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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age of basic university computer teaching, training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one, on the one hand, it is because training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an 

strengthen students' thinking logic ability, also can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to strengthen students' comprehensive computer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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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阶段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成为了重中之重，一方面是因为培养学生的

计算思维能够增强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也能够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学

生的综合计算机能力，而本文就主要围绕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对学生的计算思维的培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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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的思维的基本概述和计算机思维培

养的现状 

1.1 计算思维的基本概述 

计算思维是一种思维活动，而计算思维中也包含计

算思维能力和计算思维意识以及计算思维方法。而计算

思维意识所指的是人类的无意识科学思维活动。而通过

计算机基础教学，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其实指的就是

激发学生的科学思维活动，让学生将这种科学思维运用

于现实中，并解决现实问题。而计算思维方法其实指的

就是计算机科学自身的方法。想要通过计算机基础教学

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首先就应该拓展学生的思维能

力，不局限学生的思维发展，让学生能够尽可能的发散

自己的思维，并独立解决问题。教师应该给予学生一定

的指导，但是教师不应该干涉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而

是应该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如果教师总是代替学生解决

问题，那么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无法得

到锻炼，而且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是学

生的实践能力。 

1.2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中计算思维培养的
现状分析 

有关于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在计算机技术教学

中，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而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

因也有很多种。例如高校忽略了对学生的计算思维的培

养，过于看重学生的理论成绩。却没有意识到计算思维

对于计算机人才而言的重要性。即使是对于非计算机专

业的学生而言，计算思维也有其一定的科学性。而作为

人类三大思维，计算思维，理论思维和实验思维，理论

思维明显是目前最受人们关注的存在，但是计算思维和

实验思维也不容忽视。高校应该加强对计算思维的认

识，并加强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除此之外，高校还

应该加强对学生理论知识基础的提升。学生如果无法掌

握好计算机理论基础，那么也难以提升计算机技术应用

能力，而教育部门目前也已经颁发了一系列文件，用以

加强高校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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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计算思维培养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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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机的思维的基本概述和计算机思维培

养的现状 

2.1 重视计算思维意识的培养 

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必须要通过计算机技术课程

教学平台，因为有关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并不会单独

成课，而主要是通过学生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学习来挖

掘学生的计算思维，并提升学生的计算思维，当然，因

为目前而言，计算思维培养还没有得到高校和教师的重

视，所以计算思维培养的效果也不是非常显著，但是只

要教师和高校意识到了计算思维的重要性，并将对学生

计算思维的培养和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结合在一起，就

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计算思维，并引导学生将理论转化

为实践。 

2.2 计算思维与专业实践的结合 

  基于计算机基础教学之上发展的对学生计算思维

的培养，主要针对的是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如果教

师在进行计算机基础教学时，只一昧地向学生灌输理论

知识，那么不一定能够调动学生对计算机学习的兴趣，

还会影响到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因为计算思维是应

用思维，而纯粹的理论教学是无法将应用思维的作用体

现出来的，因此教师在进行计算机基础教学时，也应该

结合实践，让学生能够应用计算思维，解决现实问题。 

2.3 注重教学中实验教学的方式 

  在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实验教学的重要性是毋

庸置疑的，通过实验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也

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在学生进行实践的过程

中，学生的计算思维又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而且，

计算思维也能够有利于学生解决问题。所以在教师对学

生进行实验教学时，教师就应该引导学生投入到实验教

学中，并激发学生的计算思维，让学生用计算思维解决

问题。除此之外，实验教学也能够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

而将创新意识和计算思维结合在一起，能够使学生的计

算机应用能力得到更进一步的拓展。而在实验教学中所

设置的实验应该具备探索性，让学生能够对此感兴趣，

并让学生在不断探索中掌握更多的计算机内容。 

2.4 考核评价方式的完善 

就目前而言，大部分高校所采取的计算机技术教学

的考核方式都是机考和卷面考试相结合，而在机考和卷

面考试中就能够考察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理论知识掌握

程度，但是这样的考试方式，也是十分片面的，并不能

完全体现出学生的综合计算机能力，因此高校还应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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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计算机基础教学的考试内容，最好结合学生的专业，

让学生能够加深对自己本专业的了解和掌握，也让学生

能够加强计算机应用能力。而同时学校还应该扩大对学

生的计算机能力考核的范围，不仅仅应该对学生进行最

终的成绩评定，也应该对学生进行日常表现的考核，所

谓的日常表现考核也就是指对学生的课堂表现情况和

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的考核，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考核也

能够体现出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3. 计算思维与教学方案研究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在教学过程中会

随着时代进步的发展，而不断的改变教学方式方法。而

对于改革的教学方法并不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单纯的以

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学习模式，而是将新的方式方法融

入到以前的教学方法当中，并且在教师教学方法的过程

当中又能够融入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以追随时代的发

展。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对于计算机教学的主体主要是以

计算机思维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对计算思维以及计算机

方法的基础掌握。帮助学生能够更好的进行计算思维学

习。 

3.1 教学内容设计的基础性 

我国对于计算思维的发展，从古时候就已经开始，

因为计算思维与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等都有密切的

关系，计算思维充斥着人们的整个生活，它也是人们生

活当中必不可缺的一种生活技能。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在

对大学生进行计算思维教学的过程当中，更注重稳固对

大学生计算机的基础教学。因此，我国大部分高等学校

在进行计算思维教学过程当中主要是以大学计算机基

础教学为主体，通过对传统的计算机思维教学方法进行

创新。在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引导学生对计算思维的

基础性学习，帮助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掌握计算思

维。 

3.2教学内容设计的启发性 

计算机基础课程在我国高校当中通常会被设为公

共课，并且计算机基础课程相对于其它教学课程而言也

是具有一定的特别性。由于学生对于课程学习的出发点

不同，以及对于课程理解的想法不同。因此，如果高校

只是单纯的依赖于计算机基础课本对大学生进行教学，

并不能达到一种特别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对于计算机

理论部分教学，大部分大学生普遍对于计算机理论学习

会感到枯燥、乏味。也因此会给大学生学习计算机基础

课程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高校教师在进行大学计算机

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有效的设计正确的教学方法，并

通过一些趣味性的教学方式，激发大学生对于计算思维

的思考，进而提高学生对于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习

兴趣。 

3.3 教学内容设计的综合性和使用性 

课堂教学的性质对于大学生的人生发展具有重要

的影响。然而在我国高校课堂教学过程当中，大部分高

校教室在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普遍都过于枯燥，只是一味

的给学生灌输课本知识，没有很好的激发大学生对于学

习的兴趣。因此，教师如何在规定时间内的课堂教学当

中，启发大学生的学习思维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在计算

机基础课程教学过程当中需要占据主导地位，要引导学

生如何去学习。由于计算机思维相对比较抽象，但是计

算思维与当代人们生活紧密联系，因此，教师在对大学

生进行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的过程当中，要通过运用生

活当中的实际例子对大学生进行教学，以帮助大学生能

够更好的理解教学课程内容，以及掌握教学课程知识。

当然，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所以教师在对大学生进行计算机基础教学过程当

中，要注重于对大学生进行综合性的教学，以复合型人

才为主体，对大学生进行人才培养。 

4. 教学评价体系 

计算机基础课程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具有较强的

操作性，因此，教师在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进行评价过

程当中，不仅仅要对这类学生进行计算机理论的评价，

还要更注重对大学生对计算机操作性的评价。然而因为

计算机技术课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所以更能检验大学

生对于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习效果， 以及大学生对于

计算思维的掌握能力。 

对于大学生而言，随着社会高科技的发展，大学生

对于计算机技术能力的掌握也越来越重要，因此高校对

于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开设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大学

生计算思维能力。然而学生在进行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

习过程当中，也要积极主动的学习，计算机基础课程的

知识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高校对于计算机技术课程

开设的真正意义。 

5. 基于大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课程训练 

我国高校大部分学生对于计算思维的掌握力度现

象不太乐观，并且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对于计算机的

掌握能力，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一部

分，因此，我国以及高校对于计算机思维教学的改革也

越来越重视，所以高校在进行计算机基础教学过程当

中，以计算机基础教学课程为主体，引导大学生对于计

算机思维的学习。提高大学生对于计算机思维的理解和

认识，加强大学生对于计算机操作的能力。 

5.1 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组织过程 

高校对于计算机技术课程的开设的主要目标就是

为了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因此，教师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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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完成教学任务，需要提高教学水平，以及改变教学

方式方法，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摆正学习

态度，并且在学习当中遇到不懂的，通过自主的和老师

交流沟通，帮助自己能够更好的学习。同时教师在教学

过程当中，要注重对大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学，激发大学

生的创新思维。 

5.2 具有创造性的教学内容制定 

大学生对于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掌握能力，主要体现

在大学生的计算思维。因此教师在进行计算机基础教学

过程当中要提前制定教学大纲，梳理相关教学知识内

容，能够拿到在课程当中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计算机思

维引导教学。所以教师在进行计算机基础教学过程当

中，不应该再引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需要融入创新

的教学模式方法，并且在课堂当中要灵活的运用计算机

基础课程知识，引导大学生的计算思维，使大学生能够

将计算思维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6. 结语： 

    随着社会高科技的时代的发展，计算思维能力在你

们的生活日常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渐成

为人们在工作上以及学习上的必备技术能力，而高校教

师如何有效的在进行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过程当中引

导学生对于计算思维的学习，以及大学生如何正确的学

习烹饪及思维，是我国当代大学生必要的学习内容。 

对学生进行计算思维的培养是为了迎合时代的发

展和需求而必须做出的改变，目前计算机教育教学也正

面临着改革和创新，而对于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言，

具备计算思维就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就业优势，因

此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本专业和计算机教学实践，在此

过程中让学生能够更加了解计算思维，并培养学生的计

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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