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计算机网络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协议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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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响应国家把高校思政建设落实到专业课程中的号召，我们对计算机网络课程和思政教育的融合进行了实践

和研究。我们利用网络协议栈的思维构建思政教育协议栈，分析了思政协议栈各层次的内涵，并结合实例提出了网络

协议栈和思政协议栈的融合方法。通过构建计算网络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协议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也为更好达成思政育人的目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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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sponse to the country's call to imple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we have carried out practice and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mputer network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king the network protocol stack, we constru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tocol stack. Through analyzing connotation of each level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tocol stack, a 

method was proposed to fusion the network protocol stack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tocol stack with 

examples. By construc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tocol stack in the computing network course, goo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and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better 

achieve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computing network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tocol stack 

1  引  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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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

落实到课程教学各方面，贯穿于人才培养各环节
[2]
。

该指导纲要为工科类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指明

了方向。为了响应国家把高校思政建设落实到专业课

程中的号召，我们在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教学中进行思

政教育融合的实验性工作。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开设的

计算机网络原理课程，授课对象为计算机类三个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软件工程）的学生，

课程为 3 学分，54 个学时。计算机网络课程是计算

机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课程的目标是让

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网络相关知识，具备从事计算机

网络技术相关工作的实践能力。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

发现对于计算机网络这类专业课而言，其专业属性非

常明显，在思政教育过程中如果没有很好的把思政教

育与专业知识进行融合，会影响专业课的知识传授与

思政教育的效果
[3]
。 

我们的中心目标是梳理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

思想内涵，将其润物无声地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

现思政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效融合。思政教育的

素材应该来自课程内容本身，通过深入的思考与挖掘，

我们发现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教学内容中就具有其自身

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
[4]
。关键是我们要从课程内容

入手，结合当前计算机网络科技发展趋势和动向，挖
＊基金资助：2021 年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202101335050），

2021 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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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出课程内在的思政价值和精神内涵，并且通过多种

教学手段融入实际教学中。 

在计算机网络课程中所有的知识体系都以网络协

议栈为骨架，网络协议栈是整个网络教学的一个指引。

而思政教育的传递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也可以利用

协议栈的思维构建思政教育协议栈，如图 1 所示。在

计算机网络课程融合思政协议栈，可以更好地进行引

入思想政治理论的内容，把思想政治贯穿于教学工作

的各个环节。 

 

 

 

 

 

 

图 1   思政协议栈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分析思政协议栈各层次的内容

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然后介绍计算机网络课程中网

络协议栈和思政协议栈融合的思路。通过两个协议栈

的融合帮助大学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学

爱国热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

些做法有助于很好地完成思政育人的目标
[3]
。 

2  思政协议栈 

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是分层的，不管是 OSI 的

七层协议和互联网事实标准的五层协议都是把网络的

复杂功能分为几个部分进行分析和描述，网络中的各

层次互为支撑和服务。 

网络模型中的每一层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需要

借助下一层的服务才能完成本层数据流的获取，同时

又为上一层提供相关服务。在网络分层结构中包含了

分而治之的思想和团队协作的精神。 

我们从课程内容入手，挖掘出课程内在的思政价

值和精神内涵构成思政教育的协议栈。我们把它为四

个层次，每个层次的内容分别为：中国传统文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政价值和精神内涵，思政融合

与应用。计算机网络课程中一些常见的知识点以及思

政切入点处于不同的思政协议栈中，如表 1 所示。 

表 1  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元素  

知识点 思政协议层次 教学活动 思政切入点 

我国计算机网络的
发展过程 

思政价值与精神
内涵 

课前准备：观看视频，完成课前预习作业 家国情怀，民族自信，创新与发展 

网络体系结构 社会主义价值观 
课堂环节：结合课前预习，循序渐进引入计
算机网络的发展史的知识点 

合作意识，规则意思，共享意思 

路由器技术发展 思政融合与应用 
课堂环节：通过中国路由器的跨越式发展，
分析并讲解任务相关知识点的课程思政内
容 

艰苦奋斗，自主创新道路 
 

网络安全 
社会主义价值观 
思政融合与应用 

观看网络安全视频，分析讨论网络安全的例
子 

网络道德观念，文明行为规范， 
文明冲突与对抗，网络安全意识， 
数据隐私与保护 

TCP/UDP协议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 
课堂环节：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解释 TCP/UDP
的不同设计思路与实现 

中国文化，简与繁，快与慢 

互联网创新应用 思政融合与应用 
讨论环节：通过讨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新应
用，提升文化自信，提倡创新精神 

文化自信，创新思维 

 

2．1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政教育的文化基础。中国传统

文化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是

我们进行思政教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计算机网

络课程中技术中有很多内容也具有深刻的传统文化内

涵
[5]
。例如在网络的体系结构中 ISO/OSI 七层网络体

系结构是分而治之思想的一个具体应用。在拥塞控制

的闭环控制技术中蕴含很多未雨绸缪的思想，这些传

统文化的智慧对于解决现实社会中问题也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根植于中国的传统之上。“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在网络课程中有很多相关的内容，都与这些价值观相

通。例如网络连接模式的 P2P 技术，每个终端既是服

务器，又是客户端，蕴含着平等的思想
[6]
。 

2.3   思政价值和精神内涵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实现立德树人。注重传道授业

解惑的有机统一，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课程

思政的理念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向同

行，实现协同育人。课程思政的结构是立体多元的，

即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

把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专业课程中体系

思政价值与精神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 

思政融合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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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并且把它们的思政价值和精神内涵进行深入

的挖掘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2.4  思政融合与应用 

把思政内容与课程内容融合并且应用到教学中，

是我们进行思政改革的最终目的。我们要用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潜移默化的把思政内容融到我们的计算机

网络知识中
[7]
。  

以上四个方面的是课程思政协议栈的组成部分，

它和网络协议栈一样是下层为上次提供支撑，最终又

通过各个层次的协同工作完成整个思政教育的正常功

能。在计算机网络中思政元素的设计如表 1 所示。 

3  两个协议栈的融合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的协议栈和思政协议栈之间

存在内在的联系，如图 2 所示。它们之间需要进行融

合，通过两个协议栈有机的融合才能更好地完成思政

教育这个复杂的系统任务。在挖掘课程的思想价值和

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如何有效、科学地提炼计算机网

络技术课程中的思政融合点，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

思政融合点是否准确，直接影响课程思政的效果。我

们教学过程中发现在计算机网络课程的很多知识点中

蕴含思政教育的闪光点，只要依据课程内容认真的挖

掘就可以把它们转化为很好的思政教育素材，下面列

出几个思政融合的例子。在教学中利用好这些思政融

合点，可以把正确的思想观念传递给学生，鼓励学生

通过树立正确人生观，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学

有所张，服务国家和社会
[8]
。 

3．1  理论联系实践与知行合一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知行合一”的教育理

念，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在计算

机网络课程中有很多理论和实践联系非常紧密的内

容，例如路由器的原理和配置的知识内容，首先通过

理论的学习理解了路由协议的工作原理，然后通过实

践课程在路由器上完成路由协议的配置，从理论到实

践，把知识转为能力。通过这种从理论到实践，实践

又促进理论理解的循环有助于让学生理解“行是知之

始，知是行之成”的中国传统智慧
[9]
。 

3．2  技术进步与民族自强 

从中国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

在近年来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成就。我国电子

商务方面的发展已经领先于世界。很多领先世界新兴

商业模式，都在是中国率先兴起，并且发展到全世界，

例如抖音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带货等，这些都极大的方

便了人们的生活。我们在近年来取得这些成就，让我

们从网络技术和应用的跟随者，变成了网络技术发展

的引领者，这些发展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通过这些成

就的展示可以极大的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更加坚

定民族自信和道路自信
[10]

。 

3.3  技术进步的实例 

在八、九十年代，基于线路交换技术的固话网络

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发展，而固话网络中核心的交换设

备是程控交换机，当时国内所用的程控交换机设备都

是依赖进口，当时通信业流行的一个概念叫“七国八

制”，市场上总共有来自七个国家的八种制式的程控交

换机。而中兴和华为是在到 80 年代中后期才进入到

这个行业，但是经过几十年激烈的市场和技术竞争，

在今天程控交换机的市场上，这些国外的品牌早已经

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家的设

备。这说明了只要我们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就一定

战胜列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图 2  两个协议栈的融合 

在 3G 时代，3G 有三个主要标准 WCDMA、CDMA2000

和中国提交的 TD-SCDMA，中国标准起步较晚，在商业

化上，TD-SCMDA 比其他标准晚了 8 年，但已经能够紧

随其后。4G 时代，中国不仅主导了 TD-LTE 成为国际

主流标准，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4G 网络，实现了与世

界同行。5G早期的主要焦点还是在于标准之争，而 5G

标准的制定，则主要由 3GPP 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负

责。中国华为公司在 3GPP中具有重要的发言权，其研

发的 F-OFDM被 3GPP批准为全球统一的 5G的混合新波

形技术标准，Polar Code（极化码）也被 3GPP 接受为

5G 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5G 设备包括基站设备和光通

讯设备，华为是全球第一大设备供应商，基站设备和

光通讯设备全球市场占有率都是世界领先。从 3G 到

5G 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公司迎头赶上，从跟随到

主导，完成了跨越式的发展。通过这些对这些技术发

展的讲解，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起勇于攀登，迎头赶上

的信心。 

关于路由器的知识是网络层中一个重要部分，路

由器是计算机网络互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路由

器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崛起一个中的例子和见证。思

科公司在 1986 年正式推出了第一款多协议路由器，之

后它赶上互联网发展的大潮高速发展，到 2000年公司

市值曾一度超越了微软和英特尔。华为等中国公司看

到数据通信的机遇，也是为了满足运营商需求，走上

了自主研发的道路。在 1998 年华为推出了第一款型号

应用层 思政融合与应用 

传输层 思政价值与精神内涵 

网络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硬件接口层 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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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Quidway R2501 的路由器。华为在路由器技术的发

展中一路遭遇不少挑战，2003 年思科公司在美国对华

为公司发起了专利战，华为的部分路由器部分部门被

迫分拆为华三公司。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通过

不懈的努力，华为公司实现了技术与市场的从追赶到

引领。 2017 年，据权威机构发布数据显示，华为在

IP 核心路由器市场上超越思科成为第一；2018 年，IHS 

Markit 发布数据显示，华为路由器在运营商市场年度

收入增长 8.6%，以超过 30%的市场份额位居排行榜首

位。从这个例子来看，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会遇到来自

旧势力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克

服困难，完成超越。 

4  课程评价与教学效果 

课程评价是检验课程是否有效实现教育目标的有

效手段。我们把课程评价分为知识目标评价和课程思

政评价两个部分。课程评价体系包括每周测验、上机

实验、网上作业、主题讨论、期中和期末考试等项目，

最终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加权计算。 

课程思政评价采用采取多种维度和形式的评价策

略，强调过程为主。1.评估融入思政主题的课堂反应

和线上讨论参与度。2.开展学生互评，给出具体评分

标准，要求学生开展互评。3.针对思政内容进行学生

调查问卷。 

采用上述评价体系，我们对增加了思政内容的计

算机网络课程进行了评价，并且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

在知识目标评价和课程思政评价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学生综合成绩比增加思政教育前取得了一

定的提升。学生也普遍反映课程加入思政元素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同时也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有所帮助。在教学过程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在

思政元素中参与讨论交流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学生对

课程和教学的满足度调查结果也取得较好结果。对于

中国科技进展和科技成果的展示也提高了学生参加创

新创业实践的热情。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结合调研和教学研讨，我们也

发现了教改活动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在今后的教学中

需要不断改进： 

（1）需要进一步优化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思政

教育点，整合教学案例，合理呈现价值观，进行协作

探究式的教育教学活动。 

（2）加快线上教学平台的建设，使学生可以高效

地进行自主学习，培养走向社会所需的自主学习能力。 

（3）加强基于小组合作的教学实践，增加对自主

学习意识不强学生的激励和帮助，切实将思政育人惠

及每位学生，促进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5  结束语 

计算机网络以网络协议栈为知识骨架，本文利用

网络协议栈的思维构建思政教育协议栈，分析了思政

协议栈各层次的内容，结合实例提出了网络协议栈和

思政协议栈的融合方法。 

在计算机网络课程中进行思政育人是我们教学中

重要的工作内容，在充分分析课程内容基础上，结合

两种协议栈进行专业知识和思政内容的融合，在教学

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树立

了正确的价值观，为培养高素质计算机人才进行了有

益探索。我们将不断研究思政教育和计算网络的融合

之道，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结合现有的不足之处，不

断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创新思政教育的模

式，在计算网络课程中圆满地达成课程思政育人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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