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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思政，有助于解决当前课程思政中存在的硬融入、表

面化、交互性差、影响力弱等问题。本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设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案，充分挖掘课程思政

元素，使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相融合，厚植学生科技报国的爱国情怀。混合式思政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效

果，为高校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实现思政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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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l is used to imple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omputer composition principle, avoid the existence of hard integration, superficiality, poor interaction and weak 

influence in the current course. Based 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organized hybri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programs, fully explor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ed knowledge imparting, ability 

training with value shaping, cultivated students' patriotic feelings. The practice of mix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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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20年 6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创新课

堂教学模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

应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实现

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合
[1]
。对工学

类专业课程，应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注重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激发学生

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2]
。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工学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的一门核心专业基础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传

统教学相比，混合式教学具有开放、灵活、互动等特

点
[3]
。本文探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助力计算机组

成原理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的具体策略，利用互联网技

术和信息技术，使教学活动在线上线下两个时空中融

合
[4]
。引导学生构建跨章节和学科的知识体系，提高

学生系统观，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 

2  混合式思政教学组织方案 

传统课堂教学课程思政教育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硬融入”，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没有真正融合，

从知识领域的“真”到思政的“善与美”，话题转移比

较突兀
[5]
；二是“表面化”，仅讲述表面的专业理论，

没有深入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追求，没有形成整

体的系统观；三是交互性差，影响力弱，思政点机械

地重复，无法产生好的教学效果
[6]
。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教师可以依托教学平台，根

据课程特点，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教学设计，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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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知识点相关的德育元素，巧妙地融合到教学活

动和教学环节中，促进大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进行

深入思考，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

的自然生成。线上线下混合式思政教学的组织可以从

以下方面入手： 

（1）提前准备线上教学资源：视频、课件、讨论

议题、案例、测试题、作业题，并上传到网上教学平

台。 

（2）课前线上预习增强问题导向。课前教师通过

教学平台或课程QQ群，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

去学习相关视频、课件及案例，进行线上小组讨论，

引导学生在思考过程中意识到知识的价值，增强掌握

理论知识的动力。 

（3）课堂教学有针对性。教师根据教学平台上学

生的课前测验情况和提问进行备课，使线下课堂教学

过程更具个性化和精准化。课堂上教师进行知识点的

讲解和归纳，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二次讨论，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 

（4）课后有沟通有反馈。通过教学平台关注学生

的学习情况，并进行教学反思。通过课程QQ群为学生

推送与专业内容相关的新闻时事，反映职业素养、大

国工匠精神等事迹。及时沟通和提醒，实现专业知识

的指导，生活和学习问题的答疑解惑，增强思政亲和

力。

 
图 1 线上线下混合思政教学组织方案 

3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计算机组成原理全面介绍计算机系统五大功能部

件：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以及输入输出设备的组

成结构、工作原理以及相互关联，信息、数据的表示

及其在计算机中的存储，指令系统和指令在计算机中

的执行过程及数据通路等
[7]
。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加深

学生对计算机软、硬件关系的理解，培养对硬件系统

的分析、开发和使用能力，培养学生计算机硬件的系

统级认知能力和计算机系统的设计能力
 [8]

。培养学生

的计算机系统能力，首先在教学上树立整体系统观，

站在全局角度深入挖掘课程的关联内容，全面考虑计

算机系统各部分间的逻辑联系，把课程思政自然地融

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思政内容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挖掘： 

（1）专业知识引发的人文问题思考，即知识点、

专业技术和产品所蕴含的人文素养、道德理性、家国

情怀、工匠精神等。 

（2）科学思维和方法论，计算机系统设计思维方

法和系统观不仅应用到学科专业领域，还要引申到其

他方面，改善学生的思维方式，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3）专业规范、专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对树立正

确的职业价值观有重要意义。 

（4）新闻时事，将国家大事、时政热点、突发事

件与学科专业融合，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斗志。此类

思政内容时效性很强，需要经常关注。 

（5）结合节假日、宣传日、纪念日等特殊时间开

展法制教育、爱国教育和敬业教育，感恩教育，终身

学习。 

表 1 给出了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中各个章节单元

下具有代表性的思政结合点。教学方法中小组讨论和

视频演示主要通过学习通平台布置和完成，其他部分

主要是线下课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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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中的思政融入点 

章节 问题驱动 教学内容要点 思政目标 教学方法 

导学 
为什么要学习计算机组
成原理？ 

硬件类相关课程的关联，本课程在计算
机系统能力培养中的地位 

科学思维、系统观 
专题讨论，课堂讲
授，问答交流 

计算机系
统概论 

计算机系统的性能被准
确测量吗？ 计算机系统的硬软件组成，计算机的发

展史、国内外名人事迹 
正确的历史观，科技报
国的爱国情怀，系统观 

小组讨论，课堂讲
授 
视频演示，案例分
析 

存储系统 
日常生活中常用存储器
有哪些？ 存储系统的层次结构，信息存储的机理，

存储器芯片的结构、设计、应用 

守正创新、社会责任，
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
神 

分组任务，课堂讲
授，视频演示，案
例分析 

指令系统 
高级语言程序如何在计
算机上执行？ 

指令格式、指令和数据寻址、典型指令
系统CISC和RISC，2017年图灵奖获得者
Patterson和Hennessy 

国际视野、敬业精神、
创新精神、责任感和使
命感 

小组讨论，课堂讲
授，视频演示，案
例分析 

中央处理
器 

为什么要研发国产CPU
芯片？ 中央处理器CPU的功能和组成，指令执行

的数据通路，曲折的中国芯片研发道路 
大国工匠精神、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 

分组任务，课堂讲
授，视频演示，案
例分析 

总线系统 
各功能部件之间如何进
行数据交换 

总线的瓶颈，总线结构，总线仲裁和定
时协定 

团结协作、权利平等、
服务意识 

问答交流 ，课堂讲
授，视频演示 

输入输出
系统 

高速的CPU与速度参差
不齐的外部设备同步？ 多种多样的输入输出设备，CPU与不同

I/O设备接口的数据传送方式 
爱岗敬业、遵纪守法、
环保意识 

问答交流 ，课堂讲
授，小组讨论 

 

4  混合式课程思政教学过程设计 

指令系统是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核心章节，也是比

较枯燥抽象的内容。下面以指令系统为例从课前准备、

课堂教学及课后反馈 3个阶段说明教学过程的设计。 

4．1  课前准备阶段 

课前给学生提前布置预习任务，以问题“高级语

言程序如何在计算机上执行？”为驱动，引导学生阅

读已上传的视频、课件和案例，进行思考。对学生进

行分组，由小组长组织同组同学查阅 CPU 指令集（架

构）相关资料，了解 CPU 芯片和指令架构的关联和最

新研发进展。进行线上小组讨论。小组长记录本小组

预习遇到的难点和疑问，反映给老师。 

4．2  课堂教学阶段 

课堂教学，教师的活动主要包括导入新课、讲授

新课。 

(1) 导入新课 

冯·诺依曼提出的存储程序和程序控制理念，都

涉及到程序。程序由一系列的机器指令组成。机器指

令的集合就是指令系统。指令系统位于计算机硬件与

软件的交界面上，从这里可以分别向上、向下进行软

件和硬件设计，所以指令系统设计是计算机的关键所

在。一旦把程序装入内存，就可以交由 CPU 自动完成

取指令和执行指令的任务。 

(2) 讲授新课 

结合课件和学生预习测试情况，讲解相关知识点，

同时自然融入课程思政。 

(a) 指令系统。按逻辑分类有两类指令集：复杂

指令集（CISC）与精简指令集（RISC）系统。RISC 指

令系统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最常用的简单指令占指令

总数的 20%，但是在程序中出现的频率却占 80%。鼓励

学生，建立科学思维，找到问题的关键因素，把时间

和精力用于重点突破上，引领科学发展。 

(b) 指令格式。一条指令应告诉机器，要做什么

（操作码）？对谁操作（地址码）？ 通过实例说明指

令的设计思想。 

(c) 指令和数据的寻址方式。以经典机器的指令

格式及其寻址方式，高级语言编译成汇编语言，再翻

译成机器语言实例说明计算机组成原理与程序设计等

其他课程的联系，引导学生建立整体系统观。 

(d) 案例分析：制约 CPU 芯片性能的因素，除了

制造环节外，还有一个基础且关键的环节是指令集（架

构）。 

CISC 通过增强指令系统的功能，指令复杂了，执

行时间必然加长，因此软硬件的功能分配必须恰当。

1975 年 John Cocke 提出了精简指令系统设想。David 

Patterson 教授领导的研究组,研制了 RISC-Ⅰ和

RISC-Ⅱ计算机。因开创了系统的、定量的方法来设计

和评价计算机体系结构，对 RISC 微处理器行业产生

持 久 影 响 ， 2017 年 John Hennessy 和  David 

Patterson 被授予图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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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的 X86、MIPS、ARM、RISC 都是国外的指

令集。自主 CPU 必须基于自主指令集，才能杜绝高科

技芯片卡脖子问题。2021 年，龙芯中科发布完全自主

研发 LoongArch 指令集，阿里发布自研的飞天云计算

操作系统。以指令系统的发展史和国内对指令系统研

发的自强不息，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激发敬业精神

和创新精神，科技报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3  课后反馈阶段 

布置课后作业和章节测试，根据测试情况，进行

教学反思。通过 QQ 群推送相关新闻时事，并对学生提

出的疑问进行解答。鼓励学生自主查阅资料，搜索当

前最新的 CPU 芯片及其使用的指令系统架构。 

5  教学效果分析 

近两年《计算机组成原理》采用基于中国大学生

MOOC 课网和超星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利用线上资源中视频和部分测试题来源于中国大

学生 MOOC 课网，其他资源由教师上传或给出超链接。 

表 2结课后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 

分
分数 

 
能力描述 
 

5分 4分 3分 2
分 

1
分 

1、能够基于计算机硬件系统各功
能部件的工作原理、设计和实现
方法，分析计算机软、硬件之间
的关系 

46.
30% 

48.
10% 

5.6
0% 0 0 

2、能够牢固建立计算机整机的概
念，具备对硬件系统的分析、开
发和设计的能力 

48.
10% 

38.
90% 13% 0 0 

3、能够融会贯通计算机组成原理
课程各章教学内容，通过知识的
综合运用，具备设计一个完整的
CPU的能力 

38.
90% 

35.
20% 

25.
90% 0 0 

课程考核采用了过程性多元考核评价体系。课程

思政注重价值塑造，以专题讨论、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和分组任务等形式融入思政元素。课程思政没有单

独考核，列入平时成绩中。根据学生考勤、讨论、分

组汇报、课后作业及在线学习情况中，统一公式计算

成绩，并在教学平台上展示，做到有迹可循，公平透

明。 

从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分组报告、小组讨论、课

堂互动反应和平时线上交流情况来看，学生的整体系

统观有很大增强。与未进行线上线下混合思政教学的

学期相比，学生的学习成绩有较大提高。 

表 2 为课程结束后对学生发放的调查问卷，从三

个方面调查学生经过线上线下混合思政教学后的效

果。从问卷结果来看，学生的整体思维和系统能力已

经达到了课程教学目标。 

6  结束语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思

政，突出“阶段化”特征，以问题为驱动，将思政教

育无缝融入线上预习、复习和线下课堂讲授中，使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融为一体，有助于学生

树立全局的系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在今后的教学过

程中，将对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进行更

深入、更透彻的研究，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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