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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基于项目管理模式的信息安全实验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分析了传统考核方式对该教
学法的不适应性，进而引入了虚拟币考核机制的概念，并明确了实施方案的思想和手段。通过实践教学的评
估，该考核方式可以多尺度正确衡量学生的学习质量，为实验教学改革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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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于项目管理方式的实验教学模式
项目及项目管理

按 照 美 国 项 目 管 理 协 会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简称 PMI)的定义，项目是为创造特定产品
或服务的一项有时限的任务，是一个组织为实现既定
的目标，在一定的时间、人员和其他资源的约束条件
下，所开展的一种有一定独特性的、一次性工作。而
为了满足或超越项目有关各方对项目的需求与期望
而运用各种知识、技能、方法和工具开展各种管理活
动，就是项目管理[1]。
当前，现代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已经广泛应用到
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工程项目到科技开
发，
从组织变革到社会服务等都被看作是项目并按照项
目管理的方法去管理与实施。我们近年来进行的项目
管理教学模式的探索就是来自现代项目管理的经验。
1.2

教学模式

学生在以后的工作学习过程中，更多的时候需要
在合作的环境下进行，因此我们有针对性地将学生以
团队的形式分组，模拟企业在项目开发当中的各个环
节，并以项目管理的方式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强调团
队合作精神，使项目团队的运行效率达到最大。教师
将需要解决的问题或完成的任务以项目的形式交给
学生，以项目组工作方式，由学生自己按照企业运作
的完整程序，制定项目计划，分角色完成整个项目。
学生可以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理解和把握课程要求的

知识和技能，体验企业管理与经营的艰辛与乐趣，培
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
熟悉公司运作的方法。教师成功实施项目教学时，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会被极大地激发，自觉地学习，并高
质量地完成项目。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在实验环境下，
自行选择感兴趣的项目，开拓思维，创新并实践。[2]

2

实验教学的过程控制

项目内容来源于实际应用，是将理论知识和实际
技能结合起来实现的过程。学生有独立制定计划并实
施的机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可以自行组织、安排自
己的学习行为；有明确而具体的成果展示；学生自己
克服、处理在项目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项目的
开展要求学生运用新学习的知识、技能，解决过去从
未遇到过的实际问题；学习结束时，师生共同评价项
目工作成果。
从实际教学的角度，并且充分考虑信息安全学科
的大体要求，我们所实行的基于项目管理模式的实验
教学过程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团队组建、角
色定义。(2)教师宣布此次项目任务，由项目经理来
领取项目文档要求，并由全体项目成员分析讨论，撰
写项目计划[3]，确定此次项目如何实施，并由各项目
组讲解。(3)各项目组讲解项目中需要体现的基础思
想和方法。(4)各个项目组完成自己的项目任务，教
师参与期间的解答和协调工作。(5)各项目组互相沟
通和交流。(6)教师做最后的全面点评[4]，各个项目组
整理文档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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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传统分组实验的主要区别在于：引入例会制
度，让学生对学习成果进行记录和呈现，输出文档为
会议记录、资金流向表、项目任务书等。通过规范化
的项目实施及管理手段，可以使学生提前养成严谨的
工作态度以及扎实的文字功底。此外，强化表达及沟
通技能，也是引入项目管理模式的重要因素。

3

考核机制

绝大部分课程的考核机制都是基于分数的。对考
试的课程，教师可以通过卷面成绩做出客观的评价；
但是对于实验课程，如何给出公正、公平、公开的考
核结果是很难做到的。这不仅是因为实验课程考核因
素要比理论考试多得多，而且教师主观意念会对最终
成绩起相当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考核机制并
不能很好地配合项目管理方式的实验教学过程。因
此，我们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引入虚拟币(图1)的
机制进行项目考核。
每个项目组初始
有一定的虚拟币，作为
启动资金，每次根据项
目完成情况，赚相应的
钱，如果有违规行为，
图 1 虚拟币
教师罚款。各个项目组
之间可以自由交易，最后根据项目组赚钱最多为优
胜。如果在课程过程中，有的项目组破产的了，课程
便需要重修。最终该课程的成绩，将通过对虚拟币资
产的量化得到。
下面是一个具体的实验教学过程：
(1) 实验内容：文件安全传输。
(2) 实验工具：VC6.0。
(3) 知识基础：对称加密算法、非对称加密算法、
哈希函数算法。
(4) 实验过程：每个项目组需要自行编写对称加
密算法、非对称加密算法、散列函数算法的程序，对
文件进行混合加密和数字签名。
(5) 设计情景：A 团队成功实现对文件的混合加
密，但是没有在限时内完成数字签名程序的编写，而
B 团队完成了，这时 A 团队可以使用虚拟币向 B 团
队购买该段代码。而在最后考核中，由于 A 团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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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完成情况很好，在该环节赚的钱多，弥补了购买代
码所花虚拟币的代价。C 团队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非
授权使用了其他团队的代码，教师对该违规行为进行
了罚款，由于该团队在以往实验项目中虚拟币过度使
用，导致资产为负，项目组破产。

4

调查与分析

我们对参加课程的150 名学生进行了不记名问卷
调查。
(1) 是否满意“基于项目管理”的课程形式以及
满意程度：回答不满意占到 5.3%，基本满意的占到
62%，非常满意的占到 32.7%。
(2) 是否满意课程内容设置：认为内容较简单的
占到 22%，认为内容较深的占到 36%，另外有 10%
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落后于时代。
(3) 虚拟币考核机制是否可以真实有效反映成
绩：有 36%的同学选择“完全可以”
，40%的同学选
择“一定程度上可以”，多数同学的理由是，该考核
机制可以反映团队的成绩，但是无法精确到个人成
绩，导致产生“大锅饭”的嫌疑；另外还有 18%选择
“不可以”，基本理由是团队实力决定最终成绩，认
为自己有可能被别人“拖”死；其余选择“不清楚”。
通过以上得到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该方案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尤其是针对
考核机制，学生反映不一。这种考核机制适应于欧美
发达国家更注重团队合作的教育形式，在现阶段，我
们多数同学还是把自己的成绩、排名看得较重。如何
能在该教学模式下既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又能突出
个人成绩，将是今后要讨论的方向。

5

结语
经过实践教学检验，基于虚拟币的考核方式对以

团队为整体的成绩评估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对团队中
个人成绩难以做出有效判定，结果往往是每个团队中
个人的成绩相同。因此在今后的教学考核评估方法研
究中，将着力引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常用的 4 大评
价因素：工作成绩、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适应
性[4]，对每个人的成绩做出更细致的量化。
(下转 124 页)

计 算 机 教 育
Computer Education

124

报》跟踪报到并推广，Web 编程教学团队被评为校
级优秀教学团队。
(3) 作为师资建设的成果，我们建立了 3 个进入
实训实验室的教学团队，分别是教育软件开发团队、
网络 Web 编程团队、嵌入式系统及应用团队，形成
了良好的团队运作和管理机制。我们安排了教学团队
教师到北京全美测评软件(ATA)公司、大连东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大连华信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学习，
带回的新技术、新需求、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已经应
用于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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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计算机师范专业面向学校和企业的双重需求，培养
复合型人才，但由于学生受教育的时间有限，面向学
校教育和面向企业开发的课程体系并不完全一致。专
业建设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使课程
体系能兼顾学校和企业，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在实
践中不断摸索的问题。目前，我们在师资队伍、课程
体系、实践教学建设等方面，已经形成一系列的方案、
措施和规范，并在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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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ining mode in computer normal major, investigated
and discussed the problem in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normal education and teachers team. Focus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mputer normal major building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advanced an idea for multi-direction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and emphasiz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normal education. This idea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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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experimental teaching by using project management
schem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oncept of “virtual coin” assessment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inadaptability of
traditonal method and clarifies the ideas and scenario.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pratical teaching effect, this method
is able to examine the quality of studing in multiple-scale and provide a reasonable reference of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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