的一种工程教育理念
[6]
。 CDIO 代表构思

（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

运作（Operate），可让学生以主动和实践的方式学习

工程，强化学科课程之间的关联。信息系统工程课程

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信息系统开发理论和准则，

具备对信息系统项目的理解与掌控能力，拥有根据项

目需求进行分析设计的能力，并且在项目开发团队中

能够进行良好的团队协作和人际沟通。本课程的培养

目标与 CDIO工程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它能以软件项目

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项目开发的方式学

习工程的理论、技术与经验。 

CDIO 包括了三个核心：1 个愿景、1 个大纲和 12

条标准
[7]
。为学生提供一种强调工程基础的、建立在真

实世界的产品和系统的构思－设计－实现－运行

(CDIO)过程的背景环境基础上的工教育。大纲首次将

工程师必须具备的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人际团

队能力和整个 CDIO 全过程能力以逐级细化的方式表

达出来，使工程教育改革具有更加明确的方向性、系

统性。它的 12 条标准对整个模式的实施和检验进行了

系统的、全面的指引，使得工程教育改革具体化、可

操作、可测量
[8]
。CDIO 体现了系统性、科学性和先进

性的统一，代表了当代工程教育的发展趋势。 

2.2  质量控制 

PDCA 意为：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

和 Act。PDCA 原则最广泛运用于产品质量改善领域，

同时使用这套管理方法进行教学改革被证明是行之有

效的
[9]
。本文将 PDCA 质量环作为整体框架进行了本课

程的实践教学改革设计，框架如图 1 所示，PDCA 环的

四个阶段分别对应学情分析、课程设计、质量考核和

教学改进。由 8 项具体措施迭代执行。由于该课程在

大二的第二个学期开设，学生的学习效果除去课程考

核成绩外，还需要结合后续的学科竞赛、毕业设计才

能才能验证其有效性，所以设置改革的迭代周期为 2

年，计划迭代 2 个轮次。 

 
图 1  PDCA的教学质量控制环 

  

（1）P 阶段进行学情分析 

包括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岗位目标的分析，通过已

修读的专业课成绩来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通过向辅

导员、学习导师询问来调查授课班级的整体学习基础。

岗位目标则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来确定，即要求学生具

备信息系统开发、信息资源管理及业务数据分析的能

力；能在企事单位从事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开发与

运维、项目管理与数据分析等工作。 

（2）D 阶段进行课程设计 

采取专项技能实践和综合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进行课程改革设计。专项技能实践对与课程相关工作

岗位所应具备的技能对应，综合实践基于则采用了

CDIO 模式，让学生在掌握相关单项技能的基础上进行

综合项目实训，了解工程项目如何经历构思、设计、

实施和运行四个阶段，并培养其在各个阶段中利用多

项技能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3）C 阶段进行教学质量考核 

教学质量考核由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组成。教师

评价包括同行教师评价和督导评价，评价形式包括听

课和说课两种形式。同时根据考核大纲中的考核标准，

对总评成绩来分析，判断课程是否达到预期。学生评

价由学生在评教系统里完成，包括教学准备、教学内

容、教学过程与方法、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 

（4）A 阶段开展总结与改进工作 

根据教学督导反馈、学生评价、学生成绩以及结

课后的各项目培育结果进行分析，为下一年度的教学

制定教学改进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学情分析维

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评价、

实验实训等各个方面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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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教学目标与课程思政目标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信息系统工程》课程

的培养目标由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与素质目标三个方

面组成。详细情况如下图 2 所示。由于信息系统工程

涉及的领域较为宽泛，因此需要对课程内容进一步明

确和聚焦，通过信息系统项目的完整实施流程，在培

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工作态度的过程中，实现态度、

思维与学习几个方面的培养。具体目标包括： 

① 具有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做决策的主动性和意

愿。 

② 毅力、完成任务的紧迫感和决心、变通的智慧。 

③ 批判性思维 

④ 创造性思维。 

⑤ 自我认识、认知构成及终身自我学习 

⑥ 职业道德、公平和责任感程。 

 

 
图 2 《信息系统工程》课程目标 

3 课程思政 

从本质上看，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思政是一种思

维方式，是一种意识倾向，是一种教学理念，是将最

切合专业、最需要培植、最塑造品德的核心元素融入

专业的教学中。 

3.1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首先，我校的信管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了解国家和社会现状，

具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掌握管理学基础理论，

熟悉信息与工程相关技术；具备信息系统开发、信息

资源管理及业务数据分析的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从

事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开发与运维、项目管理与

监理、业务数据分析等工作，能有不断学习、更新专

业知识和技术，适应职业环境发展变化的能力。从专

业培养目标和 CDIO 的课程内容设计来看，处处体现了

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因此可以以此为参照和方向来

指导课程思政的改革。 

其次，信管专业是以管理科学、工程技术、计算

机技术和数据科学等科学为基础，结合生产实践所积

累的技术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学科，研究工程特性为主

要特点，以培养实际应用能力的工作人员为培养目的，

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大部分人(包括

专业课老师及同学)都认为其较少蕴含意识形态属性，

认同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任何

一门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应用都与国家的倡导与

需求息息相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技术也是

有国界的。因此，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也有

强烈的思政教育需求。 

3.2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将课程内容分解为概述知识讲授、专业知识讲授

和项目实践三个环节，各环节都具有鲜明特点，思政

融入特点也不同
[10]

。 

(1) 概述类教学课程思政设计 

以信息信息系统工程、社会信息化发展历史、现

状与趋势为主，相比于专业知识的教学环节更易于融

入思政元素。绪论主要讲述了信息系统工程的发展历

程，以及我国政府、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在世界大背景

下的变迁与变化。一方面可以增长学生的知识和见识；

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对照，可以激发起学生强烈爱国情

怀与民族奋斗精神。如图 3 案例所示。 

 
图 3  各国信息化水平与进展 

(2) 专业知识教学课程思政设计 

以培养学生运用现信息系统工程知识解决信息化

建设问题的能力为主。可结合时事热点、国家发展及

名人轶事进行讲解，可达到厚植爱国情怀的目的。不

同的专业知识点可映射出不同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价

值观，在准确地传递专业知识的同时，帮助同学们深

思做人之本，树立法律意识，又能加强品德修养，从

而增强综合素养。如图 4 案例所示。 

（3）项目实践教学课程思政设计 

学生通过自由组合形成 3-5 人的项目组，岗位包

括：项目组长、系统分析师、软件工程师、运维工程

师、甲方代表、监理工程师。分组及工作实施原则：

按照角色分配任务，强调协作。组建项目团队时要考

CDIO工程教育模式下“信息系统工程”课程思政探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2 ISEP

75



 

 

虑学生的专业基础、动手能力、性格特点等因素，按

照既发挥个人特长，又优势互补的原则组织项目开发

团队并进行角色分配。 

 
图 4  系统工程的定义 

 

图 5  信息系统项目岗位分布热力矩阵图 

如图 5 所示。首先，学生在项目中与不同性格、

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小组成员进行合作

交流，小组成员通过项目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项目计

划、系统设计、系统开发、实施与运作进行讨论，使

学生掌握在工作中与不同人进行相处的模式与方法；

其次，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小组成员还需要根据项目

的需求，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或取舍。

通过研究完成复杂工程问题，对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

识、与他人和谐相处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使课程思

政教育在项目实践中潜移默化的开展。 

4 教学效果反思 

通过对学生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对基于 CDIO 

模式的 “信息系统工程”课程改革效果进行反思，发

现相比同类课程，学生普遍反映该课程具有不错的吸

引力，能很好激发学习兴趣。信息系统工程专业知识

综合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工程意识等得到有效

提升，逐步形成了带有个性特征的思维品质。不过，

在反思过程中也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① 在团队项目中，被动的学生容易被主体忽略，

如何调到这一部分学生的积极性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② 在系统实施阶段，由于相关的开发技术较薄弱，

能够较好的完成的小组是少数，这一阶段的成果输出

形式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③ 每个阶段的项目评审对于教师的个人能力有

着较高的要求，需要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和课堂掌控

力，成功的复现这一过程这对于青年教师而言是一个

挑战，因此需要详细的教学指引来指导。 

5 结束语 

课程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传递知识、培养能力和塑

造精神，理工科类的课程思政要遵循课顶层进行设计

的原则，这样才达到夯实专业基础知识，培养知行合

一的实践能力，形成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科技报国

的家国情怀，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加“思政”，

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态度。本文基于 CDIO 教育

理念，对信管专业专业“信息系统工程”课程进行了

改革，构建了以项目实践项目为主的教学模式。在教

学过程中学生积极主动进行知识建构、能力提升，课

程实施效果良好。正所谓“玉经磨多成器，剑拔沉埋

便倚天”，课程思政改革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额任务。

必须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学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实现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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