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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highlighted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military academi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is paper studies ensure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At present,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military
academies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sonable laboratory team, the combin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embarrassment of new
equipment teaching, which further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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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当前军队院校实验教学中凸显的一些问题，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深化实验教学改
文章引用: 王玉刚, 张丹峰, 刘伟峰. 任职教育实验教学的几点思考[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5): 687-691.
DOI: 10.12677/ass.2018.75106

王玉刚 等

革的举措，以建设一支合理的实验室队伍为基点，采用虚实结合技术，改善新装备教学现状的窘迫，从
而进一步促进任职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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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任职教育院校教学训练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即一切为部队保障服务、一切为谋打赢服
务。这个特点决定了军校教员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部队实装开展各项教学活动，以培养学员的装
备及其保障意识。而实验教学作为军队院校教学训练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帮助学员更好地理
解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培养其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构建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实验室还是部队院
校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不论是对生长干部学员，还是对接受任职培训的各层次
学员，在对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有着理论教学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实验教学可以检
验学员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化和拓展。
随着军队院校教学转型的深化，各院校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更新实验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改善实验室的装设备，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激发了学员自主实验的积极性，提高了学员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1]。但同时也应看到，传统的以满足教学需求为牵引的课堂实验仍然占据实验教学的主导地
位，加之军校学员的特殊性，学员课外倾注在实验上的精力有限；实验教学的改革涉及教学内容、教学
手段、组训模式、实验环境等方方面面的调整和优化，在一段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确实能提高学员的学习
兴趣。但由于实验教学在整个课程体系建设中所处的固有地位以及组织实施环节的特殊性，单纯依靠实
验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某些问题的存在。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拟从实验室队伍建设和自主创新实验
装设备配置两方面来论述，从而提高实验室教学效果。

2. 加强军队院校实验室队伍建设
培养满足部队岗位任职合格的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是军队院校教育的主要任务。面对这一新形势，
军队院校要大力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而实验室队伍的发展也亟需提高。建设一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
品德高尚、业务精良、创新进取的实验室队伍，是搞好实验室建设、提高试验教学质量和新型军事人才
培养质量的根本保证。
为了加强实验室的建设，促进任职教育的发展，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实验师资队伍。我们认为高
素质的实验师资队伍应该是一支整体素质强、内部团结好、科研水平高、安心稳定、爱岗敬业、求真务
实、熟悉武器装备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富有创新精神的队伍。这支队伍不仅需要具
有博士学历的实验室教员，还要具有硕士、本科学历的人员；不仅要有作为科研学术带头人的高级职称
人员，还需要大量的中级职称人员满足实验教学需要，以及相应数量的初级职称技术人员做协助工作，
因为在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中，有大量繁琐的事务性工作[2]。
构建结构合理的实验室队伍梯队，突出实验教学建设带头人和实验教学骨干建设。实践证明：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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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学科研单位整体研究水平高低的是“反木桶原理”。亦即，决定于这个单位最拔尖人物、领军人
物的水准。合理的试验队伍梯队结构和较高的整体素质，是院校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高水平的
学科带头人、特别是学科带头人层出不穷的梯队，则是学科梯队的代表和标志。
在拥有稳定的具有一流水平的学科带头人的同时，充满活力的实验教学科研队伍梯队后备力量也是
极为关键的。特色任职教育院校建设强调以部队建设需求为导向，以任职岗位为依据，以能力建设为核
心，突出实践，注重应用，力求试验教学设置的综合性、针对性。任职教育院校教学任务的特殊性决定
了实验室队伍梯队建设的重要性。实验室队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实验室队伍的整体素质和适应能
力，合理的实验室队伍结构可以使实验教学科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发挥最佳的教育功能，达到最佳
的教育效果。

3. 构建实验教学队伍健康发展的机制
院校教育的质量提高，功能的全面开发，没有实验室教学人员的激情参与，效果是难以想象的。实
验室的建设、日常安全管理、教学和科研创新离不开实验技术人员，他们是实验室功能发挥的平台。但
是实验师资队伍历来处在一个不被重视的地位，而且常处于人事改革的边缘化，影响了实验队伍的稳定
性。同时，学历高、理论造诣较深的高职教师不太愿意专门从事实验教学，从而造成实验技术人员整体
实力较弱，实验教学效果难以有效提升。为进一步吸引广大优秀教员加入实验教学队伍中，促进试验教
学效果的提升，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如何构建实验教学队伍健康发展的机制[3]。

3.1. 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
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把着眼点放在激活实验室教学人员的内在上。充分调动实验室教学人员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严格实验室教学人员任期考核制度，细化实验室教学人员考核标准，体现其公平、
公正、合理性。要结合实验室教学人员考核、实验室教学人员评比和教学、科研成果评比等活动，对实
验室教学能力强、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员在晋职(级)、晋衔、立功受奖、提拔使用、送学培养等政策方面给
与一定倾斜。最大限度地调动实验教学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2. 建立健全实验教学队伍的培训机制
“要给学员一杯水，教员要有一桶水”。事实上，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日
益加快，对教员、对实验室教学人员而言，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要着力提高实验
室教学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实施继续教育，必须建立健全培训机制。因此，有必要拓宽培训渠道，
使更多的实验室教学人员得到更多的再教育机会。

3.3. 加强与各院校实验室、与地方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积极为实验室教学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搭建平台，拓宽实验室教学人员的思路，通过参与开发训练软
件，虚拟系统，学习引进先进装设备等措施，开拓实验教学人员的视野，奠定发展的动力和基石，从而
可以更好地为任职教育服务。

3.4. 要加强实验室教学人员与基层部队之间的联系
通过部队代职任职、跟踪各军事演习、训练、装备故障诊断和维修，熟悉部队的训练情况和武器装
备的现状，对常见故障能轻易排除，对不常见故障也能通过现象分析和科学推理进行排除，既有利于服
务部队。对接受任职培训的学员也大有裨益。
要高质量地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培养出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仅仅保证实验室队伍数量充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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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合理是远远不够的，其关键还是整体素质要高，走畅实验室教学人员成长和发展的机制。充分调动实
验室队伍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整体的素质的提升才是实验室建设的核心，也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关键
环节。

4. 虚实结合、层层推进，改善新装备教学
军队院校在教学中，尤其是在岗位任职教育中必须突出新装备教学，这是部队的跨越式发展赋予军
队院校的历史使命。突出新装备教学首先要有新装备及适合新装备教学的设施作保障，这是提高专业课
教学质量的基础条件。
由于任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岗位任职需求，所以实验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也要适应部队岗位任职
需求。在实验内容的设置上，要以岗位任职为导向，同时兼顾岗位需要的灵活性和学员的选择性，要由
单一的知识点向多维、多方向综合知识点方向转变，实验设备由单个仪器设备向多个仪器设备构成的系
统转变，加强学科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以拓宽专业知识面为目的，以培养创新能力为主线，不断改
革岗位任职教育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方法也要由“照方抓药”式的传统方法向启发式的、探究式的方法
转变。在教师的恰当引导下，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4.1. 旧为新用、以老代新
由于任职教育院校经费和装备的原因，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实现完全与部队同步、
同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新装备短缺的矛盾不但存在，而且还将变的更加突出。这种条件下，如何利
用好实验室的老装设备？在试验教学的过程中，一我们依托实验室现有实装，充分利用老装备代替新装
备训练。新老装备在构造理论、工作原理上有内在联系，把新老装备相同或相近的练习内容，放在老装
备上重点练习，能够取得相同的训练效果，使得老装备旧貌换新颜。二利用嫁接技术，努力做到“旧为
新用”。新旧装备都是相对的，飞机陈旧，并非机上的所有设备均落后，技术均过时，有些设备在新机
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故在新机型中总能找到旧装备的影子。我们充分抓住这两个便利条件，对现有旧装
备进行了挖掘、提炼，努力做到了“旧为新用、以老代新”。

4.2. 以实装为基础，依托虚拟现实技术
近年来，随着部队装备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批性能优良、技术先进的新装备投入现役使用。
为保证这些武器装备战斗力得以充分发挥，院校的装备教学，尤其是新装备教学培训水平也应相应提高
到一个新的水平。但由于经费原因，院校常常不能配备这些价格昂贵的装备用语教学训练。
4.2.1. 新装备训练模拟器的建设
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使人才更好地适应新时期部队装备的发展，依靠新装备训练模拟器
的教学已成为院校新装备教育的主要手段。因此，新装备训练模拟器的建设与管理也就摆在了军队院校
实验室资源建设的首要位置。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对军队院校新装备训练模拟器的现状进行调查，
分析存在的问题，结合地方院校实验室设备建设和管理的先进经验，加强新装备训练模拟器的建设和管
理，已是我军新装备发展形势的需要。
模拟器是通过对需要建模的对象进行参数抽象搭建的软硬件系统，用于对实际对象进行仿真模拟。
加强新装备训练模拟器的建设能够促进试验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科的发展，同样，学科的发展又推动了
新装备训练模拟器的发展。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坚持教学和科研相结合，能够有力促进新装备训练模拟
器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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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开展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仿真技术以相似原理、系统技术、控制理论、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相关的专业
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各种物理效应设备为工具，利用数学模型或部分实物，对具有不确定性因素的
现实系统或假想系统进行动态实验研究的一门综合性技术。
在试验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利用虚拟仿真技术，依据部队维护训练和院校教学训练的实际需要，建
立与设备实际安装情况相同的平台。通过半实物仿真手段，采用 PLC、嵌入式一体机、触摸屏、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用虚拟座舱模拟飞机座舱，开实现武器装挂、机上通电、故障设置、故障诊断、机载设
备性能检测等功能，做到了实践教学内容的“三贴近”。
在近几年的实验室建设过程中，我们以募集实装为基础，以挖掘装备潜能为辅助，以虚实结合为重
点，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在实践条件改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把一个储存废旧装备的陈列室，建设成
为融弹药装挂、机上通电、设备检测、故障排除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有效地克服了实践性教学新装
备短缺的矛盾，实现了实验教学与部队装备的同步训练。

5. 结束语
由于任职教育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接受培训的学员要能适应即将从事的岗位任职需求，能满
足部队作战训练的需求。因此，任职教育尤其重视对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而实验教学
在军校人才培养中有着理论教学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要使任职教育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只有更新传
统教育观念，重视实验教学，在实际行动中加强实验室的实践应用性功能建设，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建设虚实结合的实验教学装设备，紧跟部队装备发展的步伐，才能在任职教育的岗位技能培训方面发挥
主导作用，促进任职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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