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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ng people for wa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cy of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era. The distinctive orienta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for war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Taking the course of Aviation Power Pla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urse orientation 

and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The paper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military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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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战育人是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对教研室的课程建设和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本文以航空动力装置课程为例，阐述了课程定位和目标、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课程考核评价等四个

方面的设计思路和实践总结，对军队院校课程建设和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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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

话，鲜明提出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发出人才强军战

略号令。方针突出强调“为战育人”的核心指向，凸

显了推动军事教育精准对接备战打仗人才需求的战

略考量，树起了服务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1]
。教研室

作为军队院校教学实施基层单位,在学员成长成才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部分课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与部队作战训练贴的不紧，教学内容更新不够、教

学方法手段老套、考核方法不够科学等矛盾难题。针

对这些问题，本文以飞行技术专业基础航理阶段航空

动力装置课程为例，进行课程设计和探索实践，并取

得了积极的效果。 

 

2.课程设计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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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OBE 教育理念 

OBE 理念为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又称“出口倒推”

教育理念，航空动力装置课程的课程目标—课堂目标

—课程内容体系根据岗位需求逆向设计，正向实施。

从飞行员作战训练使用入手，突出军事职业指向性
[2]
。

以动力装置空中运用为牵引进行倒推，着眼使用，挖

掘背后原理、结构、控制相关内容，形成本课程目标

-教学内容体系，实现课程教学供给侧与未来作战训

练需求侧精准对接。 

2.2. 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理论 

布鲁姆在认知学习领域中把教学目标分为六个

层次，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识记、理解、应用、分

析、综合、评价。六个层级思维从简单到复杂，对于

学员来说，越是后面的层级越烧脑，认知学习越深刻，

越能开发学员创新能力。学员仅学到动力装置知识远

远不够，还要培养高阶思维能力才能应对未来不断的

改装训练和装备使用中的新问题。航空动力装置教学

实施过程中，组织大量的问题素材和装备使用案例，

激发学员思考、分析、评价能力，借助发动机特性计

算软件 GSP 发动机性能分析，提升高阶思维能力。 

3.课程定位与课程目标确定 

3.1. 课程定位 

进行课程设计，首先要把准课程在整个人才培养

链条中的位置和作用，也就是给课程从宏观角度上进

行定位。飞行技术专业培养飞行员可分为基础文化课

学习、专业课学习、飞行训练三个阶段，航空动力装

置课程是专业课学习阶段的一门必修考试课程。动力

装置是飞机的心脏，作为飞行员必须掌握动力装置的

相关内容，为正确操纵使用并发挥其性能打下基础。 

3.2.课程目标确定 

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紧密贴近

部队训练和未来战争，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标准，

结合学历教育与首次任职培训相融合的改革要求，从

三个维度确定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课程分为通用基础和机型两个部分，

通用基础部分，掌握航空动力装置基本结构、原理、

控制以及使用，为后续机型的学习打下“管长远”的

知识基础；机型部分，掌握初教飞机动力装置基本工

作和使用方法，为首飞机型打牢知识基础。能力目标，

具有机型改装训练潜质和良好思维习惯，能够运用专

业知识，分析和解决航空动力装置作战运用问题。素

质目标，具备科学运用航空动力装置的基本素养，严

谨细致的作风，建立装备使用的信心。 

以课程目标为引领，通过摸清部队具体内容模块

需求、研读教学内容素材、了解学情三个方面，结合

布鲁姆认知领域目标分类理论，将课程目标细化为每

堂课的知识、能力、素质三维目标体系，如图 1 所示。 

一是摸清部队具体内容模块需求。针对飞行员、

飞行教官、相关专家进行调查问卷，明确课程的内容

知识点在岗位中的需求；安排教员跟飞跟训、部队调

研、学习相关机型，逐步摸索贴近实战、贴近部队装

备使用的相关信息，反哺到目标内容体系。 

二是研读教学内容素材。首先要找准教学内容核

心概念是什么，即教学的重点，其次要理清动力装置

核心概念背后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最后是分析动力装

置的思维方式，以及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确

定课程教学目标。研读内容素材过程中，除了知识点，

还要考虑方法、情感因素，仔细体味，充分挖掘。每

部分的内容可以培养的能力有多个方面，究竟选择哪

一个或哪几个方面目标，还要考虑学员的需要、部队

主体战斗力生成和后续课程的需要。同样，在知识和

能力目标基础上还要结合教学内容设计出适当的培

 
图 1  课程目标—课堂目标体系构建设计 

养的素质目标。然后根据对学员学情分析，按需求的

紧迫性进行选择，同时考虑学校和社会环境、信息环

境中的可利用课程资源。 

三是了解学情。了解学情是制定恰当教学目标的

重要条件，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要充分考虑学员

在知识技能方面的准备情况和思维特点，掌握学员的

认知水平，以便确定三维目标；二要针对航理教学阶

段课程门数多、时间紧、课程要求高的特点，考虑学

员在情感态度方面的适应性，从促进学员全面发展的

需求出发，审视制定教学目标；第三既要考虑课程出

口要求，又要考虑学员学习差异、个性特点，为不同

状态和水平的学员群体提供科学合理的教学条件。同

时，教员要经常主动与学员沟通交流，在心灵上读懂

学员，贴近学员，教学目标制定更具针对性有效性。 

军事职业指向性 知识 

能力 

素质 

部队对课程具体需求 

教学内容分析 

学情分析 

第一次课目标 课程总目标 

第二次课目标 

第三次课目标 

第…次课目标 

+ 培养链条基础作用 

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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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教学内容的构建 

课程改革中最紧迫、最重的任务是教学内容的改

革，与时俱进地围绕实战搞教学。如果教学内容与未

来战场与岗位需求脱节，再花哨的教学方法手段都是

花架子。在教学内容构建过程中，要着力避免“院校

学的到部队用不上，部队需要的又学不到”的问题。 

4.1. “出口倒推”构建内容体系 

课程内容的构建，从飞行员作战训练使用入手，

突出军事职业指向性，飞行技术专业培养的学员不是

去工程设计动力装置、不是维护修理，和民航飞行员

的培养也有显著的区别，本专业学员以后要驾驶飞机

上战场，在空中使用动力装置。他们未来的工作场景，

要在座舱当中，面对很多按钮、开关、仪表、电门、

手柄。其中与动力装置直接相关的主要有两部分，一

个是油门手柄，作战训练时，飞行员通过操纵油门，

来发挥发动机的效能；另一部分是发动机有关的指示

显示和告警，飞行员通过它们实现对发动机状态的监

控。动力装置课程的教学就是要明确动力装置的各个

部件、系统和座舱中这些能够操纵和显示部分之间的

联系，以动力装置空中运用为牵引进行知识倒推，着

眼使用，挖掘背后的理论支撑知识，形成本课内容体

系。 

4.2. “立德树人”挖掘思政资源 

习主席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

明确提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主席在 2021 年全国政协会议中指出要把立德

树人融入教育各个环节，“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航

空动力装置课程内容构建过程中，不断挖掘思想政治

资源，寓品德教育于教学过程，推动综合素养全面提

升。 

课程思政是“润物无声”的过程。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教学过程以身示范，保持军校教员良好的形象，

严谨细致的作风，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二是课

上课下“无杂音”，传播正能量，增加学员职业认同感

和飞行的自豪感。三是教学内容方面不断挖掘思政资

源，航空动力装置是极其复杂的系统，科技含量高，

通过前沿技术牵引，培养学员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通过典型故障分析，引发学员思考，提高辨识能力和

责任意识；通过工作原理分析，理解装备优长，增强

信任装备、敢打必胜的信心。按照知识模块，构建课

程思政体系，形成课程思政库。 

4.3. “动态更新”完善教学内容 

部队训练改革快速推进，新装备新技术不断涌现，

教学团队要紧跟装备发展前沿，积极与部队加强沟通

联系，收集教学素材，对内容进行动态更新，实现院

校教育与部队训练的有机衔接。 

5.教学方法手段的创新 

基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特点及学情分析，梳理

课程教学实施总体思路
[3]
。一是以战训为牵引，培养

装备宏观认知，以动力装置作战训练运用为牵引，基

础航理注重培养学员对动力装置的宏观的认识和理

解，为未来不断改装新机型搭起宏观的知识框架，机

型航理教学注重岗位的第一任职需求；二是以学员为

中心，培养高阶思维能力，努力为学员创造方便学习、

乐于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学员会学习、善思考、能创

新的能力。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

不同的教学方法。 

5.1.问题和案例牵引 

装备使用案例事例是启发学员高阶思维、激发学

习热情、对接为战育人要求的有效工具，通过查阅文

献、研究机型教材、部队调研积累紧贴部队训练、紧

贴实际装备的案例事例库。 

课堂中，组织大量的问题素材和部队装备使用案

例，强化学员对问题和案例的思考、分析，激发学员

学习热情，用启发高阶思维的方式替代知识“填鸭”。 

5.2.理论与实装结合 

充分利用实验室活塞、涡喷、涡扇、涡桨、火箭

动力装置真实装备，部分教学学时在实验室进行，对

着真实装备学原理，提升学员学习效率和兴趣。为了

让学员看清动力装置的内部结构，将部分动力装置进

行了解剖或拆解；为了让学员掌握动力装置原理和控

制，将动力装置与飞机模拟座舱相连，座舱不但能控

制动力装置的运转，还能显示动力装置的相关参数；

为了培养学员的安全飞行意识，实验室还陈列了飞机

空难动力装置；利用实习机场多型号飞机发动机，身

临其境，进行装备实习；建设微型涡喷发动机试车和

轴流式压气机实验系统，实现部件和整机性能相关实

验。实验实习室对学员开放，学员随时可以进行参观

学习。 

5.3.理论与虚拟结合 

针对装备类课程教学特点，开发系列动力装置视

频动画、虚拟仿真模型，直观展示动力装置部件结构、

原理、控制，采用学员“一看就明白”的手段替代课

堂枯燥、晦涩讲解，节省学员宝贵的学习精力
[4]
。引

进 GSP、GasTurb 等专业航空动力装置仿真计算软件，

如图 2 所示，构建涡喷、涡扇、涡桨动力装置仿真计

算模型，并应用到了课堂中，加深学员对动力装置工

作性能理解。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64

585



 

图 2 仿真软件 GSP 构建航空发动机模型 

5.4. 信息化辅助教学 

开发慕课、虚拟实验项目，建成课上课下及部队

联动的互补式学习平台。采用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等

信息化教学工具，关注学员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整

个过程。 

6.课程考核评价的设计 

考核评价是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的重要环节，课程考核是检验课程目标是否达成“把

关口”的环节，对于航空动力装置课程考核，学员仅

学到动力装置知识远远不够，还要培养其能力素质才

能应对未来不断的改装训练和装备使用中的新问题
[5]
。为系统考察学员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效，准确、

客观、公正地评价学员学习成绩，评价教员的教学效

果，实现高素质飞行人才的培养目标，航空动力装置

课程采用形成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考

核方案如图 3 所示。 

 
图 3  课程考核方案 

6.1. 形成性评价 

借助超星学习通信息化教学工具，针对课前任务

完成度、课堂活动记录、课后任务完成度三个层面，

对每一项学习任务进行跟踪客观评价，激励学员学习，

教员动态精确跟踪学员学习效果，帮助学员有效调控

自己的学习过程，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成为评价的主

体和积极参与者。 

6.2.终结性评价 

考试内容除了航空动力装置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原理外，还应结合装备使用，利用动力装置基本原理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应用题，考核学员的学习

成效。通过考核结果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对教学设

计和组织实施进行调整、改进和完善。 

7.结语 

习主席在 2020 年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

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

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坚

定了我们下一步课程改革方向。航空动力装置课程在

课程设计过程中着眼未来战场，紧贴部队装备，从教

学目标、内容、方法、考核全方位进行系统设计，该

设计既是前期课程教学的梳理总结，又为后续课程教

学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也为军队院校同类课程

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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