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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was not studied well for students to meet practical needs
during the previous instruction, which has abstract content and complicated formula.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school, case study was applied to focus on military application about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and discussing teaching. From the results of practice, the method can
improve learning enthusiasm, stimulate cadets’ ability of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achieve good
teach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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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磁散射理论内容抽象，公式繁杂，在以往教学过程中，学生不能做到学以致用，学习效果不明显。为
此，结合军事院校特点，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采用“应用案例教学法”，重点围绕电磁散射理论在军事上
的典型应用进行研讨教学。实践效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地提高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军事实
践创新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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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电磁散射理论》课程是“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二级学科硕士研究
生选修的一门专业基础学位课，主要是培养研究生学员掌握电磁散射特性仿真计算的方法，能够开展与
目标特性军事应用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该门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强，内容抽象。以往的课堂教学实践
只单纯进行理论讲授，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往往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
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种现象，将“应用案例教学法”[1] [2]引入到《电磁散射理论》课程教学中，引导
学员将复杂抽象的电磁散射理论与当前面临的典型军事应用案例关联起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解
决工程问题的能力[3]。实践表明，这种教学方法对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和军队转型作战应用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4]。

2. 学科背景
随着武器装备向信息化、智能化、精确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新型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越来越依赖各
种战场信息的获取。雷达目标的电磁散射特性是信息化核心设备——雷达最重要、最基本的信息源，决
定了武器装备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对雷达目标的感知和识别能力，已成为夺取战争主动权、充分发挥先进
攻防武器效能的关键，因此进行目标电磁散射特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雷达目标特性应用案例分析将电磁散射理论专业知识与军事应用紧密结合，围绕军队转型建设的新
型作战使命任务，首先构建典型威胁目标的电磁计算电子模型，仿真不同雷达频段、不同极化方式下目
标的雷达散射截面(Radar Cross Section, RCS)，结合典型作战样式和作战环节，研究 RCS 对典型作战样式
作战效能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思路，将电磁散射理论鲜明的军事应用特色突显，使学生真正能够做到
学以致用。

3. 创新方法
多年教学实践表明，研究生学员在学习《电磁散射理论》课程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 学习目的不明确，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自主探索能力不强；
2) 在处理书本知识和实践能力关系上，部分学员未能认识到知识和实践同等重要的特点，轻视实践
环节，注重书本知识，导致只会“纸上谈兵”，存在“高分低能”的现象。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主要采取了以下三方面措施：

75

张小宽 等

1) 强化军事应用背景，优化教学内容，突出《电磁散射理论的》军事应用特性，用典型军事应用案
例来激发研究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性
当前，现役武器装备进行作战效能评估时只研究自己，缺乏对作战对象雷达目标特性的精细化模拟，
致使作战效能评估研究的结论存在置信度较低的问题。《电磁散射理论》课程是解决该问题的核心基础
课程。但是无论是地方高校还是军队院校在讲授《电磁散射理论》课程时，主要是教授电磁散射理论的
基本定理和计算公式，对电磁散射理论的军事应用基本不涉猎，即使讲授也不透彻。因此，研究生学员
在学习了该课程后，对电磁散射理论的典型军事应用了解不清楚，遇到实际问题仍然无从下手，找不到
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再加上学员自主学习主动性不强，导致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降低。
针对该问题，“应用案例教学法”将《电磁散射理论》课程的内容进行优化重组[5]，将教学的重点
放在雷达目标特性的军事应用上，该方法的显著特点是将枯燥的专业知识与军队当前面临的使命任务相
结合，联系当前军队转型建设面临的作战样式与作战使命，选取与目标特性军事应用联系紧密的军事应
用案例，对典型军事应用案例作战效能评估对目标电磁特性的需求进行系统梳理，通过构建评估数学模
型与目标 RCS 相关联，提供一种精细化效能评估的技术方法与手段，强化研究生学员对电磁散射理论军
事应用的深刻理解。
例如，以地空导弹反隐身作战为例，从预警雷达目标指示、制导雷达跟踪目标、武器系统制导导弹、
导弹末制导、导弹引战配合直至毁伤目标作战全过程出发，分析上述各个作战环节对隐身目标电磁散射
特性的需求并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而对地空导弹反隐身作战效能进行仿真评估。
通过选取与上述类似的其他典型军事应用案例，提高了学生对《电磁散射理论》课程学习的兴趣，
增强了研究生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性，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以重大科研任务为牵引，创新人才培养强化研究生的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
为了使学生尽快掌握《电磁散射理论》在当前隐身/反隐身、防空反导作战中的应用，充分发挥本课
程对目标特性仿真粒度高的特点，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研究和电磁散射特性军事应用相关的科研项目中。
近年来，课题组所开展的和目标特性应用有关的科研项目，全部以研究生作为骨干研究人员，全程参加
了项目研究过程。通过以重大科研任务为牵引，研究生的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3) 以创新能力转化为核心，加强科研平台建设，提供良好的创新与系统化工程实践实验环境
所在的学科与教研室经过多年的建设，已建成“天线与目标测试实验室”、“空天目标特性与电磁
环境研究室”等实验室。拥有“曙光”高速并行计算平台，能够为目标特性的仿真计算提供有力的硬件
平台支持。同时，采购了与硬件能力匹配的电磁仿真软件，实验室现有的软、硬件资源能够进行电大尺
寸目标电磁仿真计算，能够极大地满足本专业研究生的仿真需求。
同时积极加强与国内同行的交流合作，本学科人员与国内从事电磁散射特性测试、仿真计算的科研
院所与高校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实践效果
通过案例式教学，凸显了《电磁散射理论》课程鲜明的军事特色，研究生能够深刻理解研究雷达电
磁散射特性的重要性，对电磁散射理论的军事应用有了深入了解，并能够将其应用到武器装备的相关军
事应用中。通过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明显提高，教学成果显著。
近两年来，以研究生学员为主体申报了有关目标特性军事应用国防发明专利 2 项，发表与目标特性
军事应用相关学术论文 40 余篇(EI 索引 15 篇)。通过“案例式教学”在《电磁散射理论》课程中的实践
和应用，进一步巩固了目标电磁散射研究方向在我校“天线与电磁散射”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
力地促进了本学科建设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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