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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design being an important practice teaching link in engineering specialty
training progra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theory to practice. The teaching
mode of project-driven integrated curriculum design i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aking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the curriculum integration, project
desig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ment methods are discussed. Several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project-driven integrated curriculum design around real project organization
teaching,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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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设计在工科专业培养方案中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能力的重要途径。以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为例，研究了项目驱动式综合课程设计的教学模式，

探讨了课程综合、项目设计、项目实施及考核方法。几年的教学实践表明项目驱动式综合课程

设计围绕真实的实践项目组织教学，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引言

课程设计在工科专业培养方案中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占很大比重。课程

设计是训练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重要途径，多年来在工科专业的

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大多数课程设计仍停留在验证基本原理阶段，这类设计与实

际联系不多，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欲望，教学效果不够明显，难以充分发挥课程设

计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作用。

项目驱动式教学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是教育领域中的一种比较新的教

育教学方法，较好地解决了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融知识、能力、素质教育为一体，

适合在应用性、实践性强的课程教学中采用，是培养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人才一条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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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墨西哥克雷塔罗一所大学的自动化学院将项目导向法应用于“电力电子与电机驱动”课程
[1]，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提高了学生综合能力。文献[2]根据作

者的观察和学生的反馈，讨论了PBL(Project-based learning)基于项目学习法在电力工程专业课

程教学中应用的背景和优点，断言PBL在专业课教学中，既可以使学生获得专业知识又可以获

得通用的专业技能。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在“电力电子和驱动”课程中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

使学生获得了动手实践的机会，提高了学生的产品开发、自主学习、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能力
[3]。项目驱动式作为研究型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国外先进教学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欧美

大学中大量课程是以项目驱动的研究型课程。

国内高等教育在开展项目驱动、研究型教学方面起步较晚，我们无论在教学理念、过程及方法

上，与国外大学相比都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

要(2010 ~ 2020)》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和企业对自主设计研发人才的需求，高等学校正

在逐步转变教育思想，重新定位教师角色，由此对研究型教学、项目驱动、讨论式教学的研讨

和探索成为教学改革的热点。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分析项目驱动式教学现存问题的基

础上，在产品设计系列课程中进行了教学改革，实施了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培养了企业急需的

大量工业设计相关人才[4]。徐凯用一个完整项目贯穿“C程序设计”课程的所有教学内容，将项

目开发与课程教学交叉融合，相辅相成，从而实现“C程序设计”的教学目标[5]。钟增胜和许江

研究了项目驱动式教学特点，给出了实施项目驱动式教学的策略，并在“商务网站建设与维护”
课程进行了实践。实践结果表明这种方法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的系统分析能力、设计能力、编程

能力、测试和维护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文档书写能力，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6]。有些

大学将项目驱动式教学应用于“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课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在实践基础

上，洛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的郭雪峰对项目驱动式教学与传统式教学进行了比较，给出了项

目驱动式教学的四个特点，并分析了影响项目驱动式教学在实践中实施效果的因素。广东海洋

大学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解决了机械类专业在校学生知识学习

与实践能力培养的脱节问题[8]。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杨奎武等对项目驱动式教学方法在“微机

原理与应用”课程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给出了项目驱动式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探讨

了项目驱动式教学对教师能力的需求[9]。刘波在研究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基础上，针对项目驱

动式教学所需具备条件和要求，在不同专业计算机课程中采用了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总结了

经验，并指出了教学中的不足[10]。刘韵旋分析了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的特点，给出了项目驱动

式教学模式的基本流程，指出了实施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11]。江西

理工大学将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测控专业实践教学中，强化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

能力、工程意识以及科研开发能力，同时提升了教师的科研能力[12]。

综上，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具有的几个特点为：(1)以教学项目为主线来组织教学内容；(2)以教

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3)自学、互学与教师指导相结合；(4)多元化评价方式。

影响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实施效果的因素有：(1)教学项目的质量；(2)教师的专业水平及跨学科

的综合能力；(3)学生的思维模式和学习习惯；(4)教学评价方案。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是一种研究性教学方法。该教学

方法具有启发性、实践性，能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和学习信心，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参与性以

及团队协作精神，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自学能力和创新思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值得推广。

2. 课程综合方法

综合课程设计是在传统的、对单一课程开展独立的课程设计基础上，按着专业知识结构把多门

相关紧密的课程交叉融合，让多门知识交相呼应进行综合训练而形成的一种新思维定势的宽口

径训练的课程设计。综合课程设计能够对学生进行真全面的系统性训练，从而培养学生综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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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提高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以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为例说明课程综合方法。“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培养的学生应掌握测量

系统科学构成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应用技术，其中信息流传输过程中的信息获取、转换处理、传

输和控制已成为测量系统构成的核心技术基础，它包括传感技术、测控电路、光电检测技术、

计算机控制及系统、精度分析等，将与这些知识相关课程内容综合在一起，构成以信息流为导

向的课程群。而综合课程设计融合了课程群的内容，依据工程背景设计和构建测量某种物理参

数的测量系统，实现从信息获取、信息采集与变换、信息转换与处理、信息传输、信息控制、

信息输出与显示等全过程。

3. 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

驱动式综合课程设计围绕真实的实践项目组织教学，学生在项目驱动下通过查阅资料，完成项

目总体方案设计、硬件电路设计、软件程序设计，直至完成项目。项目的设计要根据专业特点

确立真刀真枪的工程训练目标，如测控专业以瞄准被测物理量构建具备基本功能的测量系统为

项目，把所学知识、工程背景、社会需求、动手能力、分析论证等融为一体。用项目和任务引

导多门知识的贯通和有机结合，不断提出工程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紧密结合工程实践提

高学生应用已学知识的能力，让学生学有所用。学生在这样的工程化教学过程中，不仅完成测

量系统各部分设计，而且还要把设计的方案付诸实践，制作出实物，完成系统测试并给出误差

分析。这样的教学过程不仅仅使学生提高动手能力，重要的是通过动手实践，使他们学会很多

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并强化学生的工程意识，培养它们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

神。

4. 项目驱动式综合课程设计的实践

4.1 项目设计

项目的设计要以教学内容为依据，确保能与所学内容紧密结合，以使学生较为系统地掌握知识；

同时，项目应依据实际工程背景，贴近实际工程的应用，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在教学实践中，

我们以信息流为主线展开教学，把相关知识点贯穿在所设计的综合课程设计项目中。按被测物

理量确定测量系统，如位移测量、速度测量、质量测量、温度测量、转速测量等；也可以按传

感器来确定，如应变式位移测量、电感式位移测量、光电式速度测量、热电偶温度测量、热电

阻式温度测量、应变式质量测量与磁电式转速测量等。结合实验室条件尽可能多地设计出不同

层次的教学项目，可以实现分层次教学。我们设计了12个综合性课程设计项目，这些项目具有

不同的难度系数。学生每三人为一个组，每个组根据兴趣爱好及能力选择项目，这样可以使每

位学生得到最适合的训练和提高。

4.2 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包括总体方案设计、精度设计、传感器设计、转换电路设计、放大电路设计、数据采

集系统设计、单片机系统设计、键盘与显示系统设计、相应软件设计以及各部分电路的仿真；

根据给定元器件安装、调试各部分硬件电路及程序；测量系统的标定及误差分析。传感器的类

型不同，其输出信号要求的转换电路、放大调理电路也不同；被测参数不同，所要求的测量系

统也不同。针对不同的项目，具体设计内容也不同。

4.3 实施方案

项目驱动式综合课程设计的总体方案设计、硬件电路设计、软件程序设计、焊接、调试以及测

试的全过程，都由学生自主完成，教师负责指导、答疑。指导教师在课程设计开始之前，将课

程设计整体任务分解成若干小的阶段任务，并准备好所有项目需要的电子元器件等材料、工具、

实验仪器。每个小组按阶段进行设计，上个阶段任务完成才能进行下个阶段任务，理论设计验

收通过才发给电子元器件等材料进行焊接与调试。这样的管理使学生按阶段循序渐进完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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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防止学生拿到项目感到无从下手，或由于开始设计的方案、电路等出现原理错误导致实物

调试不出来的后果。

4.4 考核方法

考核在学生学习中起到促进、鼓励、区分评价的重要作用，因而我们必须重视综合性课程设计

中的考核工作。项目驱动式综合课程设计的考核改变传统的以设计报告和答辩考核方法，采用

过程考核与终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过程考核，实现对学生课程设计全过程的考核。

指导教师通过每天的检查、指导以及阶段考核，可以了解每一位同学在课程设计全过程中的表

现与能力，并由此给出合理评价，实现侧重能力考核。

过程考核包括出勤成绩与阶段成绩，终期考核包括报告成绩和答辩成绩。四部分成绩综合就得

到每位学生的总评成绩。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10%、各阶段成绩70%、报告成绩10%和答辩成

绩10%构成，可以反映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能力。过程考核是在课程设计过程中进行的，指导教

师考核的是每一个阶段学生完成的结果，非常直观。这种客观、公正的考核也激发了学生主动

学习的热情。

5. 结语

项目驱动式综合课程设计的改革在我校测控专业已经进行多年，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由于

项目驱动式综合课程设计不仅融合了测控专业相关的多门课程内容，而且还将理论与实践有机

结合起来，给了学生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总结这几年的项目驱动式综合课程设计，得出如下结论：

1.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 增强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3. 提高了学生的科研写作能力；

4. 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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