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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工程专业的《计算机辅助制图》
课程设计与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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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辅助制图》是高校工程类专业的基础制图课程，然而多数课程内容的设计常与专业要求脱节，亟待开展以专
业为基础的课程改革。本研究以土地整治工程专业为例，分别从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应用和考核标准制定的角度对《计算机辅
助制图进行》课程改革与探讨，并阐述课程改革的意义，为培养土地整治制图技术人才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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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Aided Mapping is a basic drawing course for engineering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 design of most
course contents is often out of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majors, so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curriculum reform based on majors.?Taking the major
of Land Consolidation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urriculum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urse content design,
teaching method application and assessment standard formulation, and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It will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raining land consolidation cartography technic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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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维绘图的绘图命令功能、编辑修改功能、文字图表绘制功能、

土地整治工程专业是 2017 年教育部批准“农业工程”一级

标注功能等。该课程在本学院已开设多年，积累了较好的教学

学科下的新增本科专业，专业融合了地球科学、测绘科学、环

经验。但随着 202 1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改进，
“专业性土地人才

境科学、土地科学、农业工程科学和管理学的学科特色，强调

培养方案”逐步替代了“通识性土地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在

利用工程手段解决土地问题，是典型的多学科领域交叉、综合

土地专业人才培养的大背景下，凸显各专业的特色和要求。而

性非常强的新工科专业

。该专业以国家土地整治战略和土地

现有的课程内容设计是面向“通才土地人才”培育的“通识课

整治行业需求为向导，集成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整治、保

程”模式，多侧重 AutoCAD 的理论应用，教学方法和考评机制

护和管理为一体，目的在于培养一批应用型、技术型的土地整

相对单一，缺乏与各专业要求的关联，更缺乏“学生为本”的

治行业的卓越工程人才，为提高我国土地工程的国际影响力提供

成果导向评价机制，因此，本文基于 O B E 教育理念，以“清

有利支撑 。河北地质大学是全国第二批开设土地整治工程专业

楚聚焦、提高期待和反向设计”的原则重构适用于土地整治工

的高校，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地方特点，我校土地整治工程

程专业的《计算机辅助制图》课程内容与考评标准，以此提高

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掌握扎实的地学、生态学、工程

土地整治专业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1-2]

[3]

学和土地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具有进行土地资源形成、分布以

1

及保护修复研究与规划设计的能力，能够在国土、城建、房地

1.1 课程目标设计

产、环保、水利等领域从事国土整治、生态修复、空间规划、

OBE 理念强调教学以成果为导向，以预期学习产出为中心进

自然资源管理、房地产开发等工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4 ] 。
《计算机辅助制图》是研究阅读、绘制工程图件技术基

土地整治工程专业《计算机辅助制图》课程设计

行课程模块的组织、实施和评价。《计算机辅助制图》课程从
初级到高级共设置 3 个渐进目标层，第一层为知识目标（初级

础，也是众多工科门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计算机辅助制图》

层），要求学生系统理解 A u t o C A D 各模块的功能，掌握绘图工

是土地整治工程规划、设计等图件制作的基础，也是是培养技

具、修改工具、标注工具等基础操作，熟练绘制各类基础二维

术型土地人才的基石。该课程属于河北地质大学土地科学与空间

图。第二层为能力目标（升级层），要求学生熟练进行 C A D 模

规划学院的专业基础课，共设置 3 2 学时，2 个学分。课程以

块组合，侧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构图能力和综合能力。第三

AutoCAD 软件为基础，主要介绍软件的应用与实际操作，包括二

层为实践目标（高级层），要求学生准确辨识各类土地整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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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图件，培养学生独立进行土地整治工程规划、设计的能力。

（1 ）建立“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

1.2 课程内容设计

师端利用“学习通”线上教学平台上传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

该课程以《A u t o C A D 实用教程（第 5 版）》为教材蓝本，

教学资源[5]（比如 MOOC 教学资源、教材自带视频教学资源和延伸

辅 助 《 土 地 利 用 工 程 规 划 与 设 计 》、《 土 地 整 治 规 划 设 计 》

课程教学资源等），弥补线下教学课时有限的不足；学生端利

等，初步形成 AutoCAD 在土地整治工程中的应用课程设计（表

用课下时间进行观看学习，加深对课程的理解。对于作业和制

1 ）。整体教学内容分为 3 个教学模块，基础绘图模块、专业

图作品，教师端对教学班级划定学习小组，制定详细的评分标

绘图模块和实践绘图模块。基础绘图模块授课 1 6 学时，以

准，学生端以小组作业的形式完成相关制图作品，并上传至

AutoCAD 基础命令功能为主，主要进行绘图命令（绘制点、直

“学习通”教学平台，进行成果展示和问题答疑，并根据评分

线 、 多 线 、 多 段 线 、 圆 、 多 边 形 等 ）、 修 改 命 令 （ 复 制 、

标准进行组间评价教师端通过作品的展示环节总结存在的共性问

修剪、倒角与圆角、合并与分解）、文本与表格、图案填充

题或难点问题，进行细致讲解，直至学生完全掌握。

与渐进色、标注命令（线性标注、连续标注、角度标注等）

（2 ）案例式教学模式。专业制图模块和应用制图模块，教

等内容的介绍，目的在于自主判定并有效分解二维图形，由浅

师端引入实际案例介绍土地整治项目的设置背景、实施目的等基

入深的掌握基础二维图形绘制技术，独立运用 AutoCAD 的绘图工

础资料，并对照成熟的制图资料讲解专业制图的要求和规范，

具模块，做到精确定位、准确标注、精准制图。专业绘图模

标注案例与课程的衔接点，强化学生对 AutoCAD 实践的理解；学

块授课 10 学时，主要介绍各类工具的格式设置、特性匹配与组

生端以学习小组的形式进行专题讨论，借鉴并改进相关图件。

合利用，目的在于通过引入土地整治工程的专业技术图件，比

2

如田坎、道路横纵断面、蓄水池、排水沟等，使学生端能准

计算机辅助制图采用“过程性考核 + 期末考核”的课程考

确判别并有机分解复杂的单体图，真正做到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应

评标准。过程性考核符合 O B E 教育理念的“学生为本和反向设

用，能根据给定的任务和要求，独立绘制土地整治工程的典型单

计”原则，即建立多元评价机制，在学习过程中累积成绩得

体图。应用制图模块授课 6 学时，主要介绍多图层设置和图层组

表2 计算机复辅助制图考评设计与说明

合，目的在于通过引入典型的土地整治工程规划图、设计图等，是

分类

土地整治工程专业《计算机辅助制图》考评标准设计

考核模块

学生端初步认知专业图件的绘制方法和要求，并根据自己的理解
作出局部的改进，初步掌握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图件的绘制技术。
表1 计算机辅助制图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模块

专题内容

绘图工具使用（点、线、多边
形、圆等）；修改工具使用
（复制（包括移动、镜像、阵
列、偏移、缩放等）、修剪、
基础制图
倒角与圆角、合并与分解等）
模块
、文本与表格；图案填充；标
注工具使用（线性标注、连续
标注、基线标注、角度标注、
弧线标注等）

教学说明
教师端系统介绍AutoCAD
各功能模块，学生端自
主判定并有效分解二维
图形，由浅入深自主练
习并熟识基础二维图形
绘制；通过16个学时的
授课要求学生端做到精
确定位、准确标注、精
准制图

教师端引入土地整治工
程单体图件（田坎、道
路蓄水池等），结合图
格式样式、修改与设置（多断
专业制图
件要求给定制图任务，
线、多线、文字和表格、标注
模块
学生端独立观察分解单
等）；特性与特性匹配
体图，理论应用于实
践，通过10个学时掌握
典型单体图的绘制
教师端引入土地整治工
程规划设计图（耕地占
补平衡或国土综合整治
图层设置（单位、比例、线形
图），结合地形、适宜
应用制图 等）；土地工程图件绘制（耕
性评价等讲解制图思
模块
地占补平衡或国土综合整治规
路，学生端根据自己的
划图等）
理解借鉴并改进图纸，
通过6个课时初步掌握专
业图件绘制技术

1.3 教学方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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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理论
考核（考
勤与课程
交流，占
10%）

课程实践
考核（项
过程性考 目规划设
核
计与评
（50%）
价，占
40%）

其它项考
核（加分
项，占
3%）

考核内容

考核说明

按作业完成的数量和
质量进行评分，分为
课堂作业（10%）：
优秀档（10分）、良
要求每位同学独立完
好档（8分）、中等
成布置的各类基础二
档（6分）、及格档
维图的精确绘制
（4分）和不及
格档（0）
单体图绘制
（20%）：土质田坎
、典型道路纵断面、
蓄水池、米桥，要求
每位同学准确完成典
型单体图的绘制；国
土综合整治规划图：
（20%）：在已有规
划图的基础上进行临
摹，同时根据自己的
理解进行局部的改
进，并标注改进说明

成绩构成分为自评、
互评和教师评，其中
自评成绩由学生个体
或学习小组按平时平
时表现给分，占
30%；学生个体或小
组在作品展示期间进
行互评，占30%；教
师端综合学生个体或
小组表现进行评分，
占40%，加权平均即
为最终成绩

（a）+3分：自主能
动性强、责任心强、
综合表现出众，优先
根据个人综合平时表 考虑小组负责人；
现进行分数奖励
（b）+1~1.5分：自
主能动性较强、有一
定责任心，综合表现
较好；（c）0分

试卷满分为100：
根据教学大纲设置3种 （1）基础知识考
结课考核
题型：基础绘图
核：基础绘图
期末考核 （期末考
（30%）、高级绘图 （40分）（2）能力
（50%）
试，占
（40%）和应用绘图 拔高考核：高级绘图
50%）
（30%）
（30分）、应用绘图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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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如表 2 所示，过程性考核主要包括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

定了过程性考核标准和多元化评价机制，避免出现成绩的绝对性

理论考核占 10%，以基础二维图绘制为主，视图形完成的质量赋

和过于主观性，从而促使学生能积极参与课程教学活动，从自

值得分；实践考核占 4 0 % ，以专业绘图和应用绘图为主，分别

己擅长的角度获取较好的分值，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学习的

由学生个体（或学习小组）、个体间（或组间）和教师端视

主观能动性。

作品完成情况赋值得分。最后综合学生个体（或学习小组）在
整个授课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价，以奖励分的形式进行加分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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