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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国内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的特点 及发展 概况, 结合 我校实 际, 对有我 军特色 的专
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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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asurement & Control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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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ral development of the measurement & control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 specialty are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our university, the integrated optimization of specialized curriculum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army is resear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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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特点及国内发
展概况

和专长也各不相同, 培养方案各有侧重, 有的侧重于精密机
械, 有的侧重于光学仪器, 有的侧重于电子信息。
近年 来, 各 大 高校 , 如 天津 大 学、哈 尔 滨工 业 大 学、
清华 大学、重 庆大学、东 南大 学等 高校测 控技 术与仪 器专

随着科 学技术尤 其是 电子信 息技 术的飞 速发 展, 仪器
仪表的内涵 较之以往 也发 生了很 大变 化。其自 身结 构已从
单纯机械结构或机电结 合或机 光电 结合的 结构 发展 成为集

业在改革传统 培养模式, 以培养适应新时代 需要的厚 基础、
宽口 径、复合 型、创新型 高级 工程 技术人 才等 方面进 行了
有意义的 研究和 探索。比 如, 在制 定培 养方案 时, 突 破传

传感技术、计算机 技术、电 子技 术、现代 光 学、精密 机械
等多种高新 技术于一 身的 系统, 其 用途也 从单 纯数 据采集

统仪器仪表学科 的限 制, 构建 涵盖 多种技 术领 域的复 合型
测控领域技 术体 系; 在优 化整合 课程 体系方 面, 重新 确定

发展为集数 据采 集、信号 传输、信 号处理 以及 控制 为一体
的测控过程。特别是进入 21 世 纪以来, 随着 计算机 网络技

主干课程, 打 破原 有学科 内容 划分, 调 整专业 基础 课、专
业课 , 加强信 息类以及计算机和控制方面的课程。

术、软件技 术、微纳米 技术 的发 展, 测控 技术呈 现出 虚拟
化、网络化和微型化 的发 展趋 势, 从而使 仪器 仪表 学科的

我院于 2002 年对原有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生培养
方案进行了修订, 之后又对培养方案开展了研 究与探讨。基

多学科交叉及多系统集 成而形 成的 边缘学 科的 属性 越来越
明显。21 世纪的仪 器仪表 学科 是集机、 光、电、自 动控制

本上建立了光、机、电相结合, 以电子信息为主符合我军人
才培养需求的、具有我校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但面对军队

技术、计算机技术与 信息 技术 多学科 相互 融合、相 互渗透
而形成的一门高新技术密集型综合学科。

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挑战 和机遇, 我们还必须吸收和融合
测控技术与仪器的最新 成果, 在原有人才 培养体系 基础上,

国内设有 仪 器仪 表专 业 的高 校 数量 近 十年 增 加 较快,
1996 年以前有 30 余所, 1997 年有 80 多所, 截至 2006 年 4 月,

适当整体优化某些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设置, 加强电子信
息控制类课程以及综合能力 培养的内容, 进一步拓宽学科专

已达 181 所。由于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涵盖了原来 11 个仪器
仪表类专业, 目前各个高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 发展途径

业领域和服务范围, 更加突出自身学科特色。这对于形成有
我军特色的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 培养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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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素质、适应我军未来作战需要的新型测控技术 与仪器技
术人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课程体系整体
优化的原则与要求
在制定我校特色的测控技术与 仪器专业 人才培 养方案
中, 应遵循以下原则: 贯彻落 实科 学发展 观和 履行 我军新
的历史使命 要求, 体 现时 代性 和创新 性; 依据 总部 关于人
才培养的有 关规 定, 体现 规范 性和阶 段性; 发 挥学 校人才
培养的优势, 体现基础性和特色性。
根据这些原 则, 在整 体优 化本专 业课 程体 系时主 要强
调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更加注 重学 员的 全面发 展。将过 去以 注重知 识教
学体系为特 征 的教 学计 划 拓展 为以 注 重综 合素 质 为特 征。
根据人才的 知识、能 力和 素质 结构要 求, 使各 课程 体系之
间结构完整 有序, 课 程系 列间 互为支 撑和 补充, 并 与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 总第 148 期)

知识 面; 改 造 / 检 测与仪 表新 器件0 课 程, 增选 测控 专业
和电 子专业的选修课程, 综合利用校内教学资源。
( 三) 加强实践教学的力度
根据测控技 术与 仪器的 发展 趋势, 借 鉴国外 名牌 大学
以及国内重点大 学实 验室建 设的 经验, 从 全面 培养学 员的
实践能力出 发, 在 原 理 验 证实 验、 演示 实 验、选 修 实 验、
综合 实验等四个实验层次 上加 强测 控技术 与仪 器专业 的技
术基 础实验室建设。
( 四) 通过课程的调整与重组, 进一步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如保留 / 传感 器原理0 、 / 传感 器与自 动检测0 与 / 计
量技 术0 课 程, 大 幅度改 造 / 智 能仪 器原理0 与 / 现 代测
试 系统0 课 程, 将 / 智 能仪 器 原 理0 改 为 / 现 代 仪 器 设
计0 , 并对原课程的内容进行较大幅 度挑战, 增加 些实践内
容; 将 / 现 代测 试 系统0 课 程, 过 渡 为 / 现 代 测 控 技术0
( 或 / 数字化测控技术0) 或相近课程。 在课程 时间安排 上,
因为许 多 测 试相 关 的 课 程设 计 到 了 误差 方 面 的 知 识, 把
/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0 提前。

生培养方案统筹考虑, 做到上下贯通、紧密衔接。
二是主体性原 则。以学 员为教 育的 主体, 注 重因 材施
教和创性能 力的 培养, 课 程安 排上进 一步 压缩学 时, 加大
选修课的内 容与范围, 注重培 养学 员的动 手能 力并 采用多
种教学方法。
三是专业课 程体 系建 设适应 创新 人才的 培养 要求, 进
一步加强学 员创新精 神和 实践能 力培 养。显著 加强 实践教

四、专业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的整
体优化建设
( 一) 课程体系框 架
课程建设是 学科 建设和 教学 改革的 核心 内容, 是 提高
教学 质量的重要环节。构建的课程体系框架如图 1 所示。

学环节, 加 强综合 型实 践教学、 规范实 践教 学的 要求; 加
强创新氛围 营造, 把课 外军事 科技 文化活 动和 学术 讲座纳
入课程体系进行同一设置。
四是更加重 视教 学内 容的时 代性、先 进性 和课程 体系
的系统性。
五是立足学 校和 学院 的实际, 尽 量反 映本 专业的 测控
技术和仪器技术。

三、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方案
在现有专业课 程体系 的基 础上, 我 们本 着系 统性、基
础性、主体 性、先进 性、特色 性的指 导原 则, 进 一步 进行
课程体系的 整体 优化 建设。通 过精选 经典 教学内 容, 充实
测控技术与 仪器的最 新发 展成果, 增加多 学科 交叉 渗透形
成的新技术、新理论, 反映当 代测 控技术 发展 特征 的课程
或内容。
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调整本专业的学科基础课
进一步确定主 干课程, 调整专 业基 础课, 加 强信 息类
的课程。如 在机、电、光 基础理 论方 面抓 住主干 专业 基础
课, 并做适 当的内 容调 整, 削减 机械类 课程 的比 例, 强化
数理基础, 而增加光 信息 类方 面的专 业基 础课, 如 嵌入式
系统等课程。
( 二) 重组某些专业课
如将 / 传感器 原理0 、 / 传感 器与自动 检测0 与 / 计量
技术0 课程的部分内 容根 据各 自的 侧重 不同 进行 整合; 将
/ 智能仪器原理0 与 / 现代测试系统0 课程的重 叠或相近内
容进行 整合; 增 加 / 激 光检测0 课程 的内涵, 扩大相 关的

图 1 课程 体系框架
其中专业的 学科 基 础课 程 分为 三 个 系列: 测控 系 列、
电子与计算机系 列和 机械系 列。专 业课程 包含 有传感 器的
原理与应 用、测 控技 术 与仪 器 以及 系统 设 计方 面的 课 程。
要求学员通 过课 程的学 习, 掌握 扎实 的电路 理论、电 子技
术、信号系统 、计算机 方面的基础知识, 并 在传感器 技术、
自动检测、智 能仪 表、计量 技术、激 光检测 等方 面具 有宽
广的专业 知 识, 在电 子 和机 械 方面 受到 良 好的 工程 训 练,
具有 较强的分析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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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系列由信 号处理 与系 统、计量 技术、误 差理 论与
数据处理 技术、传 感器 原理与 应用、激 光检 测、现代 测试

的比例, 将实 验课 从理论 课中 剥离 出来, 独立 设置 , 同时
重新整合实验教 学内 容, 形成 与理 论课程 体系 并驾齐 驱的

系统、智能 仪 器原 理 与设 计、仪 表与 检 测系 统 综 合设 计、
自动控制理 论等课程 组成。该 系列 课程提 供测 量与 控制等

两个支柱。如 将原 来依附 在大 学物 理、电路理 论、电 子技
术等课程的 实验 单独设 置, 建立 成包 括物理 实验、电 路理

方面的知识。

论实验、模拟 电子 技术实 验、数字 电子 技术实 验、电 工实
习、电子技术 课程 设计、测 控技术 综合 实验、专 业方 向综

电子与 计算机系 列: 由电 路分 析基础、 模拟 \ 数 字电
子技术、计 算机硬 件技 术基础、 单片机 系统 设计、嵌 入式
系统、计算机网络等 课程 组成。该 类课程 提供 测量 与控制
等方面的知识。
机械系列: 由工程 制图 基础、工 程力 学、机 械制 造基
础。机械 CAD 等课程组成。 该类课 程提供机 械工程 方面的
基础知识, 以培养 学员 绘图、设 计、制造 、分析 和计 算机
械方面的基本能力。

合实验等相对完 整系 统的课 程教 学实 验体系。 学生可 以在
教师指导下在实 验台 上通过 不同 的组 合, 可以 完成多 项实
验项 目。
实验教学体 系独 立后, 有 利于将 教师 的科研 成果 转化
到实验教学内容 中, 有利 于将 实验 教学内 容与 大学生 课外
科技活动 进 行结 合, 为 培养 工 程型 技术 人 才的 综合 能 力、
实践 能力奠定基础。

在整个课程 体系 中构 造了三 大板 块, 专业 知识体 系课
程板块、创新教育特色课程板块和知识拓展课程板块。
专业知识体系课程 板块突 出地 指向符 合专 业自 身规律
的严谨、科 学、系统的 知识 体系 的构造, 是整个 课程 体系
的基础和主干, 主要包括图 1 中的专业课程。
创新教育特色课程 板块突 出地 指向学 员个 性化 学习和
创新能力的 培养。 将创 新设 计 思想 贯穿 实 施于 教 学过 程,
以培养学员 创新能力 为研 究核心。 在教学 中增 加数 学思想
与应用、数 学建模、测 控技 术与 仪器概 论、测控 与仪 表电
路创新设计 与实践、传 感器原 理课 程设计 等实 践创 新性强
的课程内容。
知识拓展课程板块 突出地 指向 当代高 新科 学技 术的最
新发展和本 专业领域 的科 技发展 动态。在 教学 中增 加测控

2、集中性综合实践教学的建设
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 是近 年来 学科建 设的 重大内 容之
一。我们充分发挥 机电工 程与 自动 化学院 多学 科交叉 融合
的优势, 建立本科 生大学 四年 均有 较高参 与度 的创新 实践
和学科竞赛 体系。同 时通 过军政 基础 训练、部 队实习 等加
强了 学员军事素质, 体现了军校的特色。
目前在学校 内建 立了金 工实 习、机械 工程训 练中 心等
基础课实习基地。 创建了 机器 人技 术创新 实践 基地和 机械
设计创新实 践基 地, 积极 开展校 内学 生科技 创新 活动。同
时重视校外实习 基地 建设, 建 立了 与株洲 某研 究所长 期良
好的专业实 习基 地, 也与 株洲某 厂、湘潭 某机 械厂建 立了
良好 的课程实习基地。

技术新进 展、微机 电系 统、仪器 与仪表 新器 件、激光 检测

与实践教学 相适 应, 加 强 实践 教 学 环节 的 教材 建 设,
对已经独立 设课 的实验, 编写与 课程 配套的 实验 教材, 如

等课程内容, 拓宽学 生发 展的 空间。这些 课程 与研 究生的
教学衔接紧密。

5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实验 指 导6、 5 仪表 与检 测系 统综 合实
验6 、 5 电子电 工实验指 导6 等; 没 有独立 设课的 实验, 编

( 二) 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
实践教学环节由一 般性实 践教 学环节 和集 中性 综合实

写与 主教材配套的实验指 导书 以及 相应的 实践 教学环 节的
课程 设计、毕 业设计 资料。对 课程 实习与 生产 实习教 材的

践环节组成。一 般 性实 践教 学 环节 包括 课 程实 验 或上 机、
课程 设 计等。 集 中性 综 合 实 践 环 节包 括: 军 政 基 础训 练

编写, 既考虑 实习 基地的 具体 情况, 更 强调稳 定性 、通用
性较强的要 求。做到 与理 论教学 相配 合、与新 的教学 实验

( 含入学入 伍教 育训练 ) 、社 会实践、 赴部队 认识 实习、校
内军事 强化 训 练、工 程基 础训 练、专 业 实习 或 代 职锻 炼、

设备 相适应、符合教学大纲对实践教学环节的要求。
此外, 作为对 课堂 教学内 容的 补充, 我 们还 开展 丰富

毕业设计等。

的学科竞 赛 和科 技文 化 节活 动。学 科竞 赛 包括 数学 建 模、
物理竞赛、机 械创 新设计 大赛、电 子设 计大赛 、程序 设计

1、一般性实践教学的建设
加强实践教学 环节, 首 先是实 验室 建设。实 验室 的建
设必须面向 未来, 结 合测 控技 术与仪 器的 发展趋 势, 以保
证技术的先 进性; 面 向国 防科 技和武 器装 备现代 化, 结合
信息化武器 装备和重 大国 防背景 项目 来筹划 实验 项目, 以
保证技术的 适应 性; 面向 全面 综合素 质的 培养, 侧 重于提

大赛、嵌入式 系统 设计竞 赛、英语 写作 竞赛、英 语演 讲比
赛、辩论赛等; 科技文 化节 活动包 括航 天科技 文化 节、机
器人 文化月、电子科技苑、计算机文化 节、英语文化 月等。
这些竞赛和活动 极大 地丰富 学员 的生 活和开 阔视 野, 增强
他们 的动手、创新、交 流和组织的能力。

高动手能力 和创新能 力来 设计实 验内 容和教 学手 段, 以保
证实验教学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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