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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技术培训中的航天器轨道原理课程建设
1

闫

1

X

2

野 , 唐国金 , 黄茜薇

( 1.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 湖南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长沙

410073)

[ 摘 要]
航天器轨道原理是军 事高技 术培训 中的基 础性 教学 内容, 在 教学过 程中 存在基 本理 论艰 深、
教学时间短、学员专业背景差异大的难点, 教学效果一 直难以得 到有效 提高。本 文结合 5航 天器轨 道原理 及其
应用6 实验课程, 摸索总结出一套有效的实验课建 设方法, 综 合采用 多媒体 教学、课堂 互动实 验等手 段, 使教
学效果得到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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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cecraft orbit principles are viewed as the content of a fundamental course in military high technology training1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such as recondite theory, limited teaching time and the cadets. different backgrounds1 As
a result, the training effect is not ideal1 Some effective training methods are proposed1 With multi - media and interactive
experiment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is remarkably enhanc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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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军队教 学科 研机 构, 我校担 负着 为军 队中高 级干
部进行高技 术知 识培 训的重 要任 务。由于 培训时 间短、讲
授内容多, 高技术 培训 中的基 础科 学理论 背景 知识 教学成
为一个薄弱 环节, 面 临着 讲授 内容理 论艰 深、参训 学员专
业背景差别 大的 难题。在 空间 攻防对 抗教 学中, 参 训学员
普遍反映迫 切 需要 了解 有 关航 天器 轨 道的 基础 理 论知 识,
否则将影响 对航 天作 战理论 及方 法的理 解。但是, 航天器
轨道理论本 身概 念抽 象、理论 复杂, 在有 限的 学习 时间里
做到 / 讲清楚、弄明 白、记得 住0 难度 很大 。为此, 我们
针对参训学员的特点, 制定了 / 重 概念、重应用、重 演示、
重交互0 的 课程 建设原 则, 从紧 扣培 养目标 、理顺课 程体
系、狠抓组织实施 等几 个方 面入手, 走 出了 一条 / 以 演示
说明概念、以特点 理解 应用、以 实验加 深理 解0 的实 验课
建设新路子。

二、课程建设方法
/ 应用航天, 轨 道先 行0, 掌 握必 要的 航天器 轨道 以及
应用知识是 了解 航天、应 用航 天的铺 路石, 航 天器 轨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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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其应用正是 在这 一需求 牵引 下而 设立的 实验 课程, 旨
在通 过更通俗易懂的形式 将系 统的 航天器 轨道 及其应 用知
识传递给学员。课 程建设 中成 功的 经验方 法主 要可以 归纳
为以 下几个方面:
( 一) 紧扣培养对象, 把握课程建设重点
为了建设好 实验 课程, 课 程建设 小组 结合高 技术 知识
培训 班总体教学目标和参训学员特点, 将 / 突出基本 概念,
面向作战应用0 作为课 程建 设的 指导 思想, 并广 泛征 求教
育专家、军事 指挥 专家、技 术专家 的意 见, 将教 学重 点确
定在介绍各 种类 型 的航 天 器轨 道以 及 它们 各自 的 用途 上。
航天器轨道及其 应用 知识是 了解 航天、掌 握航 天的前 提和
基础 , 且内容 相对抽 象, 是影 响后 续课程 教学 效果的 主要
薄弱 环节, 而 对抽象概念的讲授正是实验课的长处。
( 二) 注重教学方法创新, 自主研发实验教学软件
航天器轨 道 教学 中涉 及 众多 的时 间 与空 间 关系 问 题,
在传统教学中往 往难 以把问 题形 象地 刻画出 来。比如 太阳
同步轨道的 定义, 既 抽象 又难于 记忆, 对 轨道 的性质 和用
途的描述更是难 以和 轨道定 义直 接联 系起来, 传统的 讲授
方法通常用一张 图片 或一段 动画 来配 合解释, 但当学 员产
生 / 如果轨道再高 一些 会怎 样0 , / 轨 道再 扁一 些会 怎样0
的疑问时, 传统教 学就 无能为 力了。 使用 STK 等专业 软件
是解决这一 问题 的途径 之一, 但 烦琐 的软件 操作、复 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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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输入根 本不适合 初学 者在短 时间 内掌握 。课程 建设小
组将三维动 画实时生 成技 术应用 到教 学中, 并 借鉴 计算机
游戏中操作 简单、容 易上 手的 成功经 验, 自主 研发 教学软
件, 开发出了具有自 主知 识产 权的三 维动 画引擎, 并在此
基础上开发 了航天器 轨道 原理及 其应 用实验 软件, 在教学
实践活动中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 三) 精心编排教案, 力求知识讲授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航天器轨道概 念比较 抽象, 且 分类 方法 很多, 存 在不
好记忆、容易混淆的 特点。过 多的 概念罗 列容 易使 学员产
生疲倦感, 而学员的 年龄 构成 也不适 于这 种教学 方式。加
上实验课本 身授课时 间有 限, 如何 在有限 的时 间里 将最必
须、最重要的知识讲 授给 学员, 既 不遗漏 重要 知识 点又能
调动学员积 极性? 在 经历 了多 次失败 及调 整后, 课 程建设
小组摸索出了一条 / 轨道概念与轨道应用0 相结合的 路子,
将课堂讲授部分的内容 分为五 个基 本概念 和五 种典 型轨道
来进行组织, / 边讲 解应 用、边介 绍 概念、 边及 时演 示0 ,
使学员不断 对新概念 产生 兴趣点, 教学质 量得 到了 进一步
提高。
( 四) 严把课程试讲关, 细节上精益求精
为了确保教 学质 量, 课程 建设小 组在 试讲 环节严 格把
关。一方面组织相 关人 员尽可 能地 参加其 他课 程特 别是实
验课程的试 讲活动, 通 过观摩 学习 等形式 提高 自己 的授课
水平; 一方 面, 在课堂 语言 表达 上不断 精益 求精, 力 争作
到言之有物、 言之 有 据、言 之 有 因, 克 服 习 惯 性口 头 语,
规范手势动 作, 通过 不断 试讲, 将 课堂教 学行 为相 对固定
化、规范化。
另外一个重点放在 主讲教 员与 实验操 作员 的课 堂实验
配合默契性 上。为了 获得 更好 的实验 课教 学效果, 上课过
程中采用了 同时使用 三块 大屏幕 的形 式, 需要 由主 讲教员
和两位实验操 作员 共同 配合 操作 完成 实验 演示, 平 均每 4
分钟就需要进行一次, 为了获得连续无停 滞感的讲授 效果,
主讲教员不断加强配合演练, 将配合精确到每一句话。
( 五) 精心设计实验环节, 注重知识巩固
经过观 摩、讨 论, 课程 建设 小组 将试验 课程 分成 两个
环节, 一是 介绍航 天器 轨道, 二 是课堂 实验。主 要的 实验
形式确定为三种:
一是观看概 念演 示, 通过 观看实 验员 的操 作演示 帮助
基本概念的 学习; 二 是在 实验 环节中, 课 程建 设小 组专门
设计了概念 巩固 实 验, 学员 可 以通 过亲 手 操作 教 学软 件,
加深对刚学 到的基本 知识 的理解。 学员对 轨道 概念 中有疑
问的地方, 可以立 即操 作实验 软件, 对 轨道 高度、偏 心率
等因素进行 调整, 及时 看到 轨 道参 数对 轨 道特 性 的影 响。
三是在实验环节中, 课 程建设 小组 为学 员准 备了 综合 性的
实验科目, 用于提高学员对轨道知识的综合运用水平。
( 六) 精心组织辅导教员培训, 确保课堂实验效果
为了进一步 巩固 教学 效果, 实验 课专 门为 每位学 员配
备了辅导教员。辅 导教 员不仅 需要 对教学 软件 操作 非常熟
悉, 更要掌握非常全 面的 航天 器轨道 知识, 还 需要 了解航
天器轨道相关的一些课 外知识 以及 国际上 相关 领域 的最新
进展情况, 才能胜任 课堂 教学 辅导工 作。我们 在博 士研究
生队遴选了 18 名政治合格、专业 对口的博 士研究生 担任辅
导教员, 并对他们进 行了 多次 专项培 训, 使课 堂实 验教学
效果进一步得到加强。
( 七) 注重教学效果反馈, 在教学 实践中进 一步提高教
学水平
在教学实践 中, 课程 建设 小组非 常重 视学 员们对 教学
效果提出的 意见和建 议, 及时 对教 学内容 的编 排以 及课堂
表述形式进 行调 整, 探索 更加 适合的 教学 形式, 使 航天器
轨道原理及其应用这门实验课程越上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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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点体会
军事高技术 培训 课程设 置与 一般本 科生、研 究生 的课
程设置有所 不同, 具 有培 训周期 相对 较短、课 程设置 涉及
专业 面广、培 训目的 直接 服务于 作战 应用的 特点, 并 且参
训学员本身的专 业技 术背景 差异 明显, 这 些都 给课程 设置
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 如何 控制 好讲 授内容 的深 度和广 度显
得尤为重要, 既不能只 注重基础理论教学而 忽视作战 应用,
也不能避重 就轻, 只 对军 事应用 泛泛 而谈, 而 忽视必 要的
专业知识 学 习。结合 航 天器 轨 道原 理及 应 用实 验课 建 设,
我们 对军事高技术培训中 的基 础课 教学问 题有 了更加 深入
的认 识和体会, 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 一) 重视基础教学, 打牢高技术条件下军事指挥功底
未来战争是 以争 夺制信 息权 为核心 的高 技术战 争, 不
掌握高技术知识 就无 法指挥 高技 术作 战, 无法 在战争 中取
得最 终胜利。可见, 军事 高技 术培 训一定 要体 现出高 技术
特点, 将受 训学 员专 业 背景 中 缺失 的技 术 基础 环节 补 上,
使学 员的专业背景知识能 够支 撑高 技术战 争作 战指挥 的需
要。因此, 必须 将最核 心、最关 键的 科学基 础理 论知 识以
最稳固的方 式传 递给参 训学 员, 只有 这样, 参 训学员 在未
来战争中才能以 科学 的眼光 审视 战场 态势的 变化, 做 出最
合理 的指挥决策。
( 二) 处理好教学中基础理论与军事应用之间的关系
军事高技术 培训 的最终 目的 是提高 战斗 力, 怎样 在有
限的 培训时间内更好地掌 握高 技术 军事应 用知 识是培 训计
划制定的依据。要 想更好 地将 高技 术应用 于军 事作战 必须
掌握一定的基础 理论 知识, 但 基础 理论学 习占 用的时 间过
多又会影响 军事 应用课 程的 学习, 可 见, 必须 处理好 教学
中基础理论与军 事应 用之间 的关 系, 做到 合理 的教学 内容
和时 间搭配。因此, 必须 精选 出那 些作战 应用 指挥必 不可
少的 专业背景知识作为基础理论教学的重点。
( 三) 注重教学方法创新, 努力提高教学效果
军事高技术培训中的 基础 科学 理论教 学一 直是一 个难
点问 题, 主要 体现在 需要 介绍的 专业 基础理 论较 多, 没有
充足的时间进行 系统 性地全 面学 习, 寻求 在较 短时间 内将
最有用的知 识集 中授课, 并能够 达到 较好的 教学 效果, 是
高技术 培训 课程 建 设的 努力 方 向。显 然, 在 大 多情 况 下,
传统的课堂教学 方法 无法适 应这 一需 求, 因此 必须寻 求新
的教学手段和方 法以 提高教 学效 果。切实 做到 让参训 学员
/ 感兴趣, 听的懂, 记得住0。

四、结束语
军事高技术培训课程 建设 工作 是军队 继续 教育工 作的
重点之一, 使基础 科学理 论知 识教 学更好 地服 务于作 战应
用培训是我 们努 力的方 向。不同 的学 科、不同 的专业 都有
其自身的特 点, 最佳 教学 方式也 应有 不同, 存 在着一 个长
期摸 索、完善 的过程。文 中对 其中 的航天 器轨 道原理 及其
应用课程教学工 作进 行了讨 论, 希 望能够 对军 事高技 术培
训中 的其他基础科学理论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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