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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eam collaboration training method from Microwave relay mobile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teaching. Four phases of teaching method are discussed: formation stage, 

grinding stage, normative stage, displaying stag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is given. The experience 

of teaching process is summarized combing team building theory, and improvements of teaching method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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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微波接力机动通信装备教学出发提出了班组协调教学法。具体讨论了该教学法实施的四

个阶段：组建阶段、磨合阶段、规范阶段、表现阶段，给出了具体实施方法，结合团队组建理论总结

了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1．引言 

装备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

台，是培养学生组训能力，把理论转化为岗位任职能力的有效手段。军队院校近年来对实践

教学日益重视，大学朱政委说过“实践教学是实战化教学的重点，是我们的短板，要围绕实

现培养目标和实战化要求，进一步优化内容方式，完善标准要求，规范细化组织流程，切实

提升实践教学的内涵质量”。因此根据军队院校培养指技合一型人才的目标要求，结合《数字

微波接力机系统》课程实际教学内容和部队岗位任职需要，课程教学组从几个方面探索了微

波接力机系统实践教学的教学方法。 

 微波接力机动通信装备是部队主用装备，广泛用于野战条件下建立多路无线接力信道及

接入节点，是构建我军野战地域通信网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措施，是实现指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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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与各作战单元间业务互通的主要通信手段之一，在作战训练、应急通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该设备在我通信部队装备较多，型号多样，新老型号设备共存，其早期型号未安装液压

天线架设部件，其架设开通需多人配合完成，是班组团队型任务，实践教学过程不但涉及了

操作内容、还涉及了班组组建、协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作者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效果良好的班组协同教学方法，并与教学团队一起确定了班组运

行管理制度，订立了班组考核机制，最终形成了基于知识应用、铸造素质、提高能力、培养

岗位任职精神为导向的班组协同教学方法，主要理念如图 1 所示。经过多个班次教学实践的

考验发现该方法既能培养学员实战能力，又能锻炼学员的团队协作意识，达到了提升学员第

一岗位任职能力的目的，有效拉近了教学与实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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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班组协同训练法教学理念 

2. 班组协同训练法 

2.1 班组协同训练法的理论基础 

班组协同训练是以团队的形式分工合作，充分发挥个人作用，凝聚班组合力，使训练效

果达到 1+1>2 效果的一种训练方法，其目的是培养学员协同训练及作战的能力。该方法的来

源可追溯到孙膑、诸葛亮的“八阵”法的编队训练[1]；明朝时期，抗倭名将戚继光更在其所

著《练兵实记》中提出了“合力”的军事训练思想，并在该思想指导下创造了多人配合作战

的新阵型，在抗倭战争中取得胜利，其重要的制胜之道就在于组建了作战团队，以合力发挥

了个人的特点优长[2-3]。 

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把合力的作用研究得更为透彻。他提出的的协同学理论认为，

任何无序、混乱的系统或结构经过各个部分的协调配合，都会产生一种序参量，使之达到一

种新的有序状态[4]。序参量是各部分产生的整体合力，大于他们的简单相加总和，并支配着

各部分的行为。微波接力装备的展开、架设、撤收等操作需要多人合力才能完成，是一种协

同操作过程。依据以上协同理论理论，结合装备实际，我们在教学中提出了班组协同教学法，

并经过多班次的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除此之外，该方法还可培养

学生的组训能力和筹划能力，提高学员的班组协同意识，培养规范操作素质，为未来工作打

下了一定的基础。 

2.2 具体实施方法 

在教学实践中，按照装备展开、架设、撤收操作的任务量，一个班组大致由 5-7 人组成，

符合最优团队要求[5-6]，便于协调和提高运作效率。在教学过程中，教员首先讲解装备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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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目标，通过示范操作和仿真软件使学员对训练做到心中有底；然后根据岗位职责确定

人员及定岗，组建班组。具体实施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组建阶段 

多个性格、能力不同的学员组成一个班组，一名指挥员，其余为组员，此时组员总数可

以略多于 7 人，后续训练过程中可根据情况淘汰 1-2 人。此时，班组中的每名成员对装备的

操作、自己在操作中扮演的角色、对其他成员的操作等都怀着焦虑、期待。此时，新班组组

建初步完成，还需在实践中检验合作程度。 

班组初步组建之后，教员和示范班组对新班组成员单独进行培训，手把手示范、指导操

作要点，提示注意事项，使其对未来任务有具体切身的理解，最终能熟练完成任务。因此，

在班组组建阶段，教员的主要工作是为班组成员搭建理论和实践操作的桥梁，把知识转化为

操作运用能力。 

（2）磨合阶段 

班组成员初步合作操作设备，组员自己逐步发现成员在理解上、操作上的差异；教员在

旁指导。一组训练，其它各组带着教员交代的任务观看。此时可在保证人员和装备安全的情

况下让学生反复训练，锻炼学生的操作运用能力，使问题充分暴露。训练结束首先让学生总

结自己和班组在训练中的优点和不足，然后教员讲评，指出优缺点，分析问题原因。 

以上过程可反复迭代，逐渐消除组员在操作上和协作上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可根据表现

调整组员任务，进而淘汰组员。该阶段可培养指挥员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培养组员的团

队精神和综合素质。 

（3）规范阶段 

此阶段是关键阶段。此时已完成班组成员角色分配、任务固定，成员们已相互接受，通

过信息交流形成初步的班组文化氛围和凝聚力，指挥员与组内成员基本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

作关系；且对装备操作和环境比较熟悉。但在设备操作过程中，随时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比如某个成员操作不当或熟练程度与其它成员不同步，可能会导致操作失误或跟不上其它成

员的案件情况，进而会引起成员间关系变差，此时教员暂不参与协调问题，而是指点班组指

挥员如何协调本组成员关系，并且纠正个别成员的操作失误，规范班组操作，帮助提高装备

操作水平。此处不但可提高班组指挥员协同团队的应变能力和管理能力，也有意识地培养组

员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待大部分学员对自己负责的任务在操作熟练之后，再训练成员间的协作能力，并在班组

之间开展操作竞赛。1 个班组操作，其它班组带着任务观摩（找问题，自我对照，发现自己

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操作结束之后该班组从指挥员到各成员依次对操作过程做自我评价，

为自我点赞，培养团队意识和自信，重要的是找出存在的问题，自我批评，提出改进措施；

其次观摩班组也要对其操作提出评价，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照自己的操作，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最后教员进行讲评，及时表扬鼓励，指出存在的不足。这样，经过几次的对照讲评

之后，逐渐消灭存在的问题，训练效果初步显现。 

（4）表现阶段  

班组成员操作熟练，相互之间建立信任，在指挥员带领下确定了本组的行为规范和工作

方式，成员之间能够开放、坦诚、及时的进行沟通，积极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在自己的工作

任务之外尽力相互帮助，有集体感和荣誉感，工作效率很高。此时，教员可以引导学员培养

自己班组的应用能力和特点。 

3. 教学方法思考与改进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虽然学习了不少理论知识，但是一旦面对装备操作和

应用仍然一筹莫展，无处下手，原因在于他们不能把理论知识和实际装备联系起来，此时实

践教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恰当的装备教学方法就是帮助学生更好更快的掌握装备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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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段。 

在我们的教学中，教员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首先充当学生理论知识和装备间的桥梁，

填平二者间的沟壑：既时刻注意把学习过的理论知识引入，回顾已学理论知识，归纳总结，

并指出其在装备中的应用，把理论落到实处，具体化理论；其次启发引导学生自己探索更多

的应用，教会学生学习和应用知识的方法，发挥引导作用。以上是本课程实践教学最根本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班组协同式训练方法经过 5 年多的探索、试用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日常装备教学和毕

业综合演练强化训练中均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历届学员在空军装备考核和毕业考核中都获得

了优秀的成绩，是机动通信装备训练的优秀团队。 

在班组实践教学方法形成过程中，教学团队得到的经验包括:（1）班组在成立之前，各

成员可先进行必要的培训，具备必要的技能；（2）班组应该尽量小，以便提高其运作的效率

和效果，便于管理和统一意见；（3）给于班组足够的时间去解决它们自身的问题；（4）给予

指挥员一定的解决问题和采取行动的权利；（5）教员必要时帮助班组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教员的主要工作是教会学生操作技能、指导指挥员、协调出现的问题。本教学方法教学过程

中需要有操作规范的示范班组进行帮带、示范，所以需要有一支稳定的示范班组，这也是本

方法需要改进的地方，拟通过录制操作微课视频的方法解决。在未来的教学中，教学团队将

继续探索，把好的经验推广到其它课程教学训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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