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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omputer science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KPI,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method to evaluate the cooperation effect with enterprise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fter practice and implement, tables and
data were also recorded to show the effect of course and teacher’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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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安全是计算机专业技术中的重要分支，本文以“信息安全技术”课程进行校企合作建设为基础，
构建了评价课程效果与教师业绩的关键指标，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和衡量，进行了校企合作建设的有
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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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等教育中，产学研结合、校企合作是以社会和职业需求为导向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机制。利用
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采用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来培养适
合用人单位需求的应用型人才。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的主要模式是以学校为主导的合作模式，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结合实际条件会有较大的变化。本文以我校开展的“信息安全技术”课程校企合作为蓝本，探讨
校企合作与关键业绩指标(KPI)相结合的课程建设效果。
信息安全是计算机专业技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信息安全技术”课程在各高校中也按照专业
计划的需求设置开展。课程主要讲授密码学原理和网络安全、系统安全、软件安全等各方面的信息安全
应用技术。由于当前网络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安全问
题，因此引进企业教师参与教学环节，补充工作实践中面对的真实案例，能够对课程教学起到很好的促
进和建设作用。所以说，“信息安全技术”课程的特点非常适合于校企合作课程建设。
关键业绩指标，即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是通过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
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1]。结合“信息安全技术”
课程进行校企合作，就是要找到影响授课效果的关键因素和关键评价指标，分析和衡量校企合作课程的
建设目标是否达到。
KPI 符合管理学中的“二八原理”，即一个组织中 80%的价值是由 20%的员工所创造的，而 80%的
工作是由 20%的关键行为控制的。所以只要找出决定教学效果的 20%的关键因素进行控制，就可以控制
最终校企合作课程建设的完成情况。

2. 构建课程效果的关键业绩指标
构建关键业绩指标要严格遵循 SMART 原则，
SMART 是 5 个英文单词的缩写。S 代表具体(Specific)，
指绩效考核中要切中特定的工作指标，不能笼统，应该适度细化，并且随着情境变化而改变；M 代表可
度量(Measurable)，指关键绩效指标是可以量化的或者是行为化的，验证这些指标的数据或信息是可以获
得的；A 代表可实现(Attainable)，指付出努力是可以实现关键绩效指标的，要避免设定过高或者过低的
目标；R 代表实现(Realistic)，即这些指标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证明或者观察得到的；T 代表时限性
(Time-bound)，即在关键绩效指标中要使用一定的完成时间期限。
具体到信息安全技术课程的校企合作过程中，首先要找到影响课程效果的关键因素，依据这些因素
构建关键业绩指标。按照 SMART 原则，为了更准确地提炼出各级 KPI，可以采用面谈法和专家意见法
等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针对企业教师授课的性质，最终确定一级 KPI 为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和企业教
师素质。依此再进一步推进，能够以确定的数量值来考核的就以量化指标，而教师的某些工作内容如果
无法量化，就要给出行为化的指标。例如可以选取课件数量、补充案例数量等等关键绩效指标作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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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KPI，但是还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化指标如采用了新的教学手段，教学中的工作态度等等也同
样是 KPI 中的重要因素。针对“信息安全技术”校企合作课程的 KPI 分析结果可以参见表 1。
接下来，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的计算原理，构造对比矩阵，计算单一准则下的各元素相对权重，并
做一致性检验，最终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2]。有了权重系数之后，可以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关键绩效
考核结果：
m
m


S = ∑ Wi Bi  0 ≤ Wi ≤ 1, i =
1, 2, , m, ∑ Wi = 1
=i 1 =
i 1



其中 S 为整体绩效结果，Bi 为一级 KPI 评分，Wi 为权重系数。例如课堂教学权重为 0.35，实验教学权重
为 0.35，企业教师素质权重为 0.3，那么在课程结束时结合 Bi 评分就可以计算出此次企业教师授课的整
体绩效值。这样，可以较为量化地评价和衡量课程授课效果，提交明确的建设报告。在校合作课程的开
设过程中，鉴于企业请来的授课教师往往并不擅长课堂的掌控，因此校内教师全程参与，并配合企业老
师共同编写与修订教学课件，补充案例。在课堂教学中做好企业教师的助手。

3. 实施课程建设与 KPI 考核
在信息安全技术课程的校企合作建设中，考虑到本科教学和企业实践的不同特色，因此安排了密码
学原理部分、操作系统安全部分在校内由专业教师课堂教授，而网络安全部分和信息安全综合实例由企
业教师讲授，并补充真实案例，企业教师参与安排上机实验和参观实践，学校机房提供相应的实验环境。
在课程建设中，还推荐一部分较为优秀的学生参加了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信息安全技术的考试，
为培养合格的信息安全工程师打下基础。
基于 KPI 衡量校企合作课程，由于教学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一些关键绩效指标是经过观察得到的行为
指标，因此在建设过程中针对具体课程制作了很多调查内容，体现出评价结果。例如表 2 是在授课结束
后提供给学生调查授课情况的反馈表，类似的还有学校督导的听课记录意见反馈表等多类型的调查表，
帮助定性地收集关键考核指标数据，并结合权重值计算得出课程的合理评价。
在与企业合作培养掌握信息安全技术的人才过程中，深深感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种信息安
全问题层出不穷，仅仅依靠一位老师或者一个案例反复授课是无法应对飞速变化的信息时代的。因此，
博采众家之长，挑选出既有深厚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又能将知识转化讲解成易于被学生吸收，深受学
生喜爱的企业教师，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企业教师推广了自身，提高了
应用水平，高校教师也学习和获得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更新了知识体系，学生更是在吸收理论知识的同
时学会应用于实践，受益匪浅，实现了合作各方的双赢。
Table 1. Design of KPI architecture on enterprise corporation course
表 1. 校企合作课程 KPI 体系设计
一级

二级

三级

课堂教学(B1)

课件数量(C1)

补充案例(D1)

授课质量(C2)

学生评价(D2)，督导评价(D3)

实验项目数量(C3)

企业教师制定的实验数量(D4)

实践质量(C4)

实验课程环境(D5)，安装软件(D6)

专业素质(C5)

学历(D7)，工作背景(D8)

教学态度(C6)

学生评价(D9)，同行评价(D10)

实验教学(B2)

企业教师素质(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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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 questionnaire sample of school enterprise corporation course
表 2. “信息安全技术”校企合作课程调查表样张
“信息安全技术”校企合作课程调查表
本表专用于参加校企合作课程的学生调查，不记名，请根据上课情况如实填写，谢谢！
1、企业教师准备的课程资料完善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课程内容符合学生的需求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使用了多元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企业教师讲授的知识基于领域内较新的研究成果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企业教师具有较好的从业背景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企业教师认真授课、工作负责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课件和补充材料在课前已下发和阅读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教师明确说明了教学目标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企业教师安排了答疑时间向学生提供帮助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应用知识到实践中的能力有所增强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结束语
校企合作培养信息安全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是建设信息安全专业的有效培养模式。通过建立 KPI
关键指标考核和评估校企合作课程的建设效果，是一次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控制校企合作课程的有益尝
试。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某一门专业课程，在有条件适合开展校企合作建设的课程范围都可以考虑。通
过校企合作，完善了课程体系，提高了教学质量，帮助学生巩固理论基础知识，提升动手能力和实践能
力，实现校企双方的双赢。由于 KPI 指标的界定方法不同和考核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可变区域，因此在
实际操作中可以继续尝试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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