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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Target Characteris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ic courses in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military college. The course covers lots of knowledge points and formula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abstract so that many cadets have no idea when during their learning.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school, the application of equipment study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on the courses of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has the benefit of mastering
of the core of knowledge quickly and arousing the cadets’ initiative which should be viewed from
the academic knowledg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cadets and innovativ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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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目标特性》课程是军事院校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涵盖的知识点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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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抽象，理论推导公式繁杂，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大多数研究生在学习时缺少思路，学习效果较差。
为此，结合军校人才培养的特点，从课程背景、教学对象、方法创新等方面出发，就新形势下装备知识
在《军事目标特性》课程学习中的应用方法进行了研究，实践效果表明，探索出的方法可以让军校学员
快速掌握知识核心，有效地调动了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关键词
军事院校，情境教学，以老带新，军事实践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军事目标特性》课程是军事院校硕士研究生选修的一门专业基础学位课，主要培养电子科学与技
术专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方向学员掌握电磁散射特性仿真计算的方法，能够开展与军事电磁目标特性相
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学生较易于掌握学科主要内容，然而部分同学由于本科阶段缺
少相关基础课程的学习，掌握起来比较困难。其次，该课程的部分内容较为抽象，理论性强，加大了课
程学习的难度，学生掌握知识的速度慢效果差。为了突破这种学习瓶颈，将“情境教学法”[1] [2]引入到
《军事目标特性》课程教学中，将复杂抽象的电磁散射理论与现今的军事热点情境关联起来，提高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和明确责任使命的能力[3]。本文提出的“情境教学”的学习方法具有两层含义。其一，给
枯燥繁杂知识点披上新情境的“外衣”，结合热门军事装备的技术原理使知识点易于理解和掌握；其二，
定期组织具有学习经验和基层实习经历的高年级同学与部队工程师讲解相关知识点，通过自身的学习经
历，学生学习起来可以更为快速地树立起清晰的学习框架，建立起有效的学习思路。如今，单一的教学
“一言堂”的形式已无法达到高效的学习效果。实践表明，“情境教学”的教学方法对研究生创新人才
培养和军队战斗力发展应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4]。

2. 学科背景
现代战争背景下的制空权一定程度上是指将制电磁权、制信息权与制天权融为一体的控制权。制电
磁权是制信息权的信息来源与制天权的前提保证。作为空中战场主要的作战装备与研究对象，飞机目标
的电磁散射特性受到了攻防双方的极大重视。对雷达散射截面(RCS)以及角闪烁(Angular glint)这两个表征
目标电磁散射特性重要指标的探究更是近年来军事隐身与反隐身领域里的研究热点。从防空的角度出发，
提高探测目标的 RCS 抑制目标角闪烁偏差有助于提前制定作战方案，从而提高拦截成功率；另一方面，
从飞机突防的角度出发，降低探测目标 RCS 增强目标角闪烁偏差有助于减小飞机暴露距离，从而提高飞
机战场生存力。因此，飞机目标电磁散射特性的精确预估能为战术战法演练、实战模拟以及武器装备的
型号研制提供理论指导和仿真依据。“情境教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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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复杂军事飞机目标的电磁散射模型，结合目标
电磁散射特性，实现目标全空域静态 RCS 和角闪烁的计算，参照目标姿态变化特点，求出包含目标运动
特征的 RCS 和角闪烁信息，并从模型化的角度分析复杂军事目标电磁散射特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工程意义
和军事应用价值。通过上述研究思路，将目标电磁特性的军事应用情境突显，使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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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

3. 创新方法
多年教学实践表明，研究生学员在学习《军事目标特性》课程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 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缺乏自主探索能力；
2) 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思路不够清晰，常常事倍功半；
3) 部分同学基础知识不够扎实，造成对新知识接受速度慢，知识点理解不够透彻。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将“情境教学”的学习方法运用于《军事目标特性》的课程中。具体应用方式
和措施介绍如下：

3.1. 提取有效知识点，构建与新情境的联系，突出《军事目标特性》应用背景，结合典型军事
装备作战情境，激发研究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国内外对军事目标电磁散射特性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是依然存在许多
可以改进之处。例如针对飞机目标自身静态电磁散射特性并未开展较多定量研究，诸多文献均结合散射
机理方面对隐身性能强弱进行定性。部分文献更是以外形近似的简易模型为基础开展仿真、测试工作。
而现如今隐身飞机已具备超机动性能，所以在作战理论发展方面无法结合传统威胁区域进行研究，《军
事目标特性》课程是解决该问题的核心基础课程。但在讲授该课程时，主要是教授电磁散射理论的基本
定理和计算公式，对相关理论的军事应用涉及较少，即使讲授也不够透彻。缺乏装备实际作战情境的课
程讲授使得研究生学员对理论的典型军事应用了解不清楚，无法找到解决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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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法”将《军事目标特性》课程的内容进行优化重组[5]。教学的重点主要
放在目标特性在军事装备上的应用，将原本枯燥的专业知识与军队当前面临的使命任务相结合，这样
就算是对知识点“炒冷饭”也能炒得“色(教学形式)香(学习氛围)味(学员反馈)”俱全。设置情境让研
究生学员联系当前军队转型建设面临的作战样式与作战使命，激发他们对典型军事应用作战效能评估
对目标电磁特性的需求进行系统梳理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构建评估数学模型与目标特性相关联，提供
一种精细化建模与效能评估的技术方法与手段，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学员对军事目标特性相关知识的深
刻理解。
例如，以地空导弹防空反导作战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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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环节之间
的过渡对目标电磁散射特性的需求并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而对地空导弹防空反导作战效能进行仿真
效能评估。
通过选取与上述类似的其他典型军事应用情境，提高了学生对《军事目标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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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以重大科研任务为契机，“双全”政策为人才培养与创新与强化工程实践能力保驾护航
为了使学生尽快掌握《军事目标特性》在当前隐身/反隐身、精确制导作战中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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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目标特性课题组所开展的科研项目都贯彻
“双全”政策，即：全部以研究生作为骨干研究人员，研究生全程参加项目研究过程。以重大科研任务
为契机，让学员学以致用，学有所用，能在项目中找到归属感，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得到进一步锻炼和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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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定期组织“以老带新”学术讨论活动，提供良好的创新与系统化工程实践实验环境，分享
学习经验和心得
如今，高等教育主要以老师教授为主，学生接受程度差异较大。增添新的教学模式，组织高年级学
员以及在职干部解答相关问题，分享学习思路和心得有利于学生产生学习共鸣，抓住学习重点。但是，
他们的经验往往存在局限性，需要学生辩证对待。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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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实践效果
通过情境式教学，《军事目标特性》课程鲜明的军事特色更加突出，增加了研究生对军事目标特性
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对电磁散射理论的军事应用的了解，并能够将其应用到武器装备的相关军事应
用中。通过情境式进行教学，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教学成果显著。
近三年来，该专业研究生学员都参与了各项目课题组的研究，教研室以他们为主体申报了有关军事
目标特性国防发明专利 2 项，发表与军事目标特性应用相关学术论文 40 余篇(EI 索引 15 篇)。通过“情
境式教学”在《军事目标特性》课程中的实践和应用，进一步巩固了电磁理论研究方向在我校“电子科
学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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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