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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　创建新时代“一流课程”

——基于机械原理课程的改革与建设实践

葛文杰

摘　要：当前高校“双一流”建设要求回归一流本科教学，呼唤一流课程教学。如何建设

新时代本科教学的“一流课程”？本文基于机械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建设实践，提出了新时代

“一流课程”建设的理念、思路、做法与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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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高等教育要办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本科教育教学

质量是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课程教学又

是本科教育教学的核心。建设一流大学，培养一流

人才，回归本科教学，呼唤一流本科教学，建设一

流专业和一流课程[1]。面对经济全球化、科技日新

月异和互联网发展，知识、产品及产业更新加快，

知识学习的变革和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需求，高

等工程教育进入了一个“互联网+创新教育”的新

时代，迫切要求加快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如何

创建新时代背景下的“一流课程”？“一流课程”

建设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课程教学的三个

基本条件是教师、教材及教法[2]。但在互联网背景

下，知识学习已经不再是单一教材内容学习，教材

学习只是课程学习的基础，而还要基于在线开放课

程共享资源和互联网相关课程内容最新知识进行多

元化学习，所以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教学应该在“互

联网+教材+课程”资源背景下来组织课程教学，课

程教学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知识传授，而是要着力培

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新时代“一

流课程”建设的标准应具备“五个一流”：一流教

师队伍、一流精品教材、一流共享课程、一流教学

方法和一流教学质量。课程教学要能体现立德树人

和学生能力培养，能促进个性化、多样性及创新型

人才培养，并能发挥出教学示范带动作用。当前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化课程教学改

革与建设，推进新时代“一流课程”建设，提高本

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与水平。

机械原理课程是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的一门核

心技术基础课程，在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尤其在

机械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占据重要的教学地位。西北

工业大学机械原理课程，在前辈孙桓教授带领下于

1957年建立，课程历史悠久，教学底蕴深厚，教材

使用广泛，示范引领性强，一直在全国同类课程教

学中有广泛的影响。近十多年来，本课程不忘教书

育人初心，牢记创建“一流课程”的使命，坚守本

课程师德业精育人文化，传承课程建设与教学优

势，积极探索课程与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和创新教

学，推进新时代的教师队伍转型提升、教材内容深

度改革和数字化课程共享资源建设，推动课程教学

模式改革，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学生创新能力，创

建新时代机械原理“一流课程”，取得显著成效。

本文基于这一教学改革与实践，提出了“一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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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的理念、思路、做法与实践效果。

一、坚守课程师德业精育人文化，创

建新时代一流课程教学团队

教育的根本是立德树人。课程教学的本质是教

书育人，也是本科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当下本科教

育改革是由过去以教师和知识传授为中心，向以学

生为中心和以价值塑造、知识学习及能力培养为核

心的创新教育转变；而课程改革是由学生被动学习

和单一考试评价的人才培养模式，向学生自主学习

与能力培养和个性化、多样性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方向变革。在这样改革发展背景下，课程建设的首

要问题是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先要解决教师的师德

师风建设和教书育人责任担当落实问题；其次要解

决适应新时代信息化教学和创新教学能力的提升问

题。因此，适应新时代高校教师发展的要求：师德

业精，教研兼备，始终能处在知识创新的前沿，并

充满创新活力。

当前高校教师存在职业倦怠，教学投入与育人

担当和教育敬业与奉献精神不足等普遍问题，是影

响当前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也是当前教师队伍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的师

德师风建设，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中国优秀的师德

师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实践。对此，本团队前辈

们数十年用毕生精力投身于的机械原理课程建设与

教学，长期开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教学法研究活

动，树立了“以德为先、敬业奉献、潜心教研、精

心育人”的师德业精育人课程文化，建立了青年教

师培养“导师制”和“试讲制”等一系列做法，并

形成了“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也形成了教师课程

教学的师德师风和教书育人文化优势。但也存在传

统专业基础课教师，长期科研薄弱，自身创新能力

不足，难以适应创新教育教学发展的要求。对此，

本课程提出了“传承与创新”的队伍建设理念，采

取本课程师德师风与业精教研文化传承，并与信息

教育技术融合和创新能力提升措施创新的教师队伍

转型提供建设思路，解决教师适应新时代师德师

风、教书育人能力和转型提升的教师队伍建设问

题，实施“三个措施”：

一是坚守基础课教学一线和课程教学试讲制、

教学法活动和教学研究与课程建设等教研活动且不

断线；坚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行为世范和潜移

默化的教书育人的课堂教学教风；传承前辈在本科

教学的优秀职业情操和敬业奉献及教学工匠精神。

二是不断探索课程教学与网络信息化技术深度融

合，更新课程教学内容、探索教学新方法和新技术，

开发教学共享资源，提高新时代教书育人的能力。

三是采取在职攻博提升学历层次、出国交流访

学增强国际视野和与专业课程教学融合及争取课题

促进科研，提升教师知识创新和创新教学能力。

实现了本课程由传统基础课教学型的教师队伍

向适应新时代高校教师发展要求转型提升。通过多

年实践，本团队教师的教学与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

获得极大提升，承担了2003年以来教育部立项的所

有相关课程的国家级教学项目10项和国家级科研项

目11项，教师的博士化率、出国交流访学和主持国

家自然基金率均由零获得突破，并均达80%；教师

中获省部级师德楷模、优秀教师奖及特等奖共6人
次，获国家教学名师1人，并获评国家级课程教学团

队。这一教师队伍建设经验，在省内外部分高校教

师发展中心的教师培训、教育部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面向全国机械原理教师的培训和教育部机械基础教

指委的骨干教师培训活动中，产生了新时代教师建

设的示范效应。

二、教材传承与内容深度改革，建设

新时代一流精品教材

教材是课程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基础，教材内容是

对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和课程教学思想、教学方法与教

学适应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发挥课程教学改革、教学

示范引领、成果推广及应用的重要载体。因此，一流

课程必须有一流精品教材为支撑和引领。

一流精品教材建设，首先要有长期课程教学

积淀和一版又一版不断修订和教学精品锤炼，形成

课程自身优秀的教学思想、精品内容和教学适应性

强的教法，能获得好教好学和优秀的育人质量教学

效果，深受学生和教师欢迎。本课程所编《机械原

理》（高教版），第一版教材1961年就被确定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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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唯一本全国通用教材，已经七次修订再版，曾

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并

四次被列为国家重点规划教材和全国精品教材，在

全国同类课程教学中有广泛应用和影响，形成了精

品教材建设的优势。其次，教材还要与时俱进，不

断更新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反映时代发展要求，

适应时代教学与人才培养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

新驱动发展等“强国建设”战略，必须把教育事业

放在优先位置。也就是说，实现新时代的国家战略

和目标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撑和引领。新时代高等教

育是由支撑型向支撑与引领型的教育转变。于是教

材内容建设，已经不仅仅只是满足学生的专业基础

知识掌握和技能培养，还要着眼于国家未来的创新

引领发展和国际创新竞争力人才的培养，还要能反

映具有创新引领的新内容。因此，新时代一流精品

教材建设，也必须坚持“传承与创新”建设理念，

开展教材内容深度改革。

为此，本课程先后以“十五”至“十二五”

国家重点规划教材《机械原理》第七版和第八版修

订为契机，着力解决前几版教材的专业面窄和内容

陈旧以及与新时代教学不适应问题，采取了传承本

教材的教学与图文匠心设计、教学文字严谨和好教

好学等教学优势，汲取国外优秀教材先进经验和科

研反哺教学，与信息技术和创新教学深度融合创

新，开展教材内容深度改革，要做到四个面向：面

向学生能力培养，面向数字化技术与工程应用，面

向未来创新引领发展和面向教师教与学生学。具体

体现在：充实优化经典内容，加强图解法内容，突

出厚基础、强思辩和强化课程图解逻辑思维和工程

与科学问题的简图抽象思维以及创新想象力培养；

扩展了适合数字化分析与设计的解析法，通过实例

和案例教学引入新例题与新习题，设计反映与现代

生活、现代工程和科技最新发展和最新成果的关联

和需求；尤其率先引入机器人机构及其设计一章新

内容，提出了一套空间运动副表示符号，特别是首

创映引入中，引入“最小阻力定律”和欠驱动、冗

余驱动、变胞机构及柔性机构等许多最新机构知

识，突破传统机械设计概念，具有引领未来机械向

“人—机器人—环境共荣”的绿色环保和安全高效

的创新发展，增强未来我国机械产品创新设计和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前瞻性教学。不仅使教材内容具有时代

感和大工程观与创新视野，又适合教师引导与学生自

主学习和启迪创新，并引导学生利用互联网获取最新

相关知识学习。

修订再版后的《机械原理》第七版和第八版，

先后获评“十五”至“十二五”国家重点规划教

材，第七版获评普通高等学校精品教材。已有国内

314所各类高校使用，累计发行量为81万余册。教材

也取得学术影响力极大提升成效：据中国图书学术

影响力评价《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6版）17.7
发布的各学科TOP3名单：本教材在“机械、仪表工

业”学科榜上有名排第三，可见教材对知识创新研

究的引领作用。本教材改革与建设经验“《机械原

理》教材建设的传承与创新”被教育部“2015普通

高等教育本科教材研讨会”受邀大会报告，对全国

高校“十三五”教材建设产生了示范引领性作用，

获普遍认可。

三、课堂优秀教学法与信息技术深度

融合，创建一流精品数字化共享课程

当下高校课堂教学信息化：课堂教学普遍采用

单一“PPT翻片+照本宣科”讲授方式，又同时普

遍存在学生课堂参与度和抬头率低而教学效果差的

突出问题。追其原因：“文字+图片”的PPT多媒

体教学，虽教师讲起来比较顺，但绝大多数教师属

受PPT主导式的讲授，呈现照本宣科的效果，互动

效果差，学生难于参与。其问题在于：一是教学法

设计不足，缺乏像黑板粉笔教学那样引导学生一步

一步认知过程；二是PPT的翻片，缺乏像黑板那样

的长时间保留促进学生思考，学生一旦前面没听或

没听懂，后面就无法再跟上并继续听下去。因此，

传统黑板粉笔教学虽传达信息有限，但在课堂教学

仍有不可完全替代的教学优势，尤其教师引导学生

认知示范作用和较长时间的保留有利于学生思维和

参与。

本课程前辈孙桓教授将多年教改研究总结为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措施和过程优化”教学法

（曾获国家教学成果奖，并发表论文）。为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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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这一课堂优秀教学方法，并与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采用能随讲解步步显示又能灵活控制和重点保

留的多媒体编程技术，开发课程的知识点和例题及

案例讲解等多媒体教学素材，以及供教师课堂教学

使用的电子教案和素材库等电子教学资源。

为了基于网络在线教学与学习资源，构建在

“互联网+教材+课程”的资源背景下，学生多元化

地自主学习课程，并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本课程

以主持5项国家级教学项目（网络课程、网络精品

课、资源共享课和在线课程MOOC（慕课）以及教

学资源库等）和校级网络流媒体视频课等项目为推

动，先后建设了新世纪机械原理网络课程、网络流

媒体视频课（48和32学时两种课）、网络教育国家

精品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国家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慕课）等最丰富完善的网络教学共享资源，

以及线下学生自主指导学习光盘。从而为实现新模

式教改提供了最完善的一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

资源。

四、线上线下教学深度融合，创建课

程教学一流教学方法和提升教学质量

当前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效益，加大改革课程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模式：一是要加强课堂教学中

教师言传身教和育人担当的教风；二是改革课堂讲

授模式，将灌输式变为引导启发式讲授，增强课堂

教学互动的学习效果；三是改革课程教学仍以教师

为中心的模式，学生仍处于被动学习，学习效果及

效率不高的现状，尤其缺乏个性培养，同质化现象

严重；四是促进课程教学与创新教育融合和教学机

制建立问题，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因此，要改进课

程教学方法，推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强化创新教学育人的质量和教学效益。

为此，基于线上与线下、面向教师线下课堂教

学与面向学生在线学习的优质教学资源，推动构建

以教师为引导，以学生为中心，在”互联网+教材+
课程”下的课程教学新模式改革：

一是用“黑板粉笔+教具+电子教案素材”手

段，改变课堂填鸭灌输式为引导式、启发式和探究

式讲授，突出课程思想方法和知识架构教学，回归

课堂教学言传身教和教书育人的本质，提高讲授与

学生互动效果，弥补互联网知识学习碎片化不足。

二是基于慕课和资源共享课，构建“引导讲授

+慕课学习+翻转课堂+讨论课+研讨课”的线下与线

上混合式教学模式和课程成绩综合评定机制，促进

学生自主学习和与教师课内外互动，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与效率，激发学生创新兴趣和思维。

三是课程实践教学——课程设计以设计为内

容，与课程理论教学的启迪学生创新兴趣和创意密

切结合，从设计理论教学到鼓励学生创新选题，再

到创新方案设计的内容贯通，以3—4人成组化的设

计小组，开展个人提出创新方案和小组讨论优选，

再到大班交流和讨论，最后到协作一起完成，并与

课外机械创新设计竞赛活动和课外创新实践与创业

训练项目对接贯通，从而形成课程教学与创新创业

实践融合的创新教学机制，形成以课程教学为支撑

和引导，让学生在做中学，以赛促学、以创求业，

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教学

效益。

经近年来的教改实践，课程教学显著提高。

学生的知识学习由单一教材学习转变为以教材为基

础、在线课程为拓展和互联网为最新的知识学习模

式；课程教学由教师引导讲，到最后研讨课由学生

主讲最新知识的完全翻转的教学模式，推进了校内

机械创新竞赛活动，受益学生约400人/届，获国家

级奖12项和省级奖70项；指导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

和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3项，学生作品获发明专利30
余项，并由学生注册公司1项，获金砖国家创客大赛

二等奖和优秀奖各1项。因此，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创

新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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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and Create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course for 
Mechanical Principles

Ge Wenjie

Abstract: At present,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requests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irst –class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call on first –class discipline teaching. How to establish the first –class discipline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s, thoughts, ways and practice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course for Mechanical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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