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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which is an advance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 
fully embodies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people foremost. To spread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would 
be a historical trend i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taking Kunm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studi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alent training scheme and curriculum system design under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and preliminarily explored the reform scheme of computer basic course 
which adapts to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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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全学分制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教学管理机制，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推

行完全学分制是高校教学管理模式改革的必然趋势。本文分析了完全学分制的内涵和体系，

以昆明学院为例，就完全学分制下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课程体系设计进行了研究，初步探

讨了适应完全学分制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方案。 

1．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传统的按专业招生进行专才培养的教育模式

受到社会和学生越来越大的冲击，社会需要高校培养能为区域经济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学生

希望高等教育能够赋予他们综合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全学分制对学生个性的

塑造和发展、学习兴趣的激发、学习积极性的调动和创新意识的培养都具有明显的作用，同

时对科技和社会发展在在专业知识结构方面的多变需求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完全学分制是高

度契合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一种科学的教学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也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

普遍采用的教学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1]。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复合型创新人才需求多

变的时代，推行完全学分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计算机基础教学在高等教育中不仅具有基础性和普适性，同时还有实用性和不可替代性，

如同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课程一般，是大学教学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大学计算机》课程

是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入校后学习的第一门信息类基础课程，是一门通识必修课。该课程从计

算机技术发展趋势出发，突出本学科领域的 新科技成果，以计算思维为切入点，培养学生

使用计算机学科知识和技能解决本专业领域中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课程目标旨在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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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强化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并为后续学科课程和专业课

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信息技术基础。 

2．高校完全学分制内涵和体系 

2.1  内涵 

完全学分制是以选修制为基础，学分计量制和学分绩点制为核心，弹性学分制、专业选

择制、学业导师制、免修重修制、学业预警制等为基本内容的教学管理制度。学分制源自选

修制，选修制起源于德国，后被引入美国，在美国得到完善与发展，并在选修制的基础上创

立了学分制。学分制一般原则上不作修业年限的规定，学生选修任何课程只要成绩及格即取

得相应的学分数，将学生取得的所有课程的学分数总计即为总学分数，学生只要取得规定的

总学分数即准予毕业，完全学分制能够实现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自主选择教

师和自主择修业年限。 

2.2  体系 

完全学分制是一种复杂的制度体系，除了以狭义的学分制为核心之外，还包括弹性学分

制、选修制、绩点制、学业导师制和其他配套支持制度等[2]。学分制是随着选修制的发展完

善而产生的。 
2.2.1 选修制 

选修制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学科、自主选择专业和自主选择课程，又称为选课制。选修制

经历了从只允许自主选修课程到进一步允许自主选择专业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选修制是

学分制的基础和关键。 
2.2.2 学分绩点制 

学分绩点制实质上是一种兼顾评估学生学习“质”和“量”的评价标准制度，是实行完

全学分制的重要配套措施之一[3]。其包含学分和绩点两个指标，学分评价“量”，是学生所

学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重要程度、难易程度及所用学时的量化反映；绩点评价“质”，

是对学生学习质量的评价指标，按考试成绩高低分级，按照某种规则将成绩转换为绩点。对

于同一门课程，学生考试通过后获得的学分是相等的，但获得的绩点却不一样，一个学生所

选修的课程累加得出的总学分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业成绩优劣，更不能判断在全

校范围内总学分数相等的学生的学业水平高低，这就需要绩点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补充评价。 
2.2.3 学业导师制 

学业导师制是实施学分制的高校规定各学院为本科生安排专业引导和学业指导教师的制

度。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学生在选择专业和课程时的盲目性，以及避难就轻的不良倾向，指导

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科学地选修课程和准确地选择专业。本科新生一进入大学，所在学

院就会为其分配一名学业导师，以帮助其了解专业课程体系结构、发展动态和社会需求，制

定学业规划，每位学业导师指导的学生平均数为20名左右。 

3．学校完全学分制的构建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2018年完全学分制改革座谈会的精神，昆明学院被确定为“云南省高

校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的前期调研和后期改革12家试点学校之一。学校将完全学分制改革

工作作为重点工作积极推进，从2019学年开始，实施完全学分制。 

3.1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方案，是学校组织和管理教育

教学过程、实施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的主要依据。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科学

的人才培养机制作为载体，而且需要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作为保障。为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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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贯彻以本为本、以生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推进学校应用型示范院校建设，主动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全面发展需要，构建符合学校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

体系，需要根据完全学分制的要求和内涵科学地制定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2  课程体系的设计 

学分制的核心是选修制，而选修制能够提供给学生多大的学习自由度，突出体现在课程

体系设计上。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由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体系构成，包含通识教育、学科

基础、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四类课程。针对学生学习兴趣不一的问题，学分制课程体系应设

计较高比例的选修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要求，提高课程修读的选择性，开设通识选修

课、学科基础选修课、拓展选修课等选修课程，选修课学分应占总学分的 30%以上。针对学

生不同的学业与职业发展规划，学分制课程体系应提供不同的通识与专业分类课程。以昆明

学院为例，其学分制课程体系结构如表1所示。其整体设计思路为： 

1.通识教育课程中的必修课程均为依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开设的课程，并给予规定的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中的选修课程，分为创新创业类、公共艺术类、体育健康类、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综合类等多个模块，学生在第1-6学期自主选择，要求每个模块至少选修1门课程。 
2.学科基础课程是以相关学科为依托，为学生建立学生该学科专业的理论基础而开设的

课程。学校实行大类与专业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有条件的专业按照学科门类归属进行大

类整合，设置专业大类，设置学科基础课程 ，即大类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课程，要求在第 
1-4 学期开设，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课程设置必须统一教学标准。 

3.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专业必修课程、拓展选修课程。专业必修课包括专业核心课程8-10
门，拓展选修课的开课数量为实际开课数量的1.5倍。 

4. 实践教育课程主要是指专业教育实践，包括课程实验、课程设计、见习实习、技能训

练、毕业论文（设计）等。课内实验学时≥8学时的，要求设置为独立的实验课程，各专业根

据实际教学需要，灵活安排实践教学课程，可占用教学周，也可在教学过程中穿插进行。 

表1  课程体系设置 

课程

体系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分 要求 

理论教

学 

通识教育 

通识必修课 

“两课”、大学英

语、大学计算机、大

学体育等 

40 
按教育部等相关上级部门要求

统一设置 

通识选修课 

创新创业类、公共艺

术类、体育健康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综合类 

10 每个模块至少选修1门课程 

学科基础 

学科基础必修课 
高等数学、大学物

理 
15-20

同一专业大类下，学科基础课程

必须相同 

学科基础选修课 
专业导论、专业英

语 
10 

具有专业引导性，为学生今后自

主选择专业做铺垫 

专业教育 

专业必修课 专业核心课程 20 

含专业核心课程，严格对照专业

类国家质量标准设置，做到开

深、开够、开透，切实支撑学生

未来职业发展能力的需求，体现

产出导向的原则 

拓展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发展方

向课和开放选修课 
35 

根据专业特点设置为发展方向

课或专业选修课，可设置跨专业

选修课的开放选修课 

实践教

学 
实践教育 专业教育实践 

课程实验、课程设

计、见习实习、技能

训练、毕业论文（设

计）等 

25-30
人文社科类不低于25%，理工农

医及艺体类不低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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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全学分制下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方案的设置 

教育部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2009年发布《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战略

研究报告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提出要不断探索以培养目标为导向的分类分层

次教学模式。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设置方案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定位，实施“分类

别”的教学模式改革，重视各学科专业学生所必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使用计算机科学的基

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的能力，为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信息素养基础。 

4.1  基本设置 

《大学计算机》课程是一门通识必修课，面向全校非计算机专业本科生，总学时64学时，

其中课堂讲授32学时，课内实验32学时，学分为2学分。该课程在1-6学期实行滚动开课，学

生在以上任一学期都能选课，考核通过后即获得该课程的学分，给予学生充分的选课自由。

每学期选课总人数控制在2000人左右，每个教学班选课人数控制在100人以内。 

4.2  构建“公共平台+专业模块”的课程体系 

“公共平台”是所有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通识内容，以计算机基础知识为主体，以操作

系统应用、办公软件应用和网络应用技术为主线，以计算思维为改革重点，突出应用性、实

践性。“专业模块”是针对不同学科门类学生设置的教学内容，目标是加强计算机基础教学

与相关专业的融合，适应各类专业对信息科学的要求，与专业教育达到“无缝对接”[4]。 

4.3  建立 “分类别”教学模式 

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意见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

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该课程的特点，以培养目标为导向，提出了我校“分类别”教学模式，

不同类别的学生学习不同的专业模块课程，不仅在计算机基础课程和专业模块课程保持很好

的连贯性，而且在计算机学科基础与专业发展间形成有机结合。 
针对不同的学科类别和我校二级学院的设置，为不同学院的学生开设了以下四类专业模

块课程，见表2： 

表2  “多模块”专业基础课程设置 

类别 学院 专业模块课程 建议开课学期 

理工类 

数学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程序设计基础 学年上学期 

经管类 
经济管理学院 

旅游学院 
数据库基础 学年下学期 

艺术教育类 

音乐舞蹈学院 

体育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 

多媒体基础 学年下学期 

文史法类 

人文学院 

外国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级办公自动化 

学年下学期 

医农类 
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医学院 
学年上学期 

4.4  以计算思维为改革重点，优化整合课程教学内容 

九校联盟2010年在《九校联盟（C9）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联合声明》中，确定了以

计算思维为核心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5]。降低了如Windows操作系统、Office办公软件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61

236



等常用计算机软件教学内容的学时比重，将操作性强且具有碎片化的内容制作成慕课，让学

生在课余时间自学完成。将教学内容的重点放在如何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上，设计计算

思维应用案例，将学生的学习方式从原来的在“教中学”转变为“在思考中学”。针对目前

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中计算思维教学“讲而不实”的问题，研究如何将计算思维有效落

地的方案。在“公共平台”通识内容中，简要阐述计算思维和计算理论的概念，以计算学科

的典型案例，如排序问题、汉诺塔问题说明人和计算机的优劣所在，通过讲解图灵机让学生

理解计算模型和可计算理论，讲解图灵测试让学生理解人工智能理论，讲授递归等计算思维

的特有方法让学生了解计算思维的奇妙之处。在“专业模块”课程中，重新整合教学和实验

的案例，不同学科门类的学生训练不同的计算思维核心方法：通过讲授算法的多样性训练理

工类学生程序设计的基本功；通过讲授从信息世界到数据世界的抽象让经管理学生掌握建模

的方法；通过主题网站的制作训练艺术教育类学生分析和设计网站的能力；通过数据分析管

理内容能够训练文史法、医农类学生海量数据处理能力。经过上述计算思维核心方法的学习，

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抽象和自动化这一计算思维的本质。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不仅

是《大学计算机》这一门课程的任务，而是将该思维贯穿在整个计算机基础课程的体系中，

作为一个长期的训练过程潜移默化的侵进学生的思维当中。 

5．结束语 

完全学分制机制能够适应社会和行业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使高校的教育教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是高校进行教育教学

机制改革的方向。计算机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科学地制定

其教学改革方案，不仅能够对完全学分制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保障，同时对学生个性化发展以

及教师自身教改水平提升也都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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