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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改革项目结题简表 

项目名称 农科类院校信息类专业实习实训教学体系改革研究 

项目主持人 刘振宇 所在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时间 

立项年月 2013 年  1  月 

完成年月 2014 年  12  月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成果（如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软件、其他） 

（可在以下栏目中分别详细列举） 

教材： 

1. 刘振宇副主编《数字电子技术》，科学出版社。 

2. 刘振宇主编《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于 51 与高速 SoC51(第 2 版电子信息类精品教材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子工业出版社 

论文： 

1. 刘琪芳, 杨怀卿, 刘振宇. 农业院校单片机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J].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13, 35(4):117-120. 

2. 刘鑫, 刘琪芳, 高文华. 有源低通滤波器仿真设计教学研究[J].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13, 35(3):59-61. 

研究报告： 

“农科类院校信息类专业实习实训教学体系改革研究”研究报告，1 份 

竞赛： 

1. 2014 年 11 月，山西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 组 

2. 2014 年 11 月，2014 年华北五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一等奖三项（其中两项冠军，一项季

军），二等奖二项 

3. 2014 年 9 月，山西省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 

4. 2014 年 8 月，“金川”杯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二等奖 1 项 

5. 2014 年 5 月，智能水中机器人技术应用与设计（团体三人），国际二等（季军），1 组 

6. 2014 年 4 月，“蓝桥杯”全各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个人）省级二等 1 组，

省级三等 1 组 

7. 2013 年 11 月，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团体三人）省级一等 2 组，省级二等 7 组，

省级三等 10 组 

8. 2013 年 11 月，2013 年华北五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 

9. 2013 年 10 月，山西省计算机应用大赛（团体四人）省级二等 1 组，省级三等 1 组 



 

 

二、教学改革项目工作总结 

1、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措施 

1.1 研究内容 

（一）构建适合地方农科类本科院校的科学、系统、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体系 

开展实习、实训、实践教学活动，创建创新实践平台，将实践教学活动与创新实践平台相结

合，提升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突出学生综合职业素质，使得知识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完成职业角

色转换。进一步推进专业学习、综合应用、社会需求的促进融合，形成多层次完善的实践教

学体系架构。 

（二）优化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的实践教学内容 

优化实践教学内容，增加专业课程实验学时，扩充硬件与软件实验部分的结合，增加具有启

发性、设计性实验。鼓励学生开展创新性实验研究，将传统课程中分散的知识体系转化为若干个

“实训项目”，避开传统的学科体系教学知识的分散性和独立性，以体现创新教育思想和工程建立

的思想，重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获取信息和自主建构知识的能力。 

（三）完善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 

以“学科竞赛”、“专业认证”、“企业实践”为载体，项目研究模式与问题学习模式相结合的

方式建立立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针对多元化的学生能力提出了符合信息类专业特点的，综

合运用探究式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解决学生主体地位欠缺、自主性学习不足等问题。 

（四）结合农业农科类院校信息类专业的特点，编写具有专业特色的实习实训教材、形成

其他形式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改革成果 

组织编写、出版适合地方农业院校信息类专业的教材，发表相关教改论文，调研学生学习成

绩、科研兴趣、竞赛参与度、升学就业率等数据，掌握教改效果。 

1.2 研究方法 

（1）在体系构建上，基于系统论的观点，将各个孤立的课程单元整合成一个信息类学科的

有机整体，并进行分层管理，模块化的内容设置，实现构建原则、框架、运行及宏观管理模式的

一体化。 

（2）在教法上，充分发挥实践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注重因实践环境施教，积极采用启发

式、讨论式、现场教学和模块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习的主动性，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个性。同时，要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研究、开放与应

用，采用电子教案、课件、模拟软件、投影仪演示等多种形式。 

1) 激励法：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 直观法：利用现场教学和直观教学，增强学生最直接的感性认识。 

3) 分层法：通过分层教学和开放实训室，实现基础不同的学生分批达标。 

4) 难题法：把握重点与难点，锻炼学生思考与实践的能力。 



 

 

5) 介入法：运用启发性教学方法，培养积极思维和独立操作的能力。 

（3）在学法上，要努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做到实践前有预习，明确每个实践模块的目

的、内容和要求，独立拟订实践环节的方案；实践过程中有步骤，做到认真听讲与记录，仔细观

察，牢记要领，不耻善问，勤于分析与训练，掌握技能；实践后有总结，及时写总结报告，归纳

技术与操作要点，分析不足与改进方法。 

1.3 研究措施 

（1）构建农业特色实践教学体系（2013.1——2013.6） 

综合农科院校的农业特色与信息类学科的专业特点，丰富、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从课程

实验、综合实践和毕业实习三个层面出发，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学生基础技能、专业技能和

应用能力训练培养。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农业科技服务，以农业创业园为载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富

民、携手农合”的行动；开展锤炼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三下乡”、“科技点播台”等活动，利用

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活动完善具有农业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坚持开展校外专业实习实践，让学生了解企业运作和相关管理规定的同时，更好地通过实际

工程环境去训练所学知识，提高学生的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2）构建实践教学平台（2013.6——2013.12） 

以山西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实验室、网络实验室、电子实验室、物联网实验

室、机器人创新实验室等院级实验教学中心与学校生猪、奶牛养殖基地、大棚培养基地、远程物

联网监控系统等校级实验中心相结合，形成以校院两级实验教学中心为基础搭建的实验教学平

台。 

以校内实验场所、农业园区实训基地、企业实践基地三个实践场地为核心，搭载大学生创新

计划项目、专业学科竞赛、教师科研项目、农业科技服务项目 4 个模块实践项目，为学生提供结

构丰富完善的实践平台和实验环境。 

（3）优化实践教学内容（2014.1——2014.6） 

编写规范的实验、实训教学大纲，编写适应于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验指导书，规

范化实验教学过程，建立完整的评价方式。 

配合相应理论教学环节，开设课程设计与综合实践，增加实验学时及具有启发性、兴趣性、

实用性、代表性、设计性实验，鼓励学生开展创新性实验研究。 

加强数学建模培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鼓励学生产学研合作，参与科技创新项目及学科竞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鼓励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实习，应用专业知识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4）探讨与推行 “项目研究模式与问题学习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2014.6——2014.12） 

以项目教学和实践教学为核心，将问题驱动与 本科导师培养方式相结合，运用探究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理论创新能力和社会



 

 

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的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自我学习的工程性研究课题中去，以综合

培养学习者的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的技巧和问题解决的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学习。例如，利

用图像处理课程在光谱成像，病虫害检测、图像定位技术等农业工程领域应用，在实验室与科研

项目驱动下，鼓励学生产学研结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组研究图像处理、工程算法及网络传

输技术的实现，以批判客观的角度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研究性思维拓展能力。 

 

2、 研究成果 

本课题从 2013 年年初开始，到 2014 年年末已完成申报书中全部研究任务。 

成果 1：构建了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具有农业特色的“三层面三平台” 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三层面”

主要通过课程实验、综合实践和毕业实习 3 个层面培养学生的基础技能、专业技能和应用能力；

“三平台”即以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学科竞赛为依托搭建实践创新平台，以校院两级实验教学

中心为基础搭建实验教学平台，以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与实习基地为依托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同

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农业科技服务，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活动完善了具有农业特色的人才

培养体系，有效解决了学生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内轻课外、重结果轻过程等突出问题。 

成果 2：优化了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 

根据目前现有计算实验室、电子实验室、网络实验室、物联网实验室及机器人实验室，开

设了以设计性+综合性为主的专业实验课程，增加课程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其中实验、实训达到 500 学时，课程设计、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以及其它实践达到

31 周，实践课时总数占总课时数的 30%以上，专业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实验开出

率均达到 100%，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课程占实验课程总数的比例达到 60%。除此之外，学院

先后建立了 9 个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制定了实习、实训大纲，明确了实习、实训目的及内容，

完备了的实验室的管理规章制度和实践课程过程控制管理方法。具体实习实训基地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信息类专业实习实训基地 

 单  位  名  称 承担的教学任务 
接受学生人数（近两年） 

2013 2014 

1 山西思创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技能培训 18 19 

2 山西泰和鑫软件有限公司 专业培训、实习 20 16 

3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习 18 19 

4 北京五洲商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实习 20 16 

5 太原市旋宇同方建筑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培训、实习 13 12 

6 加拿大达内科技集团北方基地 专业技能培训 18 12 

7 杰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培训、实习 14 14 



 

 

8 艾博思软 IT实训基地 实习 10 10 

9 安卓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实习 10 10 

为提高学生科技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学校每年组织申报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中国机器人大赛、“蓝桥杯” 全

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等，通过参加专业赛，

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成果 3：完善了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 

通过实验操作→课程设计→专业综合实训→实践创新大赛→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实践

教学形式，遵循循序渐进、 分层递进的教学规律，实现实践技能的整体提高。提出“项目

研究模式与问题学习模式”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综合运用探究式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

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 全面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以及独立分析、 解决问题的

能力，突出教学过程中的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习的自主性，有效解决了学生主体地位欠缺、自

主性学习不足等问题。 

成果 4：取得了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改革成果 

出版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教材 2 部，发表教学论文 2 篇，研究报告一份。 

学生近年来参加的竞赛中取得了良好成绩，实践动手能力明显提高。2013、2014 年学生参

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全国机器人大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等竞赛十余项，都取得骄人成绩。 

2013、2014 年申请大学生创新项目“模拟试装软件设计”、“葡萄专用紫外线诱导机”、“水质

检测与防控机器人” 等共 8 项，学生参与积极性明显提高。 

在此项目的推动下本院教师获得 7 项校级教改项目，发表教学改革文章 10 余篇，编写并出

版教学改革教材多部。 

就业考研率明显增加：2014 年毕业生考研率达到 20.34%，就业率达 91.53%。 

 

3、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和应用情况 

3.1 创新之处 

（1）构建了适合地方农科类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了合理的教学模块和教学内容 

从“大工程观”的观点出发，加强数字化、综合化、系统化实训体系，建立 农业工程背景下

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现代农业信息化实践教学新体系；重视问题的深入挖掘、学科

交叉的引入、设计方法学的变革，软硬件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

全面提升教学内容，注重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发展个性、启发创新，实现学生的知识结构、工

程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2）以能力培养为目标，整合实践教学和学科竞赛，培养创新人才 

以学科竞赛为载体，将学科竞赛与专业教学相结合，丰富和完善教学模式，推动教学体系的

改革。以学科竞赛推动教学改革，利用教学改革提高学科竞赛成绩，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共同



 

 

提高，形成互动的具有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3.2 项目实施范围、受益面     

信息类实训教学体系面向全校 4 个学院 7 个专业，现有电工电子与自动化技术相关专业在校

生 2000 人。包括：工学院（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机械制造及

其自动化），食品工程学院（专业：食品工程），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电子信息与科学、

计算机科学），林学院（专业：水土保持）等学院及专业。 

 

三、项目研究费用支出情况 

支 出 科 目 金 额（万元） 支 出 根 据 及 理 由  

会议费、差旅费 0.4 外出参加学术教理会议 

项目研究费、调研费   

必要的设备与软件费   

其他 0.4 论文发表审稿费、版面费等 

合    计 0.8 

四、结题审核意见 

专家组意见（（由专家组组长综合各专家意见填写））： 

内容提示：1、成果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有何特色、有何突破、有何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2、该成果还存在哪些不足和问题，修改、提高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综上，建议               （批准、不批准）该项目结项。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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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类院校信息类专业实习实训教学体系改革与研究” 

研究报告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振宇 

1  研究目的和意义 

实习实训教学是培养理工科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它能使学生开拓

视野，并将所学知识在实践环节加以应用，加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有效、扎实的实

习教学，对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以及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将产生重要影响。教育部、财政

部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把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

新作为重点建设内容。实践教学改革的实施能够提高实践教学水平，提高学生实践动手

能力及创新能力，促进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 

信息类专业主要是与通信、电子、计算机、网络等有关的专业。以山西农业大学信

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网络安全与技术、

物联网四个专业。专业课程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承，理论是基础， 

实践是手段， 应用是目的。专业课程具有难度大，涉及面广，更新换代快等特点。 

相较于理工科院校，地方农业院校信息类专业规模小、底子薄， 实践教学开展通常只

能进行常规教学，再加上全国范围内农业科学与工程方向“信息类”专业课程普遍存在开设

时间短、 数量少， 内容不统一等问题，导致地方农业院校信息类专业教学与生产实际

脱节， 实践教学的力度不够大，特别是校企合作力度不够、实训课的内容不能适应岗

位职业能力对学生信息化能力的要求；农业院校信息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

重课内轻课外、重结果轻过程，自信心不足、社会竞争力弱，主体地位欠缺、自主性学习积

极性不高等问题。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教学环境 

（1）专业平台基础偏弱。农科院校理工科专业规模小，底子薄。农业院校偏工科

信息类专业不像工科院校那样受到重视，专业物质条件差、师资队伍严重欠缺、科研平

台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专业平台基础弱，专业实践技术水平不足。 

（2）基础硬件条件的缺欠。实验经费投入不够，实验室软、硬件条件不具备开设

某些综合性实验的条件，实验以验证性为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与专业发展规模不相适

应、硬件条件欠缺是农科类院校信息类专业实习实训教学中的突出矛盾。 

（二）实践教学体系 

（1）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一方面，农业院校信息类专业相较于理

工科院校，无论是学科规模基础还是专业实力都明显处于劣势，无法在专业技术上形成

专业特色；另一方面，农业信息类专业属于交叉学科，专业课程设置混乱、专用教材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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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教学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导致地方农业院校信息类专业在农业应用方向也很难形成特

色优势。实践教学方面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 

（2）实践教学内容不完善。学校重视理论教学，理论教学内容完善，有规范的教

材、教学大纲、教案等，教师能够在有关教学文件的规范下，教授理论知识。相比而言，

实践教学环节不规范，没有形成合理完整的教学内容，教师教学缺乏指导性文件，随意

性较大，存在着很大的不规范性。 

（3）实践教学模式单一。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师资、实验设施、教学体系等软硬件

条件的限制，实践教学手段单一，实践教学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不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

参与积极性。 

（三）学习观念 

学生缺乏动力。由于学生缺少对职业岗位技能的了解与认识，实验课时少，教学应试要

求没有兼顾到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这些综合因素使得部分学生对实践课程缺乏兴趣、积极

主动性不高。 

地方农科类院校中信息类学科的实践教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需根据农科院校的具

体情况对实习实训教学体系进行改革研究。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内容 

（一）构建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 

（1）构建具有农业特色的、多层次的农业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 

从课程实验、综合实践和毕业实习三个层面开展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

基础技能、专业技能和应用能力。 

课程实验重在打基础，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实践重在提升学生综合应用能力，融

会贯通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创新思维和自学能力；毕业实习重在提升学生综合职业素质，

使得知识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完成职业角色转换。 

从专业学习，到综合应用，到适应社会需求，三个层面逐步推进相互促进，形成多

层次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架构。 

（2）搭建具有农业特色的、结构丰富完善的农业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平台 

实践平台以“校内实验场所、 农业园区实训基地、 企业实践基地” 三个实践环境为

中心，搭载“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专业学科竞赛、教师科研项目、农业科技服务项目”。

为学生提供结构丰富完善的实践平台和实验环境，帮助学生加深理解理论知识，提升自我学

习能力，拓宽眼界，了解行业需求，农业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与社会需求。 

（3）“平台”与“模块”相结合的实践教学课程设置 

在课程体系的总体设计上，采取“平台”与“模块”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不同学生的共性发

展和学科特征要求，根据专业特色与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的专业特征和个性要求，实现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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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培养。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为主线，毕业生应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

应用能力强、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特点。 

（二）优化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 

（1）专业课程实验内容 

专业课程实验内容涉及理论教学的各个要点、难点、亮点，实验形式上实行验证性、设

计性、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相结合，减少验证性实验的内容，增加具有启发性、兴趣性、实

用性、代表性、设计性实验，鼓励学生开展创新性实验研究，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的

要求，因材施教。 

(2)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内容设置，需根据学生的理论基础设计多个实践子项目，这些子项目都为

一个具体的实践工程项目而服务，主要为了锻炼学生进行实际工程设计的思想。综合实践过

程应包括实训计划、指导书编写，学生实训产品展示，学生实训效果总结等环节。根据实训

计划和学生实训表现，分析其结果，最终完善实训方案。 

主要采用项目式实训法将传统课程中分散的知识体系转化为若干个“实训项目”，围绕

着这些项目组织实践，使学生参与项目完成的全过程来进行学习项目式实训。强调以教案为

重点过渡到以完成项目为重点，力图在整体上有所突破。在整个实践过程中系统地体现创

新教育思想和工程建立的思想，其主要特点在于避开传统的学科体系教学知识的分散性

和独立性，始终围绕着项目是否能够完成而进行，对知识结构的要求本着“够用”的原则，

重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获取信息和自主建构知识的能力。 

（三）完善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 

（1）项目研究模式与问题学习模式 

探讨“项目研究模式与问题学习模式”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尝试在教学过程中突出

的学生主体地位，综合运用探究式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

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解决学生主体地位欠缺、自主性学习不足等问题。 

（2）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检验模式 

利用“学科竞赛”、“专业认证”、“企业实践”建立立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检验模式，

使学生能够在相关的检验中弥补相关不足。针对多元化的学生能力提出了符合信息类专

业特点的，由竞赛、认证和企业实践共同构成的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检验模式 ,解决了

上述问题 。 

（四）结合农业农科类院校信息类专业的特点，编写具有专业特色的实习实训教材、

形成其他形式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改革成果 

组织编写、出版适合地方农业院校信息类专业的教材，发表相关教改论文，调研学生学

习成绩、科研兴趣、竞赛参与度、升学就业率等数据，掌握教改效果。 

2.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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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校企联合培养的模式，发挥学校在理论教学、企业在实践教学上的优势。 

（1）强化实践教学体系 

通过构建实验教学平台、校内学生学术活动平台和校外专业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环

节，实现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的对接。 

① 强化实验教学。重视课程实验实践的同时，将实验室资源与校外培训相结合，专业

课程实习与校外科技活动竞赛相结合，毕业设计与企业实习相结合。 

② 开展农业第二课堂活动。以农业创业园为载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富民、携

手农合”的行动；开展锤炼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三下乡”、“科技点播台”等活动。 

③ 坚持开展校外专业实习实践。建立相应专业的创新与创业实习基地，让学生了解企

业运作和相关管理规定的同时，更好地通过实际工程环境去训练所学知识，提高学生的知识

综合运用能力。 

（2）优化实践教学内容 

① 配合相应理论教学环节，开设课程设计与综合实践，巩固和强化理论知识的掌握。 

② 加强数学建模培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 鼓励学生产学研合作，参与科技创新项目及学科竞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④ 鼓励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实习，应用专业知识完成毕业设计

（论文）。 

（3）推行“项目研究模式与问题学习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以项目教学和实践教学为核心，将问题驱动与 本科导师培养方式相结合，运用探究式

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理论创新

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的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自我学习的工程性研究课

题中去，以综合培养学习者的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的技巧和问题解决的实践能力为主要目

标的学习。例如，利用图像处理课程在光谱成像，病虫害检测、图像定位技术等农业工程领

域应用，在实验室与科研项目驱动下，鼓励学生产学研结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组研究

图像处理、工程算法及网络传输技术的实现，以批判客观的角度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研

究性思维拓展能力。 

2.3 研究措施 

本项目分以下 4 步实施完成： 

（1）2013.1——2013.6 农业特色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综合农科院校的农业特色与信息类学科的专业特点，丰富、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从

课程实验、综合实践和毕业实习 3 个层面出发，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学生基础技能、专

业技能和应用能力训练培养。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农业科技服务，以农业创业园为载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

技富民、携手农合”的行动；开展锤炼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三下乡”、“科技点播台”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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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利用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活动完善具有农业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坚持开展校外专业实习实践，让学生了解企业运作和相关管理规定的同时，更好地通过

实际工程环境去训练所学知识，提高学生的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2）2013.6——2013.12 实践教学平台的构建 

建立如图 1 所示的多层次多方位立体式学科竞赛体系结构。及图 2 所示的学科竞赛培养

体系，积极引导学生申请参加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专业学科竞赛，形成竞赛、项目推动下

的教学互长模式，充分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专业自信心。构建以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

学科竞赛为依托搭建实践创新平台。 

以山西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实验室、网络实验室、电子实验室、物联网

实验室、机器人创新实验室等院级实验教学中心与学校生猪、奶牛养殖基地、大棚培养基地、

远程物联网监控系统等校级实验中心相结合，形成以校院两级实验教学中心为基础搭建的实

验教学平台。 

每个学期开设 1~2 门为期一周的校内实训课程，建立校外实践、实习基地，形成以校内

校外实习实训为依托的实践教学平台。 

 

信息类、计算机、电气专业等相关专业
多层次多方位立体式学科竞赛体系

院级赛
课程设计、程序设计、电子设

计及软件仿真设计竞赛等
基本技能

校级赛
电子设计、程序设计及科技创

新竞赛等
专业技能

省级赛
电子设计竞赛、智能汽车竞赛

及程序设计竞赛等
综合能力

国家级赛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机器人竞

赛及机械创兴设计竞赛等
创新能力

 

图 1 多层次多方位立体式学科竞赛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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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协会

单片机爱好
协会

电子设计
协会

智能控制类
协会

参与：
大学二年
级上-大四

下

参与：
大学二年
级上-大四

下

参与：
大学二年
级上-大四

下

参与：
大学二年
级下-大四

下

电子信息类
专业

电气信息类
专业

计算机信息
类专业

物联网信息
类专业

支撑学科竞
赛：信息技
术应用大赛

支撑学科竞
赛：电子设
计、嵌入式

支撑学科竞
赛：全国电
子设计竞赛

支撑学科竞
赛：大学生
智能车竞赛

 

图 2 学科竞赛培养体系结构 

（3）2014.1——2014.6 实践教学内容的优化 

编写规范的实验、实训教学大纲，编写适应于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验指导书，

规范化实验教学过程，建立完整的评价方式。 

配合相应理论教学环节，开设课程设计与综合实践，巩固和强化理论知识的掌握。 

加强数学建模培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鼓励学生产学研合作，参与科技创新项目及学科竞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鼓励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实习，应用专业知识完成毕业设计（论

文）。 

（4）2014.6——2014.12“项目研究模式与问题学习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探讨与推行。 

以项目教学和实践教学为核心，将问题驱动与 本科导师培养方式相结合，运用探究式

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理论创新

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的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自我学习的工程性研究课

题中去，以综合培养学习者的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的技巧和问题解决的实践能力为主要目

标的学习。例如，利用图像处理课程在光谱成像，病虫害检测、图像定位技术等农业工程领

域应用，在实验室与科研项目驱动下，鼓励学生产学研结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组研究

图像处理、工程算法及网络传输技术的实现，以批判客观的角度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研

究性思维拓展能力。 

3  课题研究结果及评价 

3.1 课题研究结果 

本课题从 2013 年年初开始，到 2014 年年末已完成申报书中全部研究任务，且之后经历

了 2.5 年的实践检验。 

成果 1：构建了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具有农业特色的“三层面三平台”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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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课程实验、综合实践和毕业实习 3 个层面培养学生的基础技能、专业技能和应用能

力；“三平台”即以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学科竞赛为依托搭建实践创新平台，以校院两级

实验教学中心为基础搭建实验教学平台，以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与实习基地为依托搭建实践

教学平台。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农业科技服务，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活动完善了具

有农业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有效解决了学生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内轻课外、重结果轻过程

等突出问题。 

成果 2：优化了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 

（1）实验课 

 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近几年，专业实验室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有计算

实验室、电子实验室、网络实验室、物联网实验室及机器人实验室，基本能安排下常规实验

安排。大部分信息类专业主干课都设置了不少于 16 学时的实验操作，有些课程还加大了实

验课的课时安排。实验类型以综合性和设计性为主。通过实验操作，巩固课堂讲授内容，加

强了学生们的实践能力。 

（2）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设计为某门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一般安排在某学期期末。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个专业培养方案安排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如表 1 所示。课程设计要求学

生独立完成某课程涉及到的综合性、应用性的任务，进一步升华学生的实践能力。 

表 1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各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安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实践课程名 学分 周数 开课学期 

社会实践 4.0 4 8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1.0 1 1 

数据结构综合实践 2.0 2 5 

高级程序设计综合实践 2.0 2 5 

网站设计综合实践 2.0 2 7 

网络技术综合实践 2.0 2 7 

多媒体制作综合实践 2.0 2 7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实践课程名 学分 周数 开课学期 

社会实践 4.0 4 1 

PCB 板工艺与制作 2.0 2 3 

电子技术综合设计 2.0 2 5 

单片机综合实践 2.0 2 7 

网络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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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课程名 学分 周数 开课学期 

社会实践 4.0 4 2 

逻辑网络设计 2.0 2 3 

物理网络设计 2.0 2 5 

网络应用开发 2.0 2 7 

网络安全管理 2.0 2 7 

物联网专业 

实践课程名 学分 周数 开课学期 

社会实践 4.0 4 3 

传感器应用设计 2.0 2 5 

嵌入式系统开发设计 2.0 2 6 

路灯网络设计 2.0 2 7 

智能家居系统设计 2.0 2 7 

通过较大辐度增加实践课，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山西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各个专业，培养方案中实验、实训达到 500 学时，课程设计、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以及其它实践达到 31 周，实践课时总数占总课时数的 30%以上。本专业学科基础课、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课实验开出率均达到 100%，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课程占实验课程总数的比

例达到 60%。 

（3）毕业设计、综合实习、实训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安排在第 8 学期，学生可以深入相关单位，结合自己的实习工作，

密切联系所学专业知识，由教师指导，选择毕业设计题目，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对社会各部

门所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完成毕业论文。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先后建立了 9 个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制定了实习、

实训大纲，目的明确，内容具体，实习、实训做到时间有保证、经费有落实、条件有保障；

制定了完备的实验室的管理规章制度和实践课程过程控制管理方法。明确规定学院各类实验

室、实习场所无条件地向参加科研和创新活动的学生开放，为学生自主实验提供了空间和时

间。具体信息如表 2 所示。 

表 2 信息类专业实习实训基地 

 单  位  名  称 承担的教学任务 
接受学生人数（近五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山西思创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技能培训 18 19 20 20 21 

2 山西泰和鑫软件有限公司 专业培训、实习 20 16 18 17 18 

3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习 18 19 18 1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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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五洲商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实习 20 16 19 18 20 

5 太原市旋宇同方建筑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培训、实习 13 12 13 12 14 

6 加拿大达内科技集团北方基地 专业技能培训 18 12 16 17 18 

7 杰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培训、实习 14 14 18 19 20 

8 艾博思软 IT实训基地 实习 10 10 16 17 16 

9 安卓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实习 10 10 12 13 14 

（4）学科竞赛 

为提高学生科技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学校每年组织申报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中国机器人大赛、

“蓝桥杯”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

赛等，通过参加专业赛，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成果 3：完善了适合地方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 

提出“项目研究模式与问题学习模式”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综合运用探究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突出教学过程中的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

习的自主性，有效解决了学生主体地位欠缺、自主性学习不足等问题。 

专业培养方案中安排的实践教学形式多样，通过实验操作→课程设计→专业综合实

训→实践创新大赛→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形式，整个实践过程遵循循序渐进、

分层递进的教学规律，实现实践技能的整体提高， 全面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实践操作技

能以及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成果 4：取得了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改革成果 

出版农科院校信息类专业教材 2 部，发表教学论文 5 篇，研究报告 1 份； 

学生近年来参加的竞赛中取得了良好成绩，实践动手能力明显提高。近 5 年来学生

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全国机器人大赛、“蓝桥杯”全国软

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等竞赛十余项，

都取得骄人成绩。 

近几年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项目“模拟试装软件设计”、“葡萄专用紫外线诱导机”、

“水质检测与防控机器人”等共 8 项，参与积极性明显提高。 

就业考研率明显增加，从 2013 起连续 5 年，毕业生考研率达到均在 20%以上，就

业率均在 91%以上。 

4  课题组学术、教学研究成果 

教材： 

1. 刘振宇主编《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于 51 与高速 SoC51(第 2 版，电子信息类精品

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子工业出版社 

2. 刘振宇副主编《数字电子技术》，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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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 刘振宇,刘琪芳,马辉栋,郭小凤,杨怀卿. 农业院校信息类学科竞赛与相关专业教学

互长模式的构建[J]. 高等农业教育（已录） 

2. 宇海萍, 冯灵清, 刘琪芳, 等. 以机器人大赛为契机的农业院校工科专业实践创新

模式探索[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农林教育版), 2017, 19(4):94-97. 

3. 刘振宇, 刘琪芳, 马辉栋,等. “大工程观”下农业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J]. 电

气电子教学学报, 2016, 38(2):53-55. 

4. 刘琪芳, 杨怀卿, 刘振宇. 农业院校单片机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J]. 电气电子教学

学报, 2013, 35(4):117-120. 

5. 刘鑫, 刘琪芳, 高文华. 有源低通滤波器仿真设计教学研究[J].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13, 35(3):59-61. 

研究报告： 

“农科类院校信息类专业实习实训教学体系改革与研究”研究报告，1 份 

竞赛： 

1. 2016 年 11 月，2016 年山西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本科组）：二等奖 1 项，三等

奖 2 项； 

2. 2015 年 11 月，2016 年华北五省（市、自治区）机器人大赛：舞蹈机器人比赛（团

体组）一等奖 1 项； 

3. 2015 年 7 月，2015 年“Kenrbot”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

三等奖 1 项； 

4. 2014 年 5 月，2014 年“Canca TV CUP”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二等奖 1 项，三等

奖 1 项； 

5. 2014 年 5 月，第九届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智能水中机器人技术应用与设计

团体赛：二等奖 1 项； 

6. 2014 年 4 月，第五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山西赛区二

等奖 5 项，三等奖 2 项，优秀奖 3 项； 

7. 2013 年 11 月，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本科组）：山西省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 

8. 2013 年 11 月，2013 年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舞蹈机器人组

（个人赛）一等奖 1 项； 

9. 2013 年 11 月，“天翼华为杯”2013 年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大学生计

算机应用大赛：本科组三等奖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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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3 年 11 月，山西农业大学第五届“兴农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秀奖

2 项； 

11. 2013 年 10 月，2013 年山西省计算机应用大赛（本科组）：省级二等奖 1 项，三等

奖 2 项； 

12. 2013 年 7 月，第四届“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C/C++程序设计本科 A 组优秀奖 1 项； 

13. 2013 年 5 月，山西省第五届“兴晋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 1 项； 

14. 2012 年 10 月，2012 年山西省计算机应用大赛（本科组）：省级优秀奖 1 项。 

5  本改革的主要特色 

特色 1：构建了适合地方农科类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了合理的教学模块和教

学内容。 

从“大工程观”的观点出发，加强数字化、综合化、系统化实训体系，建立 农业工程背

景下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现代农业信息化实践教学新体系；重视问题的深入挖

掘、学科交叉的引入、设计方法学的变革，软硬件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等方面实

现全面突破；全面提升教学内容，注重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发展个性、启发创新，实现学

生的知识结构、工程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特色 2：以能力培养为目标，整合实践教学和学科竞赛，培养创新人才。 

以学科竞赛为载体，将学科竞赛与专业教学相结合，丰富和完善教学模式，推动教学体

系的改革。以学科竞赛推动教学改革，利用教学改革提高学科竞赛成绩，相辅相成、互为促

进、共同提高，形成互动的具有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6 项目实施范围、受益面 

信息类实训教学体系面向全校 4 个学院 7 个专业，现有电工电子与自动化技术相关专业

在校生 2000 人。包括：工学院（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机

械制造及其自动化），食品工程学院（专业：食品工程），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电子

信息与科学、计算机科学），林学院（专业：水土保持）等学院及专业。 

7  结语与问题思考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为培养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制定了适应于地方农

科院校的旨在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方案，科学地构建了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理论教学、实验操作、综合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多种途径加强学生的实践

能力。通过校企合作，鼓励学生参加专业竞赛等方式提高学生科技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

能力。通过改革专业实践教学，提高了人才培养水平，提高了学生的就业机会，实现了

学生在学校和就业单位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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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生产模式已发生巨大变化。“智慧农业” 的提出使农业物联

网的建设和相关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农业信息为导向的信息科学与技术在智能化、

节约化、精准化和大型化农业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针对农业院校信

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问题，我们需发挥农业院校自身优势，将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发展与农业、生物、环境、生态等相关优势学科紧密结合，拓展研究领域，增强学科交

叉意识。将工程实践理念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学生自身工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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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院校信息类学科竞赛与相关专业教学 

互长模式的构建 

刘振宇 刘琪芳 马辉栋 郭小凤 杨怀卿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 030801） 

摘要： 以学科竞赛为载体，将学科竞赛与专业教学相结合，丰富和完善教学模式，推动教

学体系的改革。以学科竞赛推动教学改革，利用教学改革提高学科竞赛成绩，相辅相成、互

为促进、共同提高，形成互动的具有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学科竞赛；教学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Teaching Mutual Long Mode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iu Zhenyu   Liu Qifang  Che Xiumei  Ma Huidong 

（Shanxi A1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jinzhong ，Shanxi  030801，China） 

Abstract：With academic competition as the carrier, we combine academic competition with 

professional teaching,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mode, and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eaching system. On one hand, we take advantage of academic competition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use the teaching reform to improve academic competition achievement. The 

academic competi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will both promote and improve each other ogether, and 

form the interactive innovative training model distinctive. 

Keywords：Academic Competition; Teaching Mode; Innovation 

1.引言 

当今中国正处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信息类专业人才已成为地方经

济新的增长点和助推器。然而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数量、质量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的矛

盾要求高校改革传统的培养和考核方式，真正实现对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开拓能力

的培养，来适应各种岗位的需求。传统的信息类人才培养及考核模式就是各专业开设专业

课程，通过期末考试或者课程设计的方式检验学习效果。这种检验模式一般只对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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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查，缺乏对学生知识面的拓宽和学习能力的提高；更没有体现对学生应用能力、逻

辑思维、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造成高校人才培养缺乏宽度、深度和精度，这就为高校

培养相关领域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伴随这些新要求，高校人才培养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

题： 

（1）如何使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适应毕业后的岗位要求。 

（2）如何使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开拓能力。 

（3）如何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针对这种现象，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适应社会经济、高等教育和学生自我发展的

必然要求，更是高校在激烈的教育人才市场竞争中赢得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信息学科竞赛无

疑为这种教学模式的构建提供契机。本课题结合农业院校信息类学科竞赛对相关专业教学的

促进作用的特点，研究构建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来真正实现信息类学科竞赛与相

关学科共同发展。 

2 学科竞赛促进教学改革的提高与发展 

2.1 学科竞赛 

学科竞赛是对知识深入理解、系统整理和实践运用的过程，竞赛结果集中体现了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身体素质等，并反映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的合理性，通过总结

交流，发现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教学提供借鉴
[2]
。以竞赛作为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活

动的载体，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及科研兴趣，对学生工程意识、协作意识、团队精神等综合

素质的培养起到很好的作用。 

不同的高校和学科应根据其专业设置、优势及特色对不同类别的竞赛有侧重。目前，

信息类学科相关的竞赛包括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

学生智能汽车竞赛(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高等数学竞

赛、中国机器人大赛等。在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发现专业的交叉

会扩展竞赛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且从学生社团、院级选拔、省级比赛到国家比赛的梯队式

“多层次多方位”的学科竞赛管理体系形成互相交流、互相合作的团队关系，促使整个体

系结构科学发展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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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类、计算机、电气专业等相关专业
多层次多方位立体式学科竞赛体系

院级赛
课程设计、程序设计、电子设
计及软件仿真设计竞赛等

基本技能

校级赛
电子设计、程序设计及科技创

新竞赛等
专业技能

省级赛
电子设计竞赛、智能汽车竞赛

及程序设计竞赛等
综合能力

国家级赛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机器人竞

赛及机械创兴设计竞赛等
创新能力

 

图 1 多层次多方位立体式学科竞赛体系结构
[1]
 

 以学科竞赛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利用教学改革提高

学科竞赛成绩，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充实大学生活。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共同

提高为培养高科技创新性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2 信息学科竞赛与相关专业的教学互长模式的构建 

1．信息类学科竞赛培养体系的建立 

学科竞赛由学院进行合理引导，建立相应的社团，由指导教师进行辅助指导。山西农

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现在有 4个本科专业，即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学校其他学院还设有信息与计算科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信息类相关专业。另外，建立了包括科技创新协会、单片机爱

好者协会、网络技术协会、智能车协会及航模协会等相关领域的社团。以社团为基础，按

照由低年级到高年级层层选拔学生，再由高年级带领低年级的同学完成信息学科竞赛培养

体系结构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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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协会

单片机爱好
协会

电子设计
协会

智能控制类
协会

参与：
大学二年
级上-大四

下

参与：
大学二年
级上-大四

下

参与：
大学二年
级上-大四

下

参与：
大学二年
级下-大四

下

电子信息类
专业

电气信息类
专业

计算机信息
类专业

物联网信息
类专业

支撑学科竞
赛：信息技
术应用大赛

支撑学科竞
赛：电子设
计、嵌入式

支撑学科竞
赛：全国电
子设计竞赛

支撑学科竞
赛：大学生
智能车竞赛

 

图 2 学科竞赛培养体系结构 

2．以学科竞赛推动专业教学课程、内容及方法的建设 

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也是专业合格人才的基本条件，适当的将学科竞赛类题目引

入课堂，引发学生思考，在思考、分析直至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

以致用的能力。以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为例，它将教育部电子信息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的“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作为专业核心竞赛，但是除了电子信息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以外，

还需要扎实的数学理论、自动控制理论及编程技术作为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学科竞赛相

关专业的课程理论学习中加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科竞赛使我们更加注重学生的基础与需

求，突出实践的课程与教学内容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教学方法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相辅相成。学科竞赛促进课程及教学内容的更新，新

的课程与内容也必然迫使我们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与之适应
[3]
。一方面，紧抓课堂教学，采

用各种方法充分利用有限课堂时间讲明讲透基础理论，并注意激发和培养学生对自己所学专

业的兴趣。另一方面，突出实践、搞活实验和课外实验。将课程实验与课程设计独立出来，

实现开放式实验教学，使学生在完成规定实验的情况下，灵活地自主选择并完成较难的实验。

另外，在实验过程中，借鉴学科竞赛的比赛模式，将学生进行分组，从灵活性、综合性的角

度要求学生相互协作完成设计、制作与调适，并书写详细的设计报告。考核评定时，实行答

辩与提问的方式，这样大大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3．以学科竞赛推动实验室建设，提升实验教学效果 

为配合学科竞赛，学校可以开放单片机实验室、EDA实验室、嵌入式综合实验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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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计算机实验室等
[3]
。竞赛期间承担参赛队伍的竞赛作品的设计、加工、调试；其余

时间可承担学院其他实践教学，通过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实验室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开放式实验室值班手册等管理制度，能为学生实践训练、课外活动、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搭

建良好的平台。同时，建立创新实验室，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由指导教师或学生提出题目，

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实验室的实验条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以个人独立自主或小组团队协

作的形式共同完成。还可以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虚拟仪器，构建了仿真实验室，使学生突

破了实验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实验内容，增强学生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 

  当然，这些需要学校及学院较大实验室的投入，我们可以通过教学考察来提高实验室的

利用率及实验实践效果，促使教师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方法和更新实验内容，使学科竞赛和各

专业的实验教学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极大地提升了实验教学效果。 

    4．以学科竞赛推动教师队伍成长与提高 

学科竞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教师对本专业与相关专业的了解程度，教学以科研作

为底蕴，教师就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观点，促使教师对教学的思考。面对一些专业刚刚起

步，科研发展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学科竞赛可以弥补作为对这一特点的补充。竞赛命题往

往范围广、应用性强，涉及多门学科，综合能力要求高，这就要求教师要有更广的知识面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因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要考虑各种综合性因素，教师在辅导学生过程中也需

要帮助学生树立综合考虑问题的思考模式，寻找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的过

程，必然会促使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对专业课程的深入理解和改革。同时，也为教师在

科研发展的道路上提供新思路，从而在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的同时，实现多赢得局面。 

5．以学科竞赛形成良好学习、学术气氛 

通过对学科竞赛的广泛宣传、树立典型、相互交流使学生积极参与，勤于思考，创造良

好的学习环境。同时，适时调整培养方案，对完成的优秀科技作品进行展示，并对获得省级

及省级以上奖项的同学记入学分。良好的学习、学术气氛促使各种学科竞赛的课外科技活动

小组的成立，学生申请新型实用专利、发明专利的成功。另外，根据专业的不同与学生科技

作品获得社会的认可，许多社会企业和公司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培养方案，密切了学校和

社会的联系，也会很好的激励学生学习，创造浓烈的学习、学术气氛。 

3 基于学科竞赛教学模式的评价与成效 

1．评价 

（1）考核内容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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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应该侧重学生就业能力的考核，即将考核内容设定成类似企业实际综合性项

目的考核。这种考核方式不仅可以考查学生对各门专业课程知识与技能掌握的程度，而且可

以检验学生对各门专业课程知识和技能综合运用的能力
[5]
，同时在完成考核的过程中，也能

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以致用”。 

（2）考核标准多元化 

考试命题要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根据教学涉及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细化并确

定考核大纲。同时，考试内容应摒弃应试教育陋习，不能只关注学生理论学习效果，还应注

重学生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以及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根据专业要求，制定多

元化的考核标准，使评价真正能够反映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 

2．成效 

学科竞赛促使兴趣的培养、社团的发展、创新科研的提高，鼓舞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促使学风、教风的提高，提高教学质量，卓见成效。2013 年我院获组织参加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大赛、华北五省机器人大赛、计算机应用级“蓝桥杯”程序设计大赛等，取得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山西省赛区一等奖 2个、二等奖 7 个、三等奖 10个；华北五省机器人大

赛，一等奖 1个，二等奖 1个； 2014年，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花样游泳获二等奖（第三名）；

中国节能减排大赛获二等奖。 

在我校我院，学科竞赛与教学互长的教学模式在课程建设、实践教学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学科竞赛在不断的深入和科技创新活动中展开。在学会整体水平提高得同时，我

院获得省级教改项目 2 项（农科类院校信息类专业实习、实训教学体系改革研究），校级教

改项目 7项（1.程序设计类课程计算思维培养研究 2.电子专业实践教学改革；3. 项目驱动

法在 JAVA 课程教学中的实践与研究；4.共享实验教学平台建设研究；5.山西农业大学公共

基础课程网络共享实验平台的设计与实现；6.通用在线考试平台设计及题库建设等），发表

教学改革文章 10余篇，编写并出版教学改革教材多部。 

4 结束语 

学科竞赛是面向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是培养创新人才、促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行之有效的途径
[6]
。本文将学科竞赛与专业教学相结合进行探讨，体现了学科竞赛在课堂教

学与实践教学的延伸，并且通过学科竞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提高教师的教

学质量和教学成绩，极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科技创新的热情，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最终培养出真正的、高素质的综合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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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院校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不足，以机器人大赛为契机，提出了增强农业院校实践创新能力

的模式。该模式以综合机器人实验室为平台，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为主线，机器人创新梯队为

主体，探索了农业院校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实践表明“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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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大赛作为高科技、高技术对抗赛，是多

学科知识应用的综合，其比赛的宗旨就在于提高

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它是培养大学生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良好平台。机器人的设计和制作过

程也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结合［1］。
现在的机器人大赛已经不局限于机器人功能

的竞赛，而更多地考量机器人的创意和创新，能最

大化地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机器人大赛

的大部分项目需要多人参与，这就需要参赛队员

之间的默契和合作，只有队员之间分工明确、通力

合作才能达到 1 + 1 ＞ 2 的效果。

一、农业院校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现状

( 一) 农业院校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特点

1． 专业平台基础偏弱。农业院校的工科信息

类专业并不是学校的优势专业，与工科院校相比，

扶持力度较小，由此导致专业物质条件相对较差。

而对于此类专业，农业院校与工科院校无论在学

科发展还是学生就业方面都存在弱势［2］。
2． 师资队伍偏年轻。一般而言，农业院校的

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建设较晚，师资队伍偏年

轻，不管是教学经验还是科研水平与工科院校相

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3． 学生实践基础普遍偏差。与其他高校相

比，农业院校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接触计算机与

电子类产品的机会比城市孩子要少，这就造成了

很大的差距。
4． 实训环节薄弱。农业院校实践教学通常只

是作为辅助教学，只侧重理论知识的演示和验证，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造性思维远远没有达到

产业需求的标准［3］。

( 二) 农业院校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参加

学科竞赛的现状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业院校以学科竞赛为

平台，努力弥补农业院校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不足，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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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华中农业大学高云等［4］发表了《浅

谈电子设计竞赛与农业工程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

的培养》; 2014 年，华南农业大学的李震等［5］发表

了《电子设计竞赛对电子类课程体系和内容改革

的促进作用———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 2015 年，

湖南农业大学的陈文凯等［6］发表了《基于学科竞

赛的大学生专业技能培养方式探究》; 2016 年，山

东农业大学的束德勤等［7］发表了《以学科竞赛为

依托促进学生动手能力培养———高等农林院校对

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另外，随着国际、国内各类机器人大赛的举

行，农业院校在大赛中也逐渐崭露头角。山东农

业大学学生在 2012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ＲoboCup
公开赛中获得了机器人标准竞速比赛一等奖; 在

2015 中国机器人大赛中荣获二等奖两项、三等奖

两项。内蒙古农业大学在 2015 中国机器人大赛

中获得陆空勘探机器人比赛一等奖; 在 2016 中国

机器人大赛武术擂台赛标准无差别 2V2 项目决

赛中一举夺冠，在武术擂台赛轻量组项目中获得

二等奖。湖南农业大学从 2008 年开始连续多年

参加了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ＲoboCup 公开赛，以及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Ｒobocon) ，取得了多个

奖项。东北林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参加了

2016ＲoboMasters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分别取

得了分赛区一等奖和三等奖。

二、机器人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平台的

搭建

高校中机器人实践创新平台的服务对象和功

能，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 1) 电子类、机械类、
计算机类学生的课程实验; ( 2 ) 电子类、机械类、
计算机类学生的综合课程设计; ( 3) 电子类、机械

类、计算机类学生的毕业设计; ( 4 ) 机器人竞赛;

( 5) 教师科研［8］。为适应不同学科、不同层次学

生的需求，利用综合机器人实验室为平台，通过改

革实践教学体系和加强梯队建设来弥补农业院校

学科专业的不足，从而实现学生实践和创新教育

提升的目的。

( 一) 搭建综合机器人实验室平台

根据服务对象和功能的不同，机器人实验室

依照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构建了 4 个层次的实验

平台: 开放式基础实验平台、竞赛平台、自主创新

平台、科研平台( 如图 1 所示) 。

图 1 机器人综合实验平台层次结构

1． 开放式基础实验平台。开放式基础实验平

台主要针对中、低年级学生的实验、实践课程开

放，采用半开放式管理模式，学生可以利用该平台

进行学科基本能力的锻炼，包括计算思维能力、算
法设计与分析能力、程序设计能力、开发应用能力

等，并能够动手组装和调试简单电路、编写控制软

件等［9］。
山西农业大学的基础实验平台包括的机器人

有智能人形机器人、立体视觉系统机器人套件、动
作投影系统机器人套件和安卓移动开发教学机器

人。这些实验设备具有操作简单、形象直观和适

用面广等特点。
2． 竞赛平台。此平台在基础实验平台基础

上，强化了机器人软硬件，拓展了机器人的功能，

主要针对参加机器人大赛的学生开放。平台机器

人由参赛学生和指导教师采用借取的方式，在保

证机器人套件的完整性和无损性的条件下自由使

用，确保参赛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比赛。
山西农业大学连续 4 年在机器人大赛上取得

佳绩，竞赛平台的搭建既积累了往届比赛的经验，

也为今后的比赛提供了平台。竞赛平台的机器人

包括了武术擂台机器人组件、模块化机器人套件
( 标准版) 、水中机器人创新套件中级版、多水下

机器人协作系统、八旋翼植保飞行器等。
3． 自主创新平台。此平台针对高年级有竞赛

经验的学生和教师开放，主要用于课程设计、毕业

设计，以及创新项目的开发等。该平台的机器人

有模块化机器人套件( 高级版) 、机器人创新套件
( 高级版)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制作与农业服务

相关的创新型机器人。
4． 科研平台。农业院校的信息科学与工程专

业只有和农业相结合为农业服务，才能得到更好

的发展。科研平台的机器人包括自主移动机器

人、四轮全地形机器人、航拍飞行器等，它们提供

了多个传感器，不仅能为农业服务，还可以有效地

传回大量的农业数据为教师科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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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立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机器人的设计、制作过程涉及到机械、电子、
计算机等专业的多门学科内容，为学生提供了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创新实践平台。山西农业大

学作为农业院校，把实践教学作为创新人才培养

的重要途径，将机器人综合实验室的实践课程分

为基础课程、综合课程、创新课程，建立了基础课

程、综合课程、创新课程相结合的立体化实践教学

体系［10］( 如图 2 所示) 。

图 2 实践课程的分类

基础课程实验主要为专业基础课的原理性实

验; 综合设计实践主要为给定设计要求，由学生独

立完成的课程设计课题; 创新实践则完全为开放式

教学方式，学生自主完成具有创新意义的毕业设计

课题或竞赛项目。3 个层次的实践教学分级分层、
循序渐进，从基础到综合，再到设计与创新［11］。

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充分发挥了实

践教学的作用，为农业院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

( 三) 加强机器人创新梯队建设

针对学生的流动性和机器人大赛举办的持续

性，成立机器人协会，吸收其他工科专业的学生参

与其中，组成多专业跨年级的机器人创新梯队。
该梯队共分为 3 个层次: 指导教师组成第一梯队，

大二、大三相关专业学生组成第二梯队，大一相关

专业和外专业学生组成了第三梯队 ( 如图 3 所

示) 。第一梯队的教师参与机器人大赛的全过

程，包括参赛队伍的分配、主题的选择、培训、技术

指导、带队比赛以及其他方面的指导; 第二梯队的

学生是主力，主要负责机器人的设计、组装、编程、
调试等工作以及指导第三梯队的学生; 第三梯队

的学生刚加入社团，先期进行观摩，后期参与机器

人的组装和其他配件的制作工作。

图 3 机器人创新梯队

三、平台建设成效与创新人才培养成果

机器人实践创新平台经过几年的建设，不仅
在机器人大赛上获得了骄人的成绩，促进了教学
建设和实践教学改革，而且提高了师生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

( 一) 连续 4 年在机器人大赛中取得佳绩

山西农业大学师生连续 4 年在国际水中机器
人大赛和华北五省机器人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
绩，在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2D 仿真项目中获得
了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五项、三等奖两项，实体水
中机器人项目获得三等奖两项; 在华北五省机器
人大赛舞蹈赛项目中获得一等奖六项、二等奖两
项、三等奖一项，仿真组项目中获得一等奖三项、
二等奖一项。

从比赛成绩可以看出，舞蹈机器人和 2D 仿
真项目是山西农业大学的优势项目，这两个项目
重点考察舞蹈的创意和编程能力，但随着机器人
大赛赛事的不断更新和发展，2D 仿真项目将逐步
被取消，舞蹈的创意创新也越来越难。这就要求
我们要更深地挖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不断地壮大参赛梯队，拓展新项目，争取给广大师
生创造更多的实践创新机会。

( 二) 改革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效果

利用机器人综合实验室平台，建立了立体化
实践教学体系，把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以“任务驱动”的方式分配给学生，机器人的设
计、组装、编程、调试等过程全由学生小组自行完
成，教师采用引导式和讨论式教学，不仅能培养学
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能力，还能进一步激发
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 三) 促进学科交叉创新人才的培养，为

学生考研和就业创造有利条件

近几年，随着参加机器人大赛学生人数的不
断增多，这项多学科交叉的创新赛事让越来越多
的学生受益，不仅实践创新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且学生在就业和考研中也凸显了优势，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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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对农业院校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实践创
新能力低下的偏见。山西农业大学参加机器人大
赛的第一届学生已于 2016 年 7 月毕业，9 名参赛
学生中有 6 名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研
究生，另外 3 名学生在北京和杭州等地的对口工
作单位就业; 2017 年即将毕业的 11 名参赛学生
中，有 5 名学生通过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暑期
夏令营优研活动，并取得了考研高分，另外有 2 名
学生分别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生的
研究生，有 1 名学生被上海光通信公司录用。

四、结语

通过 4 年的探索和实践，山西农业大学依托
机器人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平台，不断地弥补农
业院校的不足，在机器人大赛取得佳绩的同时，促
进了实践教学改革，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也得到
了极大的提高。

未来的机器人大赛，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
遇和挑战，同时，也会对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提出
更高的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保持
对机器人比赛的高度热情和有力支持，并以此为
契机，不断地探索实践创新教育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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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突出特色，服务地方。目前，围绕大田作物
开展生长、管理的虚拟仿真教学实验还不多见，这
主要缘于农科类实验模拟的复杂性。作为地方农
业院校，河北农业大学虽然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
这方面工作，但是教学体系、实验内容仍有待优
化。应进一步整合优质科研成果和教学资源，突
出办学特色，把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放在首要位
置，开发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实验内容，如轻简化栽
培、水肥高效利用、机械化栽培、高效低残留植保
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为区域农业和地方
经济服务。植物生长与病虫害防治虚拟仿真实验
中心的建设，对于提升农科类专业的整体实践教
学水平、培养创新型人才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同时对于其它院校相似专业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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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程观”下农业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刘振宇，刘琪芳，马辉栋，车秀梅，杨怀卿

( 山西农业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 030801)

摘要: 本文以“大工程观”的视角，结合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新兴战略农业产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对农业信息科学工程相关学科

在工程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以我校信息类专业为例，构建基于“大工程观”下工程人才与农业产业需求良性对接的培

养模式，为农科高校工程人才的培养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关键词: 大工程观; 农业信息;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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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pecialty Based on Broad View of Project

LIU Zhen-yu，LIU Qi-fang，MA Hui-dong，CHE Xiu-mei，YANG Huai-qing
(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jinzhong 03080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broad view of project and the 13th five-year plan，some problems for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re investigated，This paper，taking information majors in our uni-
versity for example，constructes a cultivation mode enables engineering and agriculture industry needs benign doc-
king，based on the broad view of project． Some beneficial researche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are given for engi-
neering personnel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higher school．
Keywords: broad view of project;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cultivation system

0 引言

当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信息科学与工程教育

中凸显出如下一些问题。
( 1) 专业平台基础偏弱—农业院校偏工科信息

类专业不像工科院校那样受到重视，得到较多投

入，由此导致专业物质条件与工科院校相比差距较

大。而对于此类专业，农业院校与工科院校往往存

在竞争，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就是学生面临较大的

就业压力［1］。
( 2) 课程体系不合理—农业信息科学与工程类

课程体系设置时，为提高就业率，过多地强调专业课

程教育，忽视基础知识、外语、思想政治等课程的学

习，造成了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个人思想素质有待提

高等问题。此外，学生对选修课的选择面较窄并带

有一定的盲目性，课程之间没有很好的融合，更无法

形成工程、科学、经济、人文等全面、合理的课程知识

体系。
( 3) 实训环节薄弱—农业院校实践教学通常只

是作为辅助教学，只侧重理论知识的演示和验证，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造性思维远远没有达到产业

需求的标准。
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生产模式已发生巨大变

化［1］。“智慧农业”的提出使农业物联网的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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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农业信息为导向的信

息科学与技术在智能化、节约化、精准化和大型化农

业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针对农业院校信息科学与工程

类专业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需发挥农业院校自身

优势，将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发展与农业、生物、
环境、生态等相关优势学科紧密结合，拓展研究领

域，增强学科交叉意识。以大工程观为指导，将工程

实践理念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学生自身工程

意识，构建如图 1 所示的大工程观下的课程体系。

图 1 大工程观下课程体系改革构建示意图

1 课程体系改革

我院的专业结构设置在保持原有优势专业的基

础上，响应国家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将“大工程

观”理念融入教学改革中［3］。专业结构上，适度增

设新专业以适应发展需求，形成以智慧农业为导向

的新专业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专业体系结构

课程体系改革是在这一新的专业体系结构基础

上进行的，秉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形式多样、注
重实效”的基本原则，注重培养学生工程意识、工程

素质、工程实践能力。具体措施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 建立分类化课程体系

以往的大学课程结构都是采用“三层”接口模

式，即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这种结构

考虑专业知识的纵向关系较多，而对各类课程的横

向关系考虑较少。基于以上认识，我院在农业信息

化背景下建立了“高起点、高通识、高素质”的课程

体系。该课程体系考虑到学科交叉及内联关系，将

课程体系分为素质教育课程、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基础课程、工程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工程专业

课程和实践课程五大类，详见表 1。
表 1 我院专业课程分类化体系结构

素质教育课程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大学体育、马克思
主义哲学等。

社会科学与人文
科学基础课程

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西方经济学、
农业概论、军事理论课程等。

工程科学与自然
科学基础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工技术相关课
程、计算机相关课程等。

工程专业课程
计算机、电子信息、网络工程、测控技术
等信息类专业方向课程。

实践课程

基础性课程
各门 课 程 实 验、公 益
劳动、军训等;

综合性课程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社会 调 查、企 业 培 训
与实习等;

研究性课程
科技创新、电子竞赛、
程序设计竞赛及项目
开发等。

2) 创新教学方法

人才的培养最终需落实到课程上，课程的实施

需落实到教学上［4］。在教学环节中应致力于学生

学习、实践、创新三大能力的培养。我院一方面不断

更新教学内容，适应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

面，打破课程之间的壁垒，加强课程与课程体系之间

的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与综合，例如“编程语言”类

课程与“数据库”类课程的整合，“可编程器件”类课

程与“语言开发”类课程的整合等。此外，信息科学

相关专业对数理相关知识基础要求较高，我们加强

了数理基础课程的教学，以增强学生对专业理论知

识的理解和研究应用能力。例如讲解过程中适当增

加以“离散数学”、“计算方法”及“复变函数”等数

理课程为背景的交叉应用实例分析。
3) “三结合，重研究”的实践教学体系

“三结合”指实验室资源与校外培训相结合，专

业课程实习与校外科技活动竞赛相结合，毕业设计

与企业实习相结合。利用“三结合”的方式进行教

学改革，我院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例如学生

在校完成本科三年学习，第四学年可申请校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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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到现代化农业基地实习等; 建立相应农业工程专

业的创新与创业实习基地，更好地通过实际工程环

境训练学生，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鼓励学

生与兄弟院校及相关专业学生通过参加电子竞赛、
全国数学建模及机器人大赛等活动进行学习交流。
“重研究”就是加强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出

“项目研究模式与问题学习模式”相结合的方式。
项目研究模式即实行本科导师培养方式，作为

学生选修，结合素质扩展学分计划，鼓励学生参与到

教师的工程性科研课题中去。
问题学习模式即是一种以问题为驱动力，以培

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实践

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学习。例如，在“图像处理”课程

教学时，可能涉及农业工程领域的许多问题，比如光

谱成像，病虫害检测、图像定位技术等。针对这些问

题，在实验室与科研项目支持下，可以鼓励学生分小

组去研究图像获取、图像处理、计算机算法实现以及

网络图像传输技术的实现等，将课程理论研究与实

践设计有机结合起来。
4) 大工程观教育

大工程教育理念是将工程建立在集经济、社会、
科学、人文和环境于一体的大系统中，强调工程与自

然、工程与社会的协调。因此，在课程设置、实践环

节建设方面着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工程伦理、工
程精神和工程意识。在构建农业信息化教育课程体

系时，尽力实现以农业信息化技术为背景，开展学科

和技术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课程设

置以多学科专业融合与应用为主要特征; 加强人文、
经济、法律类课程的设置; 结合职业道德、人文关怀

等方面的教育，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是单一的指导学生如何做，

应该在做的同时引导学生考虑农业技术项目可能产

生的社会价值、影响及其后果; 指导学生从农业工程

预算、管理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研究过程加以研

讨和分析，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农业工程教育和

社会、人文教育知识。

2 改革效果

近年来，我院依托“大工程观”思想，经过不断

的课程体系改革，初步取得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就业考研率明显增加: 2014 年

毕业生考研率达到 20． 34%，就业率达 91． 53% : ②
学生近年来参加的竞赛中取得了良好成绩，实践动

手能力明显提高: 2013、2014 年学生参加全国大学

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全国机器人大

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等竞赛十

余项，都取得骄人成绩; ③2013、2014 年申请创新项

目“模拟试装软件设计”: “葡萄专用紫外线诱导

机”、“水质检测与防控机器人”等共 8 项，学生参与

积极性明显提高。

3 结语

“大工程观”是以责任意识为导向的操作综合、
价值综合和审美综合的统一。其中，责任意识是大

工程观的灵魂，操作综合、价值综合和审美综合分别

是大工程观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体现，三

者的统一则是大工程观的系统性的全面展现。在此

观念引导下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科学与工程的有机

结合。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对农业信息类专业课

程体系进行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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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urse of Principles ＆ Application of MCU，which is the required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agricultural college． The reasons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have been discussed firstly，

combining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o put forward specialized characteristics that keep in contact with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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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工程技术不断发展，新型农业机械装

备、温室控制和水产养殖等领域的研发对农业院校

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单片机开发水平的要求不断提

高。“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已成为高等农业院校工

科类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但是目前，农业院校普

遍存在该课程教学实践内容与新型农业技术应用的

实际需求联系不紧密，未能突出机电一体化这一现

代农业装备发展的趋势，缺乏专业特色［1］。
为此，本文从当前农业院校单片机教学存在的

问题入手，着眼实际运用，对单片机实践教学环节提

出了改革的方案和措施，构建了一种具有工农结合

专业特色的单片机教学模式。

1 课程实践教学现状及改革思路

我国的农业院校在单片机实践教学中课程学时

比例，与普通理工院校一样，不超过 25%。学生在

学习完课本上的一些编程基本知识后，远远没有达

到实际应用的要求。由于教学过程中偏重课堂理论

教学，没能突出专业特色，也未能发挥农校优势，忽

略了课程实践的应用背景［2-3］。同时在实践教学环

境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 1) 实验形式单一，缺乏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

基本没有动手能力训练。
( 2) 实验内容陈旧，课程配套教材及实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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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跟上电子技术的发展需要。
( 3) 实验技术和手段相对单一落后，效率不高。

2 课程实验改革

通过对单片机实践环节现存问题的思考，按照

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新的培养模式与教学内容体系，

构建课程实验、项目驱动设计实践和课外创新科技

活动三大模块为一体的基础、提高、创新三层次实践

教学体系。体系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单片机课程实践体系

对于课程实验这一环节，我们主要从基础实验

入手，利用实验室硬件资源，配合 Proteus 和 Keil 联

机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实现实验项目的灵活设计

与创新［4］。
1) 基本实验

目前，课程基本实验是利用实验室硬件实验箱

建立功能模块化实验教学( 见图 2 ) ，并遵循向验证

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的过渡，即给出一个验证性实

验项目，随后给出一个相似设计性的实验项目，让学

生根据所给的项目进行软、硬件的设计。

图 2 课程实验模块化

2) 虚拟实验

由于验证性实验无法满足学习过程中电路设计

等实践训练，构建基于 Proteus 和 Keil 的单片机虚拟

实验室。因为不需增加硬件设备，减少了设备维护

和实验开支，缩短了开发周期，在强化学生软硬件基

础上，可以提高学生开发和设计电路的能力。
3) 综合实验

综合性实验能在熟悉编程环境与硬件条件下，

利用实验板的硬件资源，学生可以自行设计一个综

合实验( 4 个学时) ，例如简单的农产品筛选控制电

路设计等。从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项目驱动设计

项目驱动设计引入单片机教学，指的是结合科

研项目，把讲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明确应用

化［5］。项目驱动设计以 2-3 人为一组开展课程设

计。指导教师结合科研项目或电子专业电子竞赛题

目以及具有实际意义的农业特点课程项目，提出设

计内容。例如大棚无线数据采集电路的设计、粮库

温度与湿度自动监测系统设计和智能小车控制电路

设计等。由于课程设计的时间是 2 周，可以适当调

整电路设计的功能实现。必要时，可以和毕业设计

相结合，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总体设计、软件与硬件

设计相结合开发和设计能力。下面以一个课程设计

为例加以说明。
1) 项目设计的提出

我院以校青年创新基地建设为契机，针对目前

我国大部分大棚养殖农户对大棚的人工管理现状，

分析农业对象多样、地域广阔、偏僻分散、通信条件

落后和农业观测现场经常无人值守导致信息获取非

常困难等特点，提出大棚环境的无线数据采集远程

传输与交换的设计概念。由于题目较大，我们结合

课程设计实际情况对设计内容进行了调整。
2) 项目设计目标

( 1) 实现无线温度数据采集，并通过判断温度

值对大功率器件进行控制;

( 2) 通过串口实现微控器与上位机的通信，并

通过移动网络飞信平台将数据发送到用户设备。
3) 项目设计的实现

( 1) 总体设计

系统总体电路设计选用 AT89S51 控制器，数字

温度传感器 DS18B20、无线数据收发芯片 nRF2401
及 USB /RS232 桥接器件 CP2102 进行设计。其工作

原理是: 系统发射端把传感器获得的检测信号在单

片机软件控制下以数据包的形式通过无线射频模块

发射出去。在接收端，通过无线射频接收模块接收

到发射的信息，通过串口传送给 PC 机进行处理和

显示，并通过继电器控制大功率控制器。同时，可以

通过移动飞信平台将信息传输给移动通信用户客户

端。系统总体框图如图 3 所示。
( 2) 硬件电路设计

硬件电路主要包括温度获取电路、无线数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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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总体设计框图

送接收电路和继电器控制电路等。其中主要核心电

路为无线数据发送接收电路。无线发送接收电路选

择基于 nRF2401 芯片为设计核心的射频模块，与单

片机连接的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无线射频发射电路

无线接收模块与 PC 通信通过采用 USB-RS232
转接芯片 CP2102 虚拟一个 RS232 接口与 PC 机

USB 接口连接，电路如图 5 所示。

图 5 CP2102 模块电路图

( 3)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主要分为下位机程序与上位机程序两

部分。下位机无线发射与接收两部分软件设计根椐

图 6 所示的程序流程图，用 Keil C51 对原程序编

译，产生 hex 文件加载到单片机中。上位机软件选

用 VB6． 0 编程实现，完成数据通信、存储、报警及监

测。计算 机 与 单 片 机 之 间 的 通 信 实 现 方 式 是 用

VB6． 0 中的 MSComm 控件与 Shell 函数调用批处理

文件，实现飞信的发送。

( a) 发射数据流程图 ( b) 接收数据流程图

图 6 下位机程序流程图

( 4) 项目延展

在课程设计的基础上，利用 12 周的毕业设计来

完善项目设计。为了实现远程数据传输与交换，我

们提出采用通用分组无线技术 GPRS。它充分利用

了 GSM 系统的无线结构，在移动用户和数据网络之

间提供一种连接，向移动用户提供无线 IP 服务。
采用 GPRS 方案对数据量少、突发式和频繁传送的

农业监测数据传输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我们具体采

用低成本的单片机，A /D 转换芯片，以及内嵌 TCP /
IP 协议的 GPRS 无线通信模块 SIM300C 来实现大

棚环境多通道无线数据采集和数据的远程传输。

4 课外创新科技活动
我院为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组建

创新实验室，动员与鼓励学生积极申报校级创新性

实验项目、学生校级科研立项和校级“挑战杯”科技

作品项目。我们还以机器人大赛与全国电子大赛等

各类竞赛为契机，推进单片机课外教学，并在 2011
年的电子大赛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5 系统教学评价

系统教学评价主要分为课内实验、课程设计和

毕业设计三部分。在学期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主要以

课内实验和课程设计评价为主，以现场实验和口试

为本课程实践的主要考核手段。根据实验方案设计

情况、程序调试能力、故障排查能力、最后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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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情况及书面报告等综合打分，考核通不过

的学生可多次考核。部分优异生可选择探究设计型

实验作为考试内容。改变传统的以考试为中心、以
知识掌握程度为基础的评价方式，创建以科学知识

为基础、应用创新为目标、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多样化

考核方式，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
通过几年来的建设、探索与实践，我们单片机课

程实践教学改革为学生学习单片机课程、创新设计、
综合课程设计、课外科技活动和毕业设计等课程的

实践教学环节及科研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

学生成绩反馈和调查结果，充分证实了通过实践教

学环节的教学改革，缩短从理论到实际应用的过程，

激发其创新意识，提高其实际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 单长虹，龚学余，黄智伟等． 优化电子信息类课程体系培养大

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J］． 南京: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07，29( 2) : 76-78．

［2］ 张霓． 关于“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J］． 南京: 电气电子教学报，2004，26( 5) :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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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90 页易 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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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预先给定不同的波形，对程序进行全

面测试。例如，给定含有 3、5、9、11 次谐波的波形;

电压和电流不同相位关系的波形等。
( 3) 引导学生自主讨论

自主讨论一方面可以澄清学生对某些知识点的

模糊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

和探究问题的能力。例如: 在实验( 3 ) -( 5 ) 中，开展

“算法精度影响因素”的讨论，引导学生聚焦“每周

期采样点数”和“AD 转换位数”两个因素。先由学

生自主讨论，获得这两个因素对精度影响的初步认

识; 然后再引导学生进行程序验证。具体做法是改

变数据文件中的数据点( 每周期数据点的个数和数

据点的位数) ，利用 CCS 将其导入算法程序，通过计

算结果的相对误差，分析两个因素对精度的影响。

4 结语

“嵌入式电力参数测量系统”课程与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结合紧密，工程应

用背景明确，可以充分锻炼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

力。我们在课程教学实践中，采用项目驱动和自主

讨论等方法，可以提高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能力。
将实验平台与仿真工具有机结合，加深其对相关知

识的理解。对于先修课程掌握不好的学生，可以采

取加大实验之间的间隔，提供充足的预习时间，来进

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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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低通滤波器仿真设计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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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如何应用 PSpice 仿真软件辅助设计“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中有源低通滤波器这一难点内容。给出一阶和二阶有源低通滤波

器的传递函数及电路参数的计算方法。本文通过一个项目实例进行电路结构选择、阶数计算和 PSpice 电路仿真，设计出五阶巴特沃斯低通滤

波器。电路的测试结果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最后还对电路的噪声进行分析。

关键词: 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仿真; 噪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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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mulation Design of Active Low-pass Filter

LIU Xin1，LIU Qi-fang2，GAO Wen-hua1

( 1．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2．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 03080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sign method for active low-pass filter of Analo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urse
teaching by using PSpice electronics circuit simulation softwa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ransmission function and
parameters calculation of first-order，second-order active low-pass filter．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one
project，it is important to select circuit architecture，calculate the number of order，design five-order Butterworth
low-pass filter and using PSpice software to simulate the design of circuit． The circuit parameters of measurement
are consistent with simulation results and noise analysis is described in the paper．
Keywords: Butterworth low-pass filter; simulation; noise analysis

0 引言

滤波器是一类信号处理电路，通常是在频域对

信号的频谱进行处理，包括对某一特定频率分量无

失真的保留或完全衰减，对某一范围内各频率分量

之间的相对幅度和相位关系进行修正。
滤波器可分为无源滤波器和有源滤波器。无源

滤波器的通带放大倍数及截止频率通常都随负载而

变化，这一特点常常不符合信号处理的要求［1］。为

了使负载变化不影响滤波特性，可借助运算放大器

具有良好隔离性的特点，构成多阶的有源滤波器。

最常见的有源滤波器是由电阻、电容和运算放大器

构成。
在实际的工业控制系统中，滤波器主要用于传

感器的采集电路。在使用 A /D 转换器对模拟信号

进行量化处理时，若信号中含有高于采样频率 1 /2
以上的频率成分，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频率成分，从

而发生量化误差。这种现象称为频率混迭效应［2］。
为了减少频率混迭现象，可以采用提高采样频率的

方法。但这种方法除了会增加硬件成本外，对于高

速目标测量或长时间测量的数据采集中，将会产生

大量数据，会给数据存储带来很大负担。另一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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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在采样前，用一个截止频率为 fc 的抗混迭滤

波器，先对信号 x ( t) 进行低通滤波，将不需要的高

频成分滤掉后进行采样和数据处理。
抗混迭滤波器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应具有良好

的低通特性。其中，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具有通带

内最大平坦度，不会改变信号的幅度特性，因而适用

于作为信号采集电路中的抗混迭滤波器。

1 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的电路示于图 1。

图 1 一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

若输入信号频率为零，通带内放大倍数为 A
·

up =
－ Ｒ2 /Ｒ1，一阶低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为

A
·

up ( s) = －
Ｒ2 / / ( 1 / sC)

Ｒ1
=

A
·

up

1 + j( f / fC )

这里截止频率 fC = 1 / ( 2πＲ2C) 。
若某测试信号 fC 为 5kHz，若不改变信号幅度特

性，我们需要设计增益为 1 的有源低通滤波器。我

们可先选定电容 C = 22nF，再根据 fC = 1 / ( 2πＲ2C)

确定电阻 Ｒ1 = Ｒ2 = 1． 43kΩ。

2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前加

ＲC 网络，可以使滤波器的过渡带变窄，衰减斜率值

增大。为了改善截止频率 fC 附近的频率特性，可以

采用与压控电压源二阶滤波器相似的方法，即多重

反馈的方法，如图 2 所示。图中电路与二阶压控低

通滤波器相比，多了一个电阻 Ｒ3，电容器的值也因

Q 值而不同。这种电路的优点是具有良好的高频衰

减特性和失真特性，而且能够有效地降低元件灵敏

度［3］。
( 1) 二阶低通滤波器传递函数

通带放大倍数为 A
·

up = － Ｒ3 /Ｒ1，其传递函数为

图 2 多重反馈二阶低通滤波器

A
·

u ( s ) =
A
·

up ( s)

1 + sC2Ｒ2Ｒ f (
1
Ｒ1

+ 1
Ｒ2

+ 1
Ｒ f

) + s2C1C2Ｒ2Ｒ f

由上式可以看出，多重反馈二阶低通滤波器不会

因通带放大倍数过大而产生自激震荡。这里的截止

频率为 fC = 1 / ( 2π Ｒ2Ｒ3C1C2槡 )

( 2) 电路设计参数计算

若增益为 1，令 Ｒr = Ｒ1 = Ｒ2 = Ｒ3，C f = C1C槡 2，

C1 = 3QC f，C2 = C f /3Q。查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

器归一化表，得 Q = 0． 707107，取电容 C1 = 22nF，则

C f = C1 /3Q = 10． 37nF，Ｒ f = Ｒ1 = Ｒ2 = Ｒ3 =
1 /2πfCC f = 3． 07kΩ。
取 E12 系列电容 C2 = 5． 1nF，E24 系列( 1% 精

度) 电阻 Ｒ1 = Ｒ2 = Ｒ3 = 3kΩ。

3 设计实例

1) 设计要求

普通的一阶和二阶低通滤波器常常不能满足实

际工程中对滤波器频率响应要求。如某项目中要求

测试振动信号截止频率为 fC = 5kHz，要采用衰减陡

度大于 80dB /dec 的高阶有源滤波器实现。
对于设计者而言，有源滤波器最大的优点就是

滤波器的参数设计变得简单。相对来说，在设计无

源滤波器参数时，由于在前后级阻抗以及特性的设

定问题上没有选择的自由度，所以无源高阶滤波器

的设计难度非常大。
一般的高阶有源滤波器的设计过程是: ①选择

与目的相适应的滤波器特性，由必需的衰减量决定

阶数; ②由归一化表中确定各级的截止频率以及 Q
值; ③进行 ＲC 参数的计算。

2) 确定滤波器的类型、阶数及通带增益

我们选取了通带内具有最大平坦度的高阶有源

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其衰减陡度由滤波器的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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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以 20dB /dec 的值决定。根据项目要求，我们选取

五阶低通滤波器，衰减陡度理论值为 100dB /dec。
它由一阶和二阶滤波器串联构成。电路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五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3) 五阶滤波器参数计算及仿真

根据五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归一化表可以计

算出截止频率 fc 和 Q 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五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归一化表

f1 f2 f3 Q1 Q2 Q3

1． 0 1． 0 1． 0 0． 5 0． 618034 1． 618034

我们同样选取电容 C1 = C2 = C4 = 22nF，则各级

元件参数计算如下。
( 1) 第一级: Ｒ1 = 1 / ( 2πf1C1 ) = 1． 446kΩ，取 Ｒ1

= 1． 43kΩ( 1%精度) 。
( 2) 第二级: C f = C2 /3Q2 = 11． 86nF，Ｒ2 = Ｒ3 =

Ｒ4 = 1 / ( 2πf2C f ) = 2． 68kΩ，取 Ｒ2 = Ｒ3 = Ｒ4 = 2． 5kΩ
( 1%精度) ; C3 = C f /3Q2 = 6． 4nF ，取 C3 = 6． 8nF

( 3) 第三级: Cr = C4 /3Q3 = 4． 53nF，Ｒ5 = Ｒ6 = Ｒ7

= 1 / ( 2πf3C f ) = 7． 026kΩ，取 Ｒ5 = Ｒ6 = Ｒ7 = 7． 15kΩ
( 1%精度) ，C5 = Cr /3Q3 = 0． 933nF，取 C5 = 0． 91nF。

给截止频率为 5kHz 的滤波器施加幅度为 1V
的模拟信号激励源。采用 PSpice 软件仿真一阶、二
阶和五阶低通滤波器的衰减陡度，仿真结果如图 4
所示［3］。

图 4 低通滤波器衰减陡度

通过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为

5． 06kHz，在通带内输出增益基本没有起伏，衰减区

的陡度达到 100dB /dec。为了防止频率特性出现凸

峰，使运放的输出出现饱和，设计电路按 Q 值由小

到大的顺序排列。我们选取运算放大器 OPA340，

输入 1V 正弦信号，实际硬件电路输出电压 Vout扫频

实测结果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如表 2 所示。
表 2 Vout 测量结果

信号源 f 仿真结果( V) 实测结果( V)

500Hz 1 1

1k Hz 0． 99 0． 98

3k Hz 0． 99 0． 96

4k Hz 0． 96 0． 92

4． 89k Hz 0． 74 0． 71

5k Hz 0． 71 0． 63

10k Hz 0． 032 0． 022

50k Hz 10μV ＜10mV

4) 噪声分析

五阶有源低通滤波器信号源输出幅值为 1V，频

率为 500Hz 的正弦波，直流偏置为 1V。在信号源上

叠加频率为 10kHz 幅度为 40mV 的噪声激励。通过

仿真的滤波器输出波形如图 5 所示。由图可见，波

形中大部分噪声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图 5 滤波器消除噪声仿真波形

我们现用 PSpice 软件中噪声分析模块分析电

路中等效输出噪声。在参数设置端口设置图 3 中独

立电压源 V3 为计算等效输入噪声的位置，对五阶

滤波器的输出 Vout5 做噪声分析，每隔 40 个点频输

出，电路中每一个噪声源在输出节点处产生的噪声

分量大小，同时给出输出节点处的总噪声均方根值

以及输入等效噪声的大小。噪声分析输出波形( 包

括局部放大图) 如图 6 所示。由图可见，有源低通

滤波器能有效消除截止频率附近叠加在信号源上的

噪声，能够实现采集电路中抗混迭滤波的功能。
( 下接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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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 软件的操作与应用，由可视化的场图直观地

了解静电场，并通过后处理计算电极单位长度电容，

得到的值与模拟测量结果基本相同，验证了仿真计

算的正确性。

4 悬浮导体电位的分析

我们的进一步实验可以将数值仿真计算运用于

小型工程问题的抽象模型中，如悬浮导体电位边值

问题。带悬浮导体的同轴圆柱如图 4 所示，其等效

电路图示于图 5。求解方法可采用等效介质法和电

路分析法。前者已在文献［1］中介绍过，现在重点

讨论电路分析法的分析步骤。
( 1) 用 ANSYS 宏定义法计算出:

C10 = 1． 54 × 10 －9 F，C20 = 2． 04 × 10 －9 F，C12 =
5． 68 × 10 －10F。

图 4 带悬浮导体的同轴圆柱 图 5 电路图

( 2) 由图 5 的电路算出的 U20即为悬浮导体的

电位，其表达式为

U10 = U12 + U20

U20C20 － U12C12 = }q ( 3)

其中，q = 0C ( 当悬浮导体表面有电荷时，则其

值为规定电荷量) ，计算得 U20 = 2． 18V。可见它与

等效介质法所得值相同。

5 结语

我们通过对恒定电场( 静电场) 等电位线绘制

实验的改进，加入单位长度电容的测量与计算，模拟

实验与数值仿真相互验证，以及引入悬浮导体电位

的计算，完成一套完整的边值问题实验群。学生通

过实验，不仅能更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能提

高动手能力; 加入的软件操作还能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并提高计算能力，大大改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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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静电场问题［J］． 北京: 电工电能新技术，1998，( 2)

［3］ 崔翔． 应用有限元方法计算含有电位悬浮导体的电场分布

［J］． 北京: 华北电力学院学报，1995，22( 2)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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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北京: 电气应用，2006，25( 2) : 19-21．

( 上接第 61 页刘 鑫等文)

图 6 输入输出等效噪声电压波形

3 结语

本文应用 PSpice 软件对有源低通滤波器进行

设计仿真，使学生更加理解滤波器在数据采集电路

中承担的角色和作用，以及电路参数对滤波器性能

的影响。我们把这些仿真实践引入到课堂教学中，

在课程设计环节当中首先进行理论计算，通过电路

仿真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再进行硬件电路制作，提高

了学生的主动思考的积极性及实际动手能力。通过

实践证明，通过采用 PSpice 中提供的丰富的器件模

型和仪器仪表辅助模拟电路分析，能有效帮助学生

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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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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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