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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and professional adjus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the elastic mechanics course in many engineering colleges is adjusted to few hour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wide diameter and thick foundation. This will put forward a new requirement for
the teaching work of the course. Combin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fewer hours’ elastic mechanics
in recent years, the teaching mode of elastic mechanics course in few hours is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gration of course content,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examining mode and
improv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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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校的改革和专业调整，为了实现宽口径、厚基础的教学基本要求，许多工科院校的弹性力学课程
调整为少学时，这必将给该课程的教学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本文结合作者近年来对少学时弹性力学课程
的教学实践，从课程内容的整合优化、教学手段的改革、改革考核方式、开展科研提升教师专业素质等
方面阐述对少学时弹性力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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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弹性力学是固体力学学科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它是其它力学课程如断裂力学、塑性力
学和某些交叉学科的重要基础，广泛应用于土木、水利、机械、航天等工程领域。弹性力学虽然是近代
工程技术的必要基础之一，但其在高等院校的教学现状却并不乐观。弹性力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
较强的课程。在理论上它的研究方法非常严密，基本概念和理论内容抽象，公式复杂，即使对一些经过
简化的问题求解，通常也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知识，不但涉及到微积分和常微分方程，更多的要用到偏
微分知识；在应用上弹性力学主要分析各种工程结构和材料受力之后的变形情况，需要学生对工程实践
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能够将理论分析与工程实际联系起来。正因如此弹性力学对学生们的数学基础和工
程背景就要求较高，属难度系数较大的一门功课，而近年来，各高校都在大力推进课程教学改革，一方
面在教学观念上引入新的理念——创新教学，培养有创新意识、具有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1] [2]，另一
方面对教学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改革[3] [4]。因此，很多弹性力学课程被缩减学时，一些还由
必修课变为选修课。
以长沙理工大学为例，土木、水利、港航等专业的弹性力学就由必修课变为选修课，课时也由原来
的 48 学时下调至 32 学时，再加上长沙理工大学除了本部是一本招生外还有部分城南学院学生(三本)，这
些学生大多基础较差，对他们来说，高等数学与工程数学这样的基础课程都难于应付，更不用说弹性力
学这样一门需要较强数学和力学背景的课程，因此出现了学生不愿选修的情况，即使选修了，也有相当
一部分的学生上课跟不上进度，课后不能独立完成作业，而且考试成绩也不理想。针对这样的情况，如
何在有限的课时内上好弹性力学课程显得尤为重要。下面结合自己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就少课时弹性力
学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2. 根据少学时要求及学生所学专业特点，整合弹性力学课程内容
据了解，除了力学专业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外，很多高校少学时弹性力学的教学都采用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徐芝纶院士主编的《弹性力学简明教程》[5]。该书内容精炼、深入浅出，适合于本科阶段少
学时的教学。该教材内容虽然在前面版次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删节，但要在 32 学时内完成所有内容的教
学，内容还是偏多，对任课教师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此情况下进行了以下方面的改革。首先，在当
前学时少的限制条件下，加强平面问题基本理论内容的讲解。授课时，把重点放在平面问题的基本理论
和直角坐标解答上，同时布置一些典型的课后作业，使学生课后能及时复习知识重点和难点。对于平面
问题的极坐标解答的讲授采取和直角坐标解答相对比的方法，对于空间问题的基本理论采取和平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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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理论相对比的方法讲解，使学生更容易掌握重点和基本概念，这样便可在不减少知识点的情况下
大大地减少讲授内容占用的学时数。其次，减少相关内容的讲解。由于在高年级中还开设了有限元法的
选修课程，因此用有限单元法解平面问题就不在课堂上讲解了。此外，用差分法和变分法解平面问题由
于计算工作量较大，实用性在当前计算机已普及的情况下，已大不如前，因此该部分内容可结合自己的
科研编制有限差分程序来讲解。此外，可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的特点，调整弹性力学课程内容的侧重点，
将与学生所学专业联系很少或联系不大的章节内容仅作以简要讲解，点到为止，这样也可以压缩一定的
课时数。

3. 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技术相结合，提高教学效率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学技术得到了推广，弹性力学的教学也不例外。传统教学手段
枯燥，难以模拟弹性力学与工程实践的紧密结合，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因此，进行弹性力学多媒体教学
改革已势在必行，一方面单位课时知识容量得以大大提高，同时电子课件可以很方便地进行编辑，随时
可以将国内外最新发生的与弹性力学知识有关的事件和工程实例以及力学的最新成果加入课件，不但让
学生及时了解到力学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而且可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并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弹性力学的教学大部分时间是花在推导公式上，但在当前大众化教育的前提条件下，再在黑板上大量推
导公式已没有多大必要，时间也不允许。因此在目前的教学中，公式的推导、主要内容的讲授全部采用
多媒体，只是在公式的推导讲授中，公式的弹出速度不能过快，要给学生一个思考的时间。许多学生反
映弹性力学难学，书中的例题偏少也是原因之一，为此在课件中加入了一些典型例题。但现代教学技术
也不是没有弊端，一味地应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可能会使部分学生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上一页问题还
未搞懂，新的一页又展示在眼前，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在讲到有一定难度的内容的时候，除了可以适当
地放慢翻页速度外，还可以将传统教学手段结合并用，在黑板上书写公式、定理、重点、难点等内容，
这些内容不像课件页面一翻而过，而在整节课时内都展现在学生眼前，随时可以看到，可加深学生对该
课时内容的印象。

4. 改革考核形式
根据弹性力学的课程特点，只采用期末考试进行学生成绩评定形式太过单一，而且以往只采用闭卷
考试。由于弹性力学的公式多，背公式成了学生的负担。所以如果适当控制试题的难易程度，采用开卷
考试或半开卷考试形式效果很好。而且成绩评定的方式可以有好多种，可以在课堂上进行课堂小测，进
行某个公式的推导或让同学讲述某种解题方法等等，这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在平时的授
课中，教师可以随时发现学生的薄弱环节，随时加强，使学和教也有了很好的交流。除了改革考核方法，
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平时成绩在最终成绩中的权重(平时成绩的比重为 30%~40%，考试成绩 60%~70%)。平
时成绩主要包括平时作业和课堂表现。弹性力学平时作业要比其他课程更严格，因为很多弹性力学的题
目是有一定难度的，不太适合最终的期末考试，只能放在平时作业中要求学生解决。因此要想提高学生
学习弹性力学的效果，可以大幅度提高平时成绩在最终成绩中的比例，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5. 开展科研，展示学科前沿
我们应该提倡专任教师多开展科研工作。一方面教师的专业素质对教学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
方面，科研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将科研内容应用于教学有利于教学内容的更新，向学生展示学科的发
展动态，使学生认识到弹性力学课程在解决工程问题中的巨大作用，学生自然就不会再感到“空”和不
实用，自然就会积极主动地学好弹性力学。比如，笔者的研究领域是结构静动力学分析，要用到有限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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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及 Mathematic 进行数值计算，那么在教授差分法和变分法解平面问题[5]时，可根据有限差分的基本
原理和公式，讲解一个简短的弹性力学有限差分程序，并利用该程序指导学生解决若干比较简单的工程
实际问题，这样可大大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6. 结语
在较少的学时内，既要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又要保证教学质量，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做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在保证容量充足的同时必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弹性力学课程的积极主动性，
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教师还要将传统教学模式与新的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发挥各自
优势，以构建师生互动的良好课堂教学氛围，达到有效利用有限课时、提高授课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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