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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creat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is to have innovative talents, and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is a major issue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solve 

urgentl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undergraduate of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s the main subject, 

carries out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robot course based on "Theory 

Guidance - Interest Enhancement -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and explores the training mode of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The expect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to improve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during the course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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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创建创新型国家，关键是拥有创新型人才，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是高等教

育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以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本科生为主体，开展了基于

“理论引导-兴趣提升-科研实践”的机器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探索高素质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以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 

1．引言 

创新，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进入21世纪以后，科技创新更是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灵

魂，深刻地改变着人类文明的基本构成和核心理念，作为科技创新活动主体的创新型科技人

才的培养，也因此成为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时代性课题。作为肩负我国人才培

养重任的各大高等院校，也在不断进行适应我国国情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1]。 

我们认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高等学校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应该致力于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通过教学模式和方法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激发

学生创新思维和投身科研的兴趣，继而进行科研实践达到循序渐进提高创新及实践能力的目

的。 

以机器人实践为目的的设计、操作、编程等技术，涉及多领域的前沿技术集成，具备成

为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平台的条件[2,3]。在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引入基于机器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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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机制，改革课程教学内容是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的关键所在[4,5]。 

为此，我们以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学生为实施对象，以《机器人学导论》、《机

器人控制工程》、《工业机器人》以及《工业应用机器人技术分析》等一系列机器人课程为

试点，开展了基于“理论引导-兴趣提升-科研实践”的机器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通过机器人实践这种形式可使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通过培养学生亲手

操作、控制及规划一台实际机器人运动的能力，将培训、设计、制作、调试与其涉及到的自

动化专业课程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实践融入到课本知识的传授中，把多门相关学科有机的结

合起来，以此达到对专业课程进行改革和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目的，增强学生的设计能力、

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跨专业的综合应用能力，从而最终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就业力。 

2．基于机器人实践的机器人系列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智能机器人融合了机械、电子、自动控制、传感器、计算机软硬件和人工智能等众多先

进技术。日本是世界上机器人教育水平和机器人文化普及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日本，不

仅每所大学具有高水平的机器人研究和教学内容, 且每年举行多种不同档次的机器人设计和

制作大赛, 通过大赛培养了大批机器人技术研究和应用人才, 使日本的机器人技术走到了世

界前列。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了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许多著名的高

校也相继出现了以培养学生为目的的机器人实践活动，如机器人实验课程的设立，机器人工

厂参观学习以及组织一系列的机器人竞赛，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一种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与

前沿研究相结合的生动形式。相比国外高校，我国高校在机器人实践教学和创新能力培养方

面存在只是结构不合理、实验教学薄弱和创新性实践内容不足等问题。 

考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开设了《机器人学导论》、《机器人控制工程》、《工

业机器人》以及《工业应用机器人技术分析》等一系列必修和选修类机器人课程，适合于作

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综合性平台。因此，自动化学院讲授上述相关课程的教师以这些课程

为试点，以创新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中心，研究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设计

了基于“理论引导-兴趣提升-科研实践”的机器人课程一条龙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以多样

化的理论知识为引导，以提升学生研究兴趣的各类实验和科研案例为支撑，以科研实践和创

新创业训练为平台，以期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使之真正成为素质高、能力强的

创新拔尖人才。 

3．基于“理论引导-兴趣提升-科研实践”的机器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针对机器人系列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是基于机器人实践开展的。机器人操作与控制活动

几乎涉及到自动化专业的全部专业课程，包括：电路、电子技术、控制理论、单片机、DSP、

传感器、计算机语言、计算机控制等等。机器人实践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要把握总体设计

方案，再进行合理分解，变成一个个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分别解决，使学生全面掌握与机器人

操作控制等相关的知识，并有目的地提高自己在某方面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策略方案

分析中, 锻炼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具体设计和调试中, 综合运用各门课程

知识, 提高工程实施的能力。使学生把课程理论与机器人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提高学

生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协作能力和综合能力。 
 

3.1  基于“理论引导—兴趣提升”的机器人理论教学 

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是理论联系实际，机器人基础理论仍然是机器人系列课程课堂教学

的主要内容，但任课教师采取了新颖的呈现方式，深化课堂教学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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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教学内容中要扩展机器人领域的先进基础理论 

考虑到自动化专业知识更新快，专业课程易出现知识老化，滞后于新理论发展的现象，

机器人系列课程的授课教师采用国际上公认的高水平教材，并以网络互动教学作为互动交流

平台，下载斯坦福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大学的机器人专业的优秀课件、课堂视频以及实验

视频，以此为基础结合国外高水平大学的教材，合理规划教学内容，推陈出新，保证课程教

学内容的先进性。这种做法一方面以先进专业基础理论为引导，促进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学

习和掌握；另一方面，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课堂及实验视频可以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和

热情。 

（2）教学内容要增加实践性教学内容及相关实验的比例 

一方面，在机器人系列课程的教学中，授课教师从自己所完成的、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

实际科研项目中抽取能够体现机器人理论与应用的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作为课例，采用案例

式、互动式教学手段与学生一起分析和研讨，理论充分联系实际，帮助学生对知识点的消化

吸收，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带着高涨的热情学习，有

利于对机器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理解。 

另一方面，授课教师在课程中增加上机编程、实机试验、机器人操作等实践环节。编写

机器人实践教学手册，通过讲授机器人操作与控制的相关知识，加深学生对专业课程课堂教

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在相关专业课程中。结合课程特点和已有实验设备开发与机器人实践

相关的实验项目，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这些实验教学环节的扩充，让学

生在亲自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进一步巩固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对

工程实践有了初步的认识。 

此外，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机器人系列课程的授课教

师在全院开展机器人实践的宣传活动，开展机器人讲座，介绍机器人操作、控制的过程与相

关专业知识的联系。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点燃学生创新思维的火花。 

3.2  基于“科研实践”的机器人实践教学 

与传统的以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为目标的课程不同，机器人实践具有实践性强、探索性

强、应用性强和综合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大学生迅速接触前沿研究，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专业素质。 

机器人系列课程的授课教师均来自于自动化学院的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研究所，授课教师

结合研究所现有的机器人设备，积极开展基于“科研实践”的机器人实践教学，具体措施与

举措如下： 

（1）组织学生参观具备工业机器人设备的工厂及企事业单位，让学生了解机器人在实际

工程中的应用过程； 

（2）前期授课教师已经从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研究所的众多已完成的机器人项目中，选择

了难度适中的科研课题作为具有实际工程背景的课例补充到了课堂教学中，在此基础上授课

教师针对这些工程课例构建实验环境，让学生对这些课例进行复现，对学生进行基本科研素

质和实践能力的熏陶； 

（3）授课教师利用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研究所现有的机器人研究平台，面向大一到大四的

学生，组织学生进行科研立项、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 

（4）授课教师从研究所的在研科研项目中选择难度适中、有助于综合能力培养的科研课

题，选拔优秀本科生参与科研，与课题组的硕士、博士及相关教师共同攻关。在实施过程中

注意所选的科研问题的难度要适中，并适时点拨，对学生编程能力、动手能力、科研能力、

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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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授课教师以所在的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研究所为依托，创办了“机器人与智能控制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协会”，吸纳有潜质的本科生积极参与科创活动，通过竞技类比赛锻炼创

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4．结束语 

以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的机器人系列课程为例，开展了基于“理论引导-兴趣提升

-科研实践”一条龙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和实践探索，试图利用课程教学的新模式和新方

法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科研热情，并通过科研实践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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