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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研究#
编者按: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 共产党 第十七次 全国代 表大会 上指出: 要 / 发展远 程教育 和继 续
教育, 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0 。工程硕士这一 新型的高 等教育形式 适应时代发 展
的需要, 正以顽强的生命力高速、健康地发展, 目前全国已形成 4 万 多人的年招生规模, 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近 年来 工程硕 士教 育工作 者在 新形势 下如 何将 工程 硕士 教育 引向 深入,
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及国防现代化 建设服 务方面 进行了 积极的探 索和实 践, 取得了 一批很 有价值 的
研究成果。本栏选择部分研究成果刊发, 以资交流。
( 本栏稿件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提供)

依托全军军事训练网提高工程硕士培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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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外军网络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分析了我军依托全军军事训 练网加强远程

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介绍了国防科技大学依托全军军事训练网 建设网络资源和网 络课程, 以及依托全军
军事训练网开展工程硕士课程教育情况, 提出未来依托全军军事训练网加强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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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职 业特 点, 对 在职 攻 读研 究生 学 位的 军 人而 言,
/ 确定时间、确定地点0 的学习深造常常 难以实 现。随着国

海军 研究生院和美国空军 理工 学院 是美军 主要 高层次 人才
培养 机构, 提 供硕士 学位 到博士 学位 的研究 生教 育。美国

防现代化、信息化建 设的 不断 推进, 我军 研究 生教 育的发
展对远程高 等教育提 出新 的要求, 网络科 技的 日新 月异也
为远程高等 教育 提供 了技术 支持。因 此, 充分 利用 远程高

海军研究 生院, 是 美军研 究生 教育 最高学 府, 据统 计, 海
军中 有 80% 以上获得高 级学位 的军官 毕业于 该院。由 于美
国海军基地 和舰 队遍布 世界 各地, 长 期以来, 海军研 究生

等教育手段 发展我军 研究 生教育, 对提升 我军 军官 学历层
次、改善知 识结构、提 高军 队战 斗力十 分关 键, 是信 息时
代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有力举措。

院致力依托远程 教育 加强研 究生 培养, 在 各种 培养计 划中
大量采用远 程教 育技术, 广泛运 用网 络技术、 视频远 程教
育以及现场指导 等手 段, 在美 军及 盟军的 高层 次人才 培养
中取得显著成 效。目 前美军 正在对 ADL 的学 习效果 进行评

一、外军网络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美国军方将用于军队 院校教育 的远程 教育称 为高级 分

估, 为今后的 大规 模发展 提供 依据。同 时, 美军 正加 紧实
施 T2 计划, 准备提供更加有效的网络高等教学系统。
1997 年, 俄军结合 国家 远程教 育的 实施, 成 功地 将军

布式学习 ( 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 ADL) 。在 1997 年美军
开始实施的国防教育培训现代化的战略中, ADL 是美军院 校
高等教育转型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 年, 据美国 华
盛顿总部现役人员信息统计报告和防卫力量数据中 心的统计

队远程教育 纳入 其中。近 年来, 俄 军各院 校加 强研究 生层
次的网络高等教 育的 发展, 充 分利 用和推 广现 代化教 学手
段, 发展网络 教学、多 媒体教学和虚拟技术教 学 / 三合 一0
的远程教育模式。 日军主 要的 高等 军事院 校机 构是防 卫研

数据显示, 利用远程教育进行学习的潜在现役军人 几乎和美
国全部现役军人 数量相等。2003- 2004 年美国国防部在中 高
级任职学校有约 39000 名学员, 招收的大部分学 员都是非 住

究所 , 是日本 防卫厅 的教 学科研 单位, 担 负的 任务是 培训
高层次自卫队军 官及 其它文 职官 员。日军 防卫 研究所 从上
世纪 90 年代 初就 开 始利 用远 程 教育 加 强防 卫研 究 生 的培

校生, 约占 90%。美国现有 21 所军事院校和 43 所公立大学为
美军开办互联网远程教育, 参加学习的官兵多达 50 多万人。
现今美 军具 有各 类正 规军 事院 校 120 所 , 其中, 美国

养, 并利用网络课 程支持 其在 美国 驻训的 空军 飞行员 的培
训和进 修。英 国国 防 部 于 2002 年、加 拿 大国 防 部 于 2004
年, 分别与美国签 署了成 立高 级分 布式学 习研 究和开 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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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验室的 工作协议, 旨在加 强为 军人与 文职 人员 提供包
括研究生层 次的各种 远程 高等教 育机 会。瑞典 为大 力发展
远程高等教育, 专 门成 立了由 各军 种和瑞 典军 事学 院代表

网络课程建设情 况和 部队实 际需 求, 已在 部分 单位开 始依
托全 军军事训练信息网开展教学的试点。
以航天工 程专 业工 程硕 士班 为例 , 从 2005 年 底开 始,

组成的国防 远程教育 指导 委员会, 并授权 瑞典 军事 学院从
总体上负责管理全国的高层次国防远程教育计划。

部分 课程依托全军军事训练信息网先后开展 教学试点 工作。
学生通过网 络下 载教学 大纲、教 学进 度安排、 电子教 材和
多媒 体课件, 师生利 用军 网邮箱 开展 布置和 解答 作业、辅

二、依托军网加强军队研究生培养的必
要性与可能性

导答疑等互动教 学。这些 专业 课程 的教学 总结 和工程 硕士
班的调查反 馈表 明, 学校 教学网 络平 台功能 全面、专 业网
络课程总体质量 较好、电 子教 材和 多媒体 课件 制作总 体水

目前, 国防科技大学招收军队 学历研究 生班和 工程硕
士班主要来 源于全军 部队, 这 些军 队学历 研究 生班 和工程

平较 高, 利用 军网开展网络课程教学具有可行性。

硕士班的学 生以连营 职军 官为主, 基本都 是各 单位 的基层
主官、技术骨干和后 备培 养干 部。在当前 军事 科研 和训练
任务紧迫的情况下, 要求他们拿出大量时 间集中脱产 学习,

四、依托军网加强远程高等教育的改进
措施

在现阶段是 有难 度的。在 这样 的情况 下, 考虑 依托 全军军
事训练信息网加强军队研究生培养, 是一种可行的思路。
全军军 事训练 信息 网 ( 简称 军网) 是 依托 国防 通信设
施, 为军事训练、教 学科研 及管 理服务 的, 独立 于 Internet
的专用计算机信息网 络系统。它 具有 与国 际互联 网 ( Internet) 完全物理隔离、安 全可 靠、网 速快 捷、信息 全面 等特
点, 既是我军信息化 建设 已经 取得的 重要 成果, 也 是我军
未来深化信息化进程的主 要依托。与 Internet 相 比, 军事训
练信息网上的大部分信息资源是经过筛 选的, 与教学 科研、
军事训练密 切相关的, 为依托 军网 加强军 队研 究生 培养提
供了可行性。

三、国防科技大学网络课程与教学实践
( 一) 网络课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国防科技 大 学作 为直 属 中央 军委 领 导的 综 合 性大 学,
承担了较多 的军队学 历研 究生和 工程 硕士培 养任 务。为充
分利用全军 军事训练 网对 全军的 联结 和辐射 , 积极 发挥远

虽然我们在网络课程建设和远程 教育实 践取得 了较大
成绩 , 但在这 个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和不足:
( 一) 教学 网络平台功能有待改进
教学网络平台是基于 国外 先进 商业网 络教 育平台 建设
的, 虽然总体 上功能 强大, 但 由于 我国特 别是 我军高 等教
育具有一定 特殊 性, 同时, 全 军军 事训练 信息 网和学 校的
园区 网的网络软硬件特性 也与 国外 商业网 络教 育平台 所考
虑的国际互 联网 有很大 差异。因 此, 教学 网络 平台功 能还
需要 根据全军军事训练信 息网 和学 校的园 区网 的网络 软硬
件特 性、根据 我军远程高等教育的实际需求做进一步改进。
( 二) 网络课程质量参差不齐
虽然网 络课 程都参 照 5 网 络课程 技术 规范6 和 5 网络
课程及课程网络教学 建设 标准6 等文 件进 行建 设, 但 由于
课程 特点、制 作质量、教 师水 平及 其重视 程度 等因素 的影
响, 网络课程 质量参 差不 齐, 少数 网络课 程的 电子课 件仅
仅是教材电子版, 素材的 丰富 性和 课件的 交互 性还有 待提
高。因此, 还需 要进一 步采 取措施 加强 网络课 程监 管, 提

程教育手段 在军队研 究生 培养中 的作 用, 国防 科技 大学十
分重视网络课程建设。目前, 通过构建网 络课程建设 平台、
加强电子课 件制作培 训、网络 课程 与电子 课件 质量 评比等

高网 络课程建设整体水平。
( 三) 在线辅导与评测等互动教学有待改进
由于教学网络平 台缺 少即时 通讯 功能, 因 此, 在 线讨
论、在线辅导和在线测 试等互动教学在线阶 段还难以 展开。

措施, 已经在 理学、 工学、 军事 学、管 理学 、经济 学、哲
学、文学、教育学、法学、历史学 等 10 个学 科门类 的所有
本科专业和 部 分研 究生 专 业的 主干 课 程建 设了 网 络课 程,

远程 教学实践中还主要停 留在 利用 军网邮 箱开 展布置 和解
答作业、辅导 答疑 等离线 式教 学阶 段。另外, 虽 然多 数网
络课程已经开发 了题 量较大 的试 题库, 但 由于 教学网 络平

构建了开展远程教育和网络教学的良好基础。
( 二) 网络课程建设的标准和规范
为保障网络 课 程建 设质 量, 加强 课 程建 设 过 程监 管,

台功 能局限, 尚无法提供随机题库的在线测试功能。

学校制定了 5 网络课程技 术规 范6 和 5 网络 课程 及课 程网
络教学建设 标准6 等 文件。文 件根 据建 设计 划将 网络 课程
建设过程按 标准从低 到高 的顺序 分为 四类, 这 四类 个阶段

[ 1]

分别对应不 同的建设标准。其中, D 类 课程为 最低要 求, A
类课程为最 高要求。所 有课程 均应 在学校 网络 教学 平台上
开设对应课 程。新开 课程在 开课 当年应 达到 D 类 标准; 实
践课程最终建设标准不得 低于 C 类标 准; 讲授 课程 最终建
设标准不得 低于 B 类标准; 重 点建 设的课 程在 建设 项目结
束时应达到 A 类标准, 即建成完全的网络课程。
( 三) 工程硕士网络课程教学实践
目前, 国防科 技大 学招 收来自 各总 部、各军 兵种 和各
军区的工程 硕士 班数 量较多。 在这些 工程 硕士班 中,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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