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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positioning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r robot curriculu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robot course construction for the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and presents the thoughts and ways of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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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机器人课程的定位、调研和分析，阐述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机器人课程建设的现状，分析目前
教学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课程建设的创新教育改革的思路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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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阐述和问题分析
1.1. 现状
教育部在 2004 年批准设立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武汉工程大学于 2005 年设立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机器人比赛是武汉工程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优势所在[1]，10 年间共拿到 12 项世界冠军。机器人
学课程是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国内很多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中南大学蔡自兴教授作为智
能科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在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率先建设了机器人学精品课程。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山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
高校都在本科阶段或研究生阶段开设了机器人学课程。部分高校依托较强的科研实力，设立了相应的机
器人研究所或研究室，如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智能控制研究所等，锻炼和培养了
一批青年教师[2] [3] [4]。
武汉工程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在设立之初就开设了机器人学专业课程，由于学院无较强的科研
实力作为依托，机器人学的课程教学和科研基本从零开始，在几届学生教学过程中，一直采取摸索的方
式，在教学内容上仍以运动学及三轴机械手的动力学为基础，教学方式上也沿用传统的理论推导为主，
导致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毕业对专业和课程的认可度很低，最近
武汉工程大学对毕业的 06、07、08、09 届学生做了网络问卷调查，智能专业认可度排名倒数。

1.2. 在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各高校在智能机器人教学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在教材选择上，大部分高校采用中南大学蔡自兴教授或华中科技大学
熊有伦院士的《机器人学》，课程教学内容仅讲述工业机器人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对智能机器人的如机
器视觉应用、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多智体多传感融合控制没有涉及。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实践
教学薄弱。实验课时一般为 8 学时，有的高校根本不设实验课时。
教学团队建设的问题。教学团队建设是在课程建设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我们需要把握教学内容
建设，并实施教学方法的研究，来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建设，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特别需要
提升年轻教师的专业知识，使教师增强教学水平，增强教学过程管理。
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与实施问题[5]-[7]。针对现阶段慕课微课等现阶段主流教学手段，如何在有限的
经费条件下，制作出高效的教学文件的问题，以及如何鼓励和引导教师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并能高效、
有序、规范地组织和完成任务的问题。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认真对待实践教学的问题。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使
学生充分认识到面向科研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环节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简单地理解为完成学
业任务。课程建设最终服务于学生。如何对学生进行有效组织和有效管理的问题。如何激发学生对机器
人学课程的兴趣问题。
课程建设流于形式，片面追求技术化的问题。在没有根据课程教学内容特点进行的组织教学，无论
是否满足教学条件，如果只关注的形式，就会缺乏改革创新，引起片面追求教学的技术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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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建设的目标和途径
下面给出了智能机器人课程教学的目标与途径：

2.1. 目标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以武汉工程大学智能科学与技
术专业的全体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课程建设，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探讨式、项目式教学过程中，
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通过教学内容的建设，培养学
生团队协作、社会交往、勇攀高峰的精神；通过科研训练、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等方式，使学生能更多
地了解社会的需求，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学生就业的竞争力和创业能力。
通过课程建设，使该门课程具有一二名在同一学科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名师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
培养造就一支职称、年龄结构合理，且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营造有利于青年教师成长的良好环境，建
立教师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有效机制。

2.2. 途径
内容特色与创新：实训课程的内容尽量多地增加目前在智能制造领域上既先进又实用的生产实例，
缩短教学与生产一线的差距，通过增加多像机环境下多机械手协调操作控制实例来讲授智能机器人课程
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应用。讲课过程中随时增加先进机器人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体现科
技发展的动态与前景，引导学生去探索本行业的前沿知识和发展趋势。
教学方法特色与创新：采用展现在学生面前的综合法、互动法、讨论法、操作法等。有助于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尽最大限度的压缩理论授课时间，以设计视觉应用机器人课题(如全自主智能固晶机)
为背景，把机器人应用的设计流程作为教学内容的基本思路，将设计要点以模拟现场的方式展现在学生
面前。

3. 创新教育改革思路[8]
在课程教学方法上，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小组讨论法；案例教学法。在小组讨论法中，我们根
据学生的情况(主要分为熟悉硬件类、熟悉软件类及熟悉算法类)每 3~5 人组成一个小组(这个小组与后面
的课题团队不同，小组讨论内容以课程理论知识为主)，每个小组设立一名组长负责课题汇报总结。根据
机器人学课程学习的情况，设定运动学、逆运动学、视觉标定、图像视觉伺服等讨论内容(这里也包含案
例教学，把要讨论的内容以案例形式出现)，老师通过引导教学后，组织各小组进行相应课题的讨论，发
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让好学生动起来，给差生讲解，中等生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好学生
可以更深的理解题目，中等生也会有新的体会，对于差生来说几乎是一对一地辅导过程。
在教学内容方面，适量削减课堂教学学时数，增加实验教学学时数(将大幅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比例)，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总周数。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进教材、进教案、进实验。在教学内容上，除运
动学、动力学等基本内容外，加入视觉伺服控制应用，移动机器人(多智体)路径规划、多传感器融合控制
等内容；结合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完整的讲述智能视觉机器人的运动学位置建模(这部分是现有机器人学
课程的主要内容)、标定、图像处理、视觉伺服控制器(后三点机器人学课程没涉及，但应用时需要)的设
计等一整套的内容，使学生对机器人的应用有整体了解和认识。
针对机器人学课程教师工程实践能力薄弱，进行以下改革和实践：一是制度化地定期安排专业教师
到企业顶岗实践，参与企业的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二是通过聘请企业技术人员(基地单位：深圳市鹰眼
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兼职教师和在企业建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让企业技术人员参与培养过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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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同合作高校英国茅茨里斯大学的联系，互相交流教学科研方法，提高国际化水平。
在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兴趣方面，以博创平台——机器人创新实训套件(高级版)UP-ROBMUL-I 为对
象，组建若干个机器人学课题团队(每个团队 4~5 人)，专业学生全部参加，并实行动态管理，在教师的
指导下开始进行课外科技活动和科研训练工作。通过成立武汉工程大学机器人创客社团，吸引爱好机器
人相关领域的学子参与。在社团基础上，成立机器人创客空间，由学校大创中心提供办公位置，创客空
间内软硬件建设及各项配置服务均免费面对工程大学学生开放，用于开展多种类型机器人创新实验。这
样一来，让学生在实践及创新创业方面主动学习和实践智能机器人课程知识。
在拓展学生视野方面，定期举办讲座、交流会、报告会，由专家和学生自己进行报告，从而开阔学
生的视野，加强各团队之间、团队内部的学术交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和反
馈工作，每周开一次教师团队的交流会，及时发现问题，不断调整措施，保证这一工作顺利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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