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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信息系统是高校 GIS 及其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针对城市信息系统的应用性、实践性的特点，紧密围

绕课堂教学、上机实验、项目开发、课程总结等四个环节，开展教学改革和实践。教学实践证明，开展实践型的教

学改革措施，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主动性，有利于 GIS 专业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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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formation System" Teaching Ｒeform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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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Information System is a GIS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 college core curriculu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urban information
system ，practical features，focusing on classroom instruction ，hands － on experiments ，project development，curriculum summarized
in four aspects ，to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s． Teaching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reform measures undertaken teach-
ing practice type，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bilities of students and learning initiative，helping to train GIS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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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城市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如资金流动、远程

购物、业务办理无不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信息化已

经深入到城市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逐渐形成了一系列

的专业信息系统，构成了城市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

础。城市信息系统综合了计算机科学、地理信息系统、人
文社会科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
交叉性很强的科学理论和系统工程［1 － 2］。随着当代信息

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信息系统的理论和内涵也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已经成为“数字城市”［3 － 4］的重要理论基础，

并且随着“数字城市”的推广而不断发展着，在城市信息

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作用。由于城

市信息系统在“数字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与 GIS
专业联系的紧密性，将城市信息系统列入 GIS 专业的核心

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河南大学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开设

了城市信息系统课程的高校之一，在改善学科教学内容

结构上走在了全国地方高校的前列。

国内的城市信息系统教材较为缺乏，可选性不强。
已出版的教材由于侧重点不同，在理论体系、方法技术的

阐述上多有局限，不能涵盖整个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
同时，城市信息系统的体系复杂、技术更新迅速，行业应

用方面成果层出不穷，非常有必要对城市信息系统的教

学内容、理论脉络、实践案例加以重新梳理和正确把握。
因此，研究探讨城市信息系统的教学课程体系、改革教学

内容、手段和方法，对于优化 GIS 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知识

结构、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 教学存在的问题

城市信息系统课程在河南大学开设两年多以来，受

到大多数学生的好评。但是，在教学实践还存在一些突

出问题:

1． 1 缺少合适教材
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城市信息系统的专门教材。

根据作者所在 GIS 专业的特点，结合学科综合性、应用性，

选择了由张新长教授等编著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5］作



为本课程主讲教材，该教材侧重城市 GIS 基础理论和 GIS
软件工程，并提供了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管

理系统等方面的一些案例，适合 GIS 专业和相关专业的学

习。另外，还参考了黄正东教授编著的《城市地理信息系

统》［6］、张超教授编著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应用与

项目管理》［7］以及杜明义编著的《城市空间信息学》［8］等

教材。由于缺少合适的教材，在教学内容和学科知识体

系构建上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1． 2 理论体系不统一

城市信息系统的基础理论多，涉及计算机科学、地理

信息系统、遥感、软件工程、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心理

学等学科和工程技术理论。涵盖的基础理论包括: 计算

机基础理论、城市 GIS 基础理论、数字城市理论、软件工程

理论和技术、软件开发与集成技术等。在教学实践中，不

同学科内容之间的逻辑连贯性不强，知识点过多、繁简叙

述不当、理论阐述不统一甚至还有矛盾的地方，影响了学

生对城市信息系统的认知和掌握。
1． 3 实践过少，方法单一

城市信息系统作为 GIS 专业的必修课程，河南大学在

教学课时中只有理论课时，尚未安排实践课时。再加上

课程的理论多，如果在教学时一一涉及，必然会压缩上机

课时。同时，城市信息系统的实践案例多是城市信息系

统开发与项目管理实例，如城市规划管理系统、基础地理

系统等，安排只有几个课时的简单实习达不到应有的学

习效果。教学虽采用多媒体讲授和互动式的教学方法，

但方法过于单一，影响了教学效果。
鉴于以上原因，有必要对该门课程的内容体系进行

调整、补充、深化，并研究与之相适应的实习、实践内容与

教学方法。

2 教学改革内容

2． 1 改革目标
以学生为教学主体，以注重科学性、实践性、应用性

为导向，以课堂启发、项目结合、实践开发、课下阅读、参

观学习等教学方式和手段为关键，构建适宜于本科生学

习和理解的城市信息系统课程教学体系，并制定一套完

善的、逻辑性强、内容连贯的教学内容和实验方法，实现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学习和课后练习相结合、实验开

发与项目开发相结合，真正达到使学生活学活用、熟练掌

握的目的。
2． 2 教学改革内容

根据教学规律和城市信息系统课程特点，紧密围绕

课堂教学、上机实验、项目开发、课程总结等四个环节，开

展以下改革内容的研究:

1) 课堂教学

以 GIS 理论、计算机理论、软件工程理论为课程理论

核心，对相关理论和知识点进行梳理，理清内容之间的相

互逻辑关系; 以多媒体教学为主，结合互动式教学、自主

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方式，寓教于乐，通过案例的方式

讲述，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信心; 对课程的基础理论进

行重点的、层次性的教学，结合上机实践环节，指出理论

重点和难点所在，真正让学生掌握知识点，深刻体会到理

论的实用性; 进行案例库建设，整理和搜集大量的城市信

息系统教学模型，充分研究和掌握模型的原理和开发方

法，在课堂教学时，结合知识点有针对性的讲解。
2) 上机实验

调整和增加课程的上机实验环节，重点强化和提高

学生的 GIS 应用能力、语言开发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创新

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实验课题开始前，进行理论知识点

的复习和梳理，讲述相关知识点的应用领域，更好地启发

学生实验的兴趣。实验课题选择难度适中，要适宜大多

数学生掌握。课题数量不宜过多，有重点、有差别和有导

向性地进行实习，对一些程度较好、动手能力强的学生，

可以结合项目课题进行针对性的实践; 按照课题、兴趣、
程度等，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兴趣学习小组，凡实验性、研

究性的题目，可按小组组织进行。
3) 项目开发

在各个兴趣学习小组中，努力培养和发现学生的特

长，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参与项目课题的研究与开发，真正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 为各个兴趣学习小组

提供若干个项目子课题( 根据规模考虑数量为 1 ～ 2 个) ，

在实验设备、上机时间、研究经费上给予支持和帮助，对

学生进行科学训练和开发培训，指导优秀学生发表高质

量论文; 将项目开发课题与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结

合起来，指导 1 ～ 2 名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争取发表 1 ～
2 项科研成果。

4) 课程总结

在课程教学后期，以教师为主对课程教学内容、教学

手段、教学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回顾，采用互动式、讨

论式的方法，提升课程的学习效果; 上机实习总结以学生

为主，以兴趣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实习成果总结和课堂

展示，培养学生分析、总结和陈述的能力; 项目开发总结

以学生为主体，由教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提交项目

开发报告，提高学生文献搜集、项目分析、项目总结的能

力; 结合项目开发报告、项目开发成果，指导学生撰写学

术论文，培养学生基本的学术素养和初步的科研创新能

力; 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考核，制定一套科学、合

理、开放的综合考核机制。
通过对以上四个环节内容的紧密结合和有效实施，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达到本项目提出的预期研

究目标。
2． 3 教学手段改革

1) 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实施教学过程时，需要教师理论联系实践，互相补

充、验证。在课堂上要及时指出理论相关实践内容，在上

机实践中要指出所运用的理论知识; 采用启发式、讨论

式、研究式、互动式等授课方式，开展研究性教学，将多种

教学方式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培养学生研究和创新能力。积极采用各种现代教学

手段，创造积极的外部教学环境，将其有机融入到教学过

程中，形成教—学互动、自主学习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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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模型库建设

建立城市信息系统的教学模型库，是本项目教改的

重点、难点问题，教学模型库必须适应于课堂教学，学生

能够较好掌握、便于教学共享，涉及很多理论和内容，项

目参与教师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代码整合、
开发、分析能力。分别从理论方法、项目开发、项目管理

等三个方面进行教学模型的搜集、整理，通过日志文档、
计算软件、代码分析等形式，形成一套内容完善、结构合

理、效果明显的教学模型库。
3) 实践课题的配套设计

实践课题必须要与理论教学内容相配套，通过实践课

题的实施，使学生深入理解、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课题要与教学模型库相联系，可以

从中抽取相关模型进行实验设计。同时，通过上机实践课

题难度的提升，引导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参与到真实的项

目研究过程中来，在研究中专业水平得到真正的提高; 实践

课题数量不宜过多，要符合安排课时及进度。同时，难度要

适中，这样可以帮助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信心。

3 教学改革的实施: 以上学期教学为例，讨
论存在问题

3． 1 具体实施方案
以 2013 ～ 2014 学年第一学期为教学改革的实施期，

实施对象为本科 2011 级地理科学、本科 2011 级网络工程

专业，每周 7 课时，共计 126 学时。根据教改目标和内容，

结合新的教学手段、方法、工具和教学模型，改革重点突

出项目实践与学生能力提升，制订实施方案如下:

1) 资料整理与综合

通过多种媒介、途径搜集、整理教学资料和文献，重

新梳理和把握学科理论脉络，形成新的教学内容和框架

体系，撰写完成教学大纲、教案和课件。整理和建立适合

本科教学的教学模型，按照模型分类，建立一套体系丰

富、难度适宜的教学模型库。
2) 课程教学与上机实验

教学初期以理论讲解为主，穿插介绍教学模型案例。
教学中、后期以上机实践为主，抽取部分教学模型，编制

实习指导书，开展上机教学实验。
3) 实践开发与能力提升

通过上机实验，发掘学生的研究潜力、提升学生的开

发能力，培养一些优秀学生组成课题实践小组参与项目

实践，对优秀学生进行科学训练和技术培训，提升学生的

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4) 课程考核与总结

对课程质量进行全过程控制，对学生的课程实践进

行中期、后期的考核，考核形式以小组汇报、教师点评为

主要形式，制定量化考核标准，形成合理的、竞争性的课

程考核与评分机制，在此基础上对课程进行深入总结。

3． 2 教改实施
1) 课程准备

在教学期间搜集了大量丰富的教学资料，包括理论

教材、开发项目、科研项目等，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撰写

了一组结构合理、内容丰富、题材新颖的教案和课件。与

此同时，形成和丰富由项目管理、学术研究、系统开发等

三种类型的教学模型库。
2) 分组与选题

对学生进行项目实践课题分组，分组以学生兴趣、方
便交流为原则，按不同班级情况，将每组成员分为 8 ～ 12
个。如: 2011 级网络工程，共 142 人，分为 12 组; 2011 级

地理科学，共 58 人，分为 5 组。为课题小组拟了 12 个小

课题，课题范围涵盖了基础理论知识、系统二次开发、GIS
应用研究、GIS 软件工程等方面，各小组按照兴趣各自选

择研究课题。
选题情况如下: 2011 级网络工程，共选了 7 个题目，

其中重复选择 5 个，重复率为 71． 4%。2011 级地理科学，

共选了 3 个题目，其中重复选择 2 个，重复率为 66． 7%。
这说明选题比较为集中，选题大多集中在虚拟建模与开

发、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研究、城市设施空间选址、可

达性分析等工程性与应用性问题，而几乎没有小组选择

基础性理论类型题目，表明学生对于应用、开发等课题感

兴趣，而对于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却缺乏必要的兴趣。
3) 课程实践

以项目实践作为本课程改革的核心和主轴线，课程

采用课堂讲授、上机实践、自主学习和研究、汇报和点评

等模式，时间分配约为 4∶ 2∶ 3∶ 1，一共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课程前期

以课堂讲授为主，按照课程的理论主线，重点讲授实

践相关的理论知识，以教学案例为辅，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同时，教师提供与课程相关

的实践课题，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形成分组，初步形成以

小组为单位的竞争性课程学习模式。
②课程中期

采用课堂讲授、上机实践、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相结

合的模式，教师继续在课堂和上机课进行理论知识和技

术讲解，要注意解决和回答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

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学生采用自主学习的方式，在上机

实践时不统一安排实验课题，由各兴趣小组自主掌握和

决定，教师在上机时及时协助，帮助小组进行课题研究与

讨论。为掌握各小组研究进展，至少安排一次研究中期

进展汇报，由各组代表上台进行 PPT 展示，对展示情况进

行打分，作为中期考核结果。
③课程后期

完成理论知识的课堂讲授，使学生对该课程的理论

体系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加大上机时间，及时解决

研究小组的难点、重点问题。组织课程考核与总结，科学

设计了考核评分表，划分了评分的一、二级指标，其中一

级指标包括: 研究质量、研究能力和答辩情况，权重分别

为: 40%，30%，30%。邀请专业老师莅临进行现场点评与

客观打分。各组所得分数再按权重计入学生期末综合成

绩。在此基础上，对课程进行深入总结。
3． 3 结果与分析

1) 考核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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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结果按成绩分为: 不及格 60 分以下、合格 60 ～
75 分、良好 76 ～ 85 分、优秀 86 ～ 100 分。分别对 2011 级

网络工程及 2011 级地理科学两班分别进行考核。情况

如下:

2011 级网络工程共有 12 组，共中: 60 分以下 0 组、60
～ 75 分 2 组、76 ～ 85 分 7 组、86 ～ 100 分 3 组，不及格率为

0． 00%，及格率为 16． 7%，良好率为 58． 3%、优秀率为

25． 0%。2011 级地理科学共有 5 组，其中: 60 分以下 0
组、60 ～ 75 分 0 组、75 ～ 85 分 1 组、86 ～ 100 分 4 组，不及

格率为 0． 0%，及格率为 0． 0%，良好率为 20． 0%，优秀率

为 80． 0%。成绩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分数统计表

Tab． 1 Score tables

名称 平均数 标准差 标准峰度 优秀率

2011 级网络工程 80． 41 6． 60 1． 456 25%

2011 级地理科学 87． 10 5． 34 2． 079 80． 0%

由表 1 可知，2011 级地理科学的优秀率远高于 2011
级网络工程，平均成绩要比 2011 级网络工程高 6． 69 分。
从标准差来看，2011 级网络工程的成绩样本离散程度较

高，说明 2011 级网络工程的小组成绩的差异较大。从标

准峰度来看，2011 级地理科学的小组成绩在均值 87． 10
附近的分布更加集中。以上分析说明: 2011 级地理科学

实践小组之间的水平差距不大，整体水平较高; 2011 级网

络工程实践小组之间的水平差距较大，整体水平低于

前者。
两班的整体成绩具有较大差距，分析有以下几个原

因:①2011 级网络工程专业的学生过多，共有 142 人，分

为 12 个小组，而 2011 级地理科学的学生仅 58 人，分为 5
个小组。前者由于人数过多和分组过多，教师精力有限，

难以对每个小组的质量有效控制; 后者由于人数和分组

较少，在相当条件下，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其质量

进行控制。②2011 级地理科学的生源普遍较好，有更强

的学习意识和学习主动性，动手能力更强。
2) 课程问题分析

在教学改革实施过程中还遇到了以下问题: ①学生

的理论基础薄弱，动手能力差; ②课题设置过于分散，分

组数量过大，实践质量不高。对于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分

析后，作者提出以下解决策略: ①在学习城市信息系统课

题之前，可增加基础技能课程的设置，如软件二次开发、
ArcGIS 软件应用、遥感软件应用等，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

能力。②适当减少和集中实践课题，实施实践课题的自

由参与，减少分组的数量，控制参与人数，教师全程参与

和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从而提高教学和实践质量。

4 结束语

城市信息系统是 GIS 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和相关地

理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应用性。传统

的课堂理论教学和上机实践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必须加强实践技能的训练和培养。作者在 2013 － 2014 学

年第一学期，以本科 2011 级地理科学、本科 2011 级网络

工程专业两个班为实施对象，进行了城市信息系统的教

学改革，取得了一些改革成果和经验，为国内城市信息系

统课程的设置和开展提供真实、可靠的研究案例与理论

依据。本次教改的研究结论如下:

1) 城市信息系统是一门理论交叉、体系复杂的课程，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信息社会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

教师一定要提前整理相关资料，梳理和把握学科的理论

脉络，在对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加入适当的真实

应用案例，以便加深学生对于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印象，提

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
2) 在课题实践中可对学生进行分组，从而实现小组

间的竞争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分组不宜过多，以 5 ～
7 个组为宜。小组内的学生人数以 7 ～ 8 人为宜。从而使

教师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来控制实践进展和质量。实践课

题的来源最好是教师的研究项目或研究方向，课题选择

最好是应 用 型 的，有 助 于 学 生 动 手 能 力、实 验 技 能 的

提升。
3) 城市信息系统涉及大量“数字城市”方面的理论与

技术，在“数字城市”的建设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有

价值的、实用的经验技术。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从理论

方法、系统开发、项目工程管理等三个方面构建教学模型

库，模型的形式以理论和技术模型、典型系统核心代码模

型、软件工程和管理模型为主，从而有效地支持城市信息

系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
通过教学改革和实践探索，使学生掌握了专业理论

知识和技能，动手能力、研究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得到了充

分的锻炼和提高。实践证明，这种实践式的教学模式有

利于 GIS 专业的实践应用型人材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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