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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教学在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教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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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工程案例教学促进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的学习， 从而提高教学质

量，增强学员的任职能力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围绕这一主题，探讨了工程案例教学在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教学中的具体实践，包括精心设计案例、 围绕案例创新教学过程; 最后分
析了采用工程案例教学所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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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Case Teaching in Teaching
of Integrating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System
CAO Ze － wen，DAI Chao － fan
（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 Using engineering case teaching promotion to better study of integrating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system，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strengthens students ＇ professional ability，which is
the question worth studying earnestly. Ｒegarding this subject the article has discussed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engineering case teaching in teaching of integrating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system，including
careful choice of case and making innovation of teaching procedure. Finall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using engineering ca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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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础

一、引言

。该课程体现了指挥自动化工程专业和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特点，是涉及到本专业的一
门综合性课程， 也是全校唯一全面介绍 《信息系

根据国防科技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 （ 2009 年
版） ，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是指挥自动化工程专
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四年级本科生毕业任职前最
后接触到的与工程实际紧密结合的专业技术课 。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员正确理解信息系统的基
本结构，掌握进行信息系统网络集成、数据集成与

统集成技术》 的课程。
由于本课程涉及到本专业的多门课程内容 ，知
识面广，层次较高， 具有很强的工程性、 实践性，
学员缺乏相关背景知识及工程经验 ，不易理解而感
觉枯燥。 另 外， 虽 然 以 前 《信 息 系 统 集 成 技 术 》

应用集成的方法与技术，具备一定的信息系统集成

课程也采用了案例教学，但主要以校园网络为例来

工程实践能力，为学员今后参与军事信息系统的综

进行说明，这个案例不能很好地涵盖网络集成 、数

合集成和部队信息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与技术基

据集成、应用集成的内容； 甚至不能充分表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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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综合集成的特点，尤其与军队信息化的现状与

台、网络设备、系统软件、工具软件及相应的应用

要求脱节，实践课效果较低，学员基本上很难掌握

软件等集成为具有优良性能价格比的计算机信息系

信息系统综合集成的内涵与思想 ，与相关单位对人

统的全过程。大型军事信息系统的建设离不开信息

才的要求具有比较大的差距，整体课程水平不高。

系统集成技术。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课程综合

我军信息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当中 ，胡主

性、工程性极强，且涉及信息系统建设实际工作中

席提出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要

的很多实际内容。以下从信息系统集成的四个主要

求，把信息系统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面向一

方面———网络集成、数据集成、应用集成、项目管

体化联合作战要求，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如何将各

理，介绍案例的开发过程。

军兵种、各业务口的系统进行有效的集成 ，形成一

1. 网络集成

个有机的整体， 来为一体化联合作战提供信息支

网络集成主要解决系统互连问题，主要介绍网

［2］

。 为此， 近

络系统体系结构、 网络交换与网络接入等相关技

几年我军持续开展了一系列以综合集成为目标的军

术。选择以中国首个数字化装甲师建设中通信指挥

队信息化重大工程。我校指挥自动化专业本科生作

车作为典型案例， 主要围绕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

为直接为军队信息化培养的专业人才 ，很多学员毕

题，如通信指挥车综合集成水平不高、设备功能冗

业后第一任职基本都与此相关。 但是由于保密原

余、重复，设备互相干扰厉害，指挥效率不高等问

因，部分外军 C4ISＲ 技术资料还可以在网上查到，

题引出网络集成、 频谱分配等问题， 引导学员思

但我军信息化的现状、水平、典型系统公开资料很

考，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撑，进而获得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

少。学员不了解部队现实情况，没有实践经验，但

2. 数据集成

又马上面临分配，存在第一任职的迷茫。

数据集成是将信息系统从各种渠道中获得的数

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课程组在教

据进行集中管理，减少数据冗余度，提高数据的完

学过程中，贴近现实和学员需求梳理教学内容 ，改
［3 － 5］
，结合教学组成员所参加的多
进案例教学方法

整性、准确性、一致性，达到数据的高度共享，为

项科研工作，引入四个军队重大工程作为案例 ，提

以 “＊＊数据工程 ” 作为典型案例， 首先介绍工

出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的三个主要问题， 然后

程背景，抛出一系列问题，如对全军范围内的数据

介绍可行的多种技术方法，最后详细剖析工程实际

工程建设如何组织协调？ 如何形成数据体系？ 引出

解决方案； 不仅可以充分调动起学员的学习积极

编码、应用字典、 已有数据与系统抽取、 采集表

性、主动性，增强学习实践针对性、自觉性，提高

单、数据统报等问题。组织学员讨论后，再详细介

教学效果； 而且可以培养学员工程实践能力 ，为学

绍实际工程中数据集成方法、 数据集成体系框架、

员毕业后第一任职打下工程知识基础 。

数据集成基本要求、相关工具等。

组织的决策提供最及时、最丰富的可靠信息。选择

3. 应用集成

二、案例教学课程设计与实施

应用集成是指将分散、独立的软件系统或功能
模块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目标是解决系统

（ 一） 精心设计案例
案例选取、分解的好坏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效
［6］

之间互操作问题。 我们选择以全军 “一体化指挥
平台” 建设工程作为典型案例， 通过工程背景抛

。选择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案例， 可以解决学

出应用集成的相关问题，如怎样组织开展全军范围

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问题。针对大部分四年级

内的信息系统建设与集成工作？ 如何将多个软件系

本科生即将分配到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一线 ，迫切希

统集成为一体化平台？ 引出界面风格统一、人机交

望了解军事信息系统的实践知识及实际运用情况 ，

互、系统互操作等问题。组织学员讨论后，再详细

我们贴近现实和学员需求认真梳理教学内容 ，精心

介绍实际工程中软件集成规范、软件集成框架、系

准备了教学组成员近几年参加的多项军队重大工程

列工具等。

果

作为案例，丰富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课程的教

4. 项目管理

学内容。同时，授课前让学员明确教学内容与学员

选择以军队某重大工程科研管理办法作为典型

的任职前景的联系，调动学员参与热情。
信息系统集成是根据应用的需求， 将硬件平

案例，介绍军队信息化工程一般的组织管理部门及
职责、工作制度； 军队信息化科研的工作阶段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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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和鼓励，以激发学员学习的兴趣。
（ 5） 组织案例观摩实践。 在课堂讲授的基础

软件定型测评、部队试验试用、设计定型共八个阶

上，引入工程案例观摩性实践环节，结合所参与的

段，让学员认识到信息化装备研制与简单的信息系

科研项目，展示相关软件工具，演示主要系统的功

统开发的差别。

能和工作过程，让学员从系统级了解军事信息系统

（ 二） 围绕案例，创新教学过程

集成过程中的平台、工具的结构、运作机理和集成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 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过程。

还必须做到明确教学目的，恰当选择教学方法，灵
活设计课堂进程。针对高年级学员思维活跃、自学

三、效果分析

能力与表达能力较强，具备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力争以学员为中心 ，设
计形式多样的学员主体活动。为此，从教学实施方

通过近年来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课程运用
典型工程案例组织教学，已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法上由教师主讲为主调整为教师主讲 、学员课后阅

积极效果。

读与课堂报告、课堂讨论、分组综合作业与课外实

（ 1） 增强了学员的学习兴趣， 确保学员学习

践，锻炼学员的协作能力、表达能力、工程实践能

的主体地位。通过真实、生动的军队工程案例讲解

力，增加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 ，全面提高

和讨论，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课程的重要性，课程内

学员的信息系统建设的基础技能和素质 。

容与自己将来的部队工作、任职密切相关，学习兴

在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的教学过程中， 围
绕工程案例教学，组织了以下教学环节：
（ 1） 指导学员收集并阅读案例相关专题知识。

趣也大大增加，确保了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
良好心态，从被动变为主动，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
位，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课堂教学之前先让学员按分组、分专题收集并阅读

（ 2） 加深了对集成技术的理解， 增强解决实

所要讲授专题的相关知识， 准备课程论文及 PPT

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生动、 形象的案例讲解和讨

报告材料。例如，针对应用集成，布置学员收集并

论，使学员们感到集成技术不再是抽象 、枯燥的条

整理了课程论文 “美军 C4ISＲ 系统发展历程及启

条框框，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军队信息化的伟大实

示”，这样学员能够更好理解案例 “一体化指挥平

践中，真真切切可以解决军事信息系统建设中的实

台” 的建设背景、技术路线与发展趋势。

际问题，加深了学员对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的

（ 2） 引导学员思考案例。 通过案例介绍， 教

理解。也让学员能够站在较高的高度掌握课程的精

师负责组织指导，启发学员独立思考，让学员明确

髓以及课程涉及知识面较广的问题 ，有利于学员对

工程案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产生背景、可能的

基础内容和难点内容的掌握和记忆 ，有利于培养学

技术途径等，最后再给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步骤

员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或方法，以达使学员掌握知识、训练能力的目的。

（ 3） 活跃了课堂教学的气氛， 提高学员的表

（ 3） 组织案例相关专题报告及研讨。 案例介

达交流能力。通过课堂提问、组织案例专题报告及

绍过程中，组织学员开展专题报告及讨论。 例如，

研讨等多种交流形式，为学员设计和创造表演的舞

在介绍案例 “一体化指挥平台 ” 过程中， 组织学

台，让学员积极开口说话，主动上台表演，成为课

员报告 “美军 C4ISＲ 系统发展历程及启示 ”， 让学

堂的主演。首先因为学员对真实工程案例的强烈兴

员结合外军情况，理解并把握我军军事信息系统建

趣，学员能够积极主动参加课程报告、 课堂讨论

设。讨论可采取个人发言、小组讨论与集体辩论等

等。另外，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我们也改变了课

方式，让学员充分发表看法，畅所欲言。讨论时应

程的考核方式。学员最终的成绩由平时表现、课程

紧紧扣住案例展开， 尽量做到学员参与的广泛性，

报告和综合设计三部分组成，平时表现以学员的课

发言的代表性，要求学员回答规范、具体与明确。

堂讨论发言衡量，不以正确与否来评价，而是要看

（ 4） 案例评价。 教师针对学员案例讨论最后

是否经过自己思考； 课程报告时对主要报告者实行

给予评判、总结，指出讨论中错误的地方及其致误

加分等手段，鼓励学员上台表演。 总体来说， 《信

原因，对不完整、不准确的地方给予补充和更正。

息系统集成技术》 课堂教学气氛比较活跃。

针对学员在案例教学中的积极表现 ，要适时地给予

（ 4） 增加了学员的见习环节， 培养学员的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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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任职能力。通过相关案例介绍及实验观摩，增加
了学员的见习环节，为学员提供一个实际接触和理
解军事信息系统的机会，让学员直观感受到我军信
息化的现状、水平、典型系统，加深了对军事信息
系统的感性认识，提高了学员加入军队信息化工作
的准入水平和任职能力，在实践中取得较好效果。
（ 5） 注重情感价值观教育， 激发学员的使命
感和荣誉感。课程讲授的工程案例都是来自于近几
年我军开展的军事信息系统重点工程建设 ，比较充
分地反映了我军军事信息系统建设现状 。在课堂教
学实践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学员的想法和情感，
针对我军现阶段军事信息系统的发展水平 ，将我们
在科研实践中了解到的我军军事信息系统的发展情
况、优势和差距，经过对比分析和学员进行交流，
引导他们真正做到正视差距，树立信心，激发他们
从事军队信息化工作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

［7］

学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 通过有针对性地引入军
队信息化工程案例，创新教学过程，充分调动起学
员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增强学习实践针对性、
自觉性，《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 课程教学一定能够
紧贴指挥自动化专业本科生培养的需要 ，更加贴近
部队实际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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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训练对象的广度扩展，从物理学科扩展到其它理
工学科的学生，而且实现训练深度及交叉联合性研
究方面的深度扩展，将拥有基础性实验、研究型专
题实验和军事主题训练实验模块 / 项目， 具备基础
创新和工程训练支撑能力，实现人才培养能力的全
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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