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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自动检测与传感器应用 

课程负责人：蒋正炎 

联系电话：13815011408 

推荐类别：  ●职业教育 

○普通本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 

○继续教育 

申报学校：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推荐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二○二一年三月



  

 

填 报 说 明 

 

1.每门课程均需明确“推荐类别”，只能从“职业教育”、

“普通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中选择一个

选项填报。 

2.申报课程可由一名教师讲授，也可由教学团队共同讲

授。 

3.“学科门类/专业大类代码”和“一级学科/专业类代

码”请规范填写。没有对应具体学科专业的课程，请分别填写

“00”和“0000”。 

4.申报书按每门课程单独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5.所有报送材料均可能上网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

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自动检测与传感器应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实践类课程 

所属学科门类/ 

专业大类代码 
装备制造大类/46 

一级学科/专业类代码 自动化类/4603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二年级 

学    时 36学时 

学    分 2分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2020年 3月 2日— 2020年 7 月 11 日 

（见附件材料清单-教务系统截图） 

2020年 9月 7日— 2021年 1 月 15日 

（见附件材料清单-教务系统截图） 

最近两期学生总人数 564 

教学方式 ○线下   ○线上   ●线上线下混合式 

线上课程地址及账号 http://www.icourse163.org/learn/CZILI-1207026802 

注：（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等信息） 

 

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基本情况 

 

1、课程团队结构 

 

 

 

http://www.icourse163.org/learn/CZILI-1207026802


 

  

2、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 1 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及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总人数限 8 人之内） 

序

号 
姓名 

院系/ 

部门 

出生 

年月 
职务 

职

称 

手机

号码 

电子 

邮箱 
教学任务 

1 蒋正炎 
智能控

制学院 

1979

.7 
院长 教授 

138150

11408 

7753428

@qq.com 

课程规划 

18 机器人 631、19

机器人 631 

2 李永杰 
智能控

制学院 

1978

.10 

教研室

主任 
讲师 

137750

09136 

lyj@cii

t.edu.c

n 

教学思政载体设计  

18 自动 631，19 自

动 661、19光伏 331 

3 冷雪锋 
智能控

制学院 

1979

.6 

教学副

院长 

副教

授 

137751

86801 

1769462

18@qq.c

om 

模式创新 

19机电 333 

4 夷文玉 
智能控

制学院 

1984

.11 
 讲师 

137768

10509 

yiwenyu

@126.co

m 

教学思政资源建设 

18自动 331,19自动

332 

5 韩迎辉 
智能控

制学院 

1974

.09 

科研副

院长 

副教

授 

137768

38296 

1872271

749@qq.

com 

工匠精神提炼 

19机器人 331 

6 孙春晖 
智能控

制学院 

1975

.04 

专业带

头人 
讲师 

139612

98172 

5359626

67@qq.c

om 

评价方案设计 

20 自动中德，19 机

电试点 

7 李飞 
马克思

学院 

1976

.1 

思品教

研主任 

副教

授 

136161

02105 

1850979

09@qq.c

om 

思政元素挖掘 

20 机电 333、531 

8 何成平 
智能控

制学院 

1973

.09 

专业带

头人 

副教

授 

151519

38818 

4449772

45@qq.c

om 

教学思政资源建设 

19 机电 331、332 

 

三、授课教师（教学团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情况 

课程负责人 

情况 

（近 5 年来在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获

得教学奖励等方面的情况） 

1、承担教学任务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时 

自动检测与传感器应用 专业课 36 

PLC系统编程与维护 专业课 72 

PLC控制技术实训 专业实践课 3周 

电气线路装调实训 专业实践课 3周 

mailto:7753428@qq.com
mailto:7753428@qq.com
mailto:lyj@ciit.edu.cn
mailto:lyj@ciit.edu.cn
mailto:lyj@ci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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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yiwenyu@126.com
mailto:872271749@qq.com
mailto:872271749@qq.com
mailto:872271749@qq.com
mailto:535962667@qq.com
mailto:535962667@qq.com
mailto:5359626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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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185097909@qq.com
mailto:1850979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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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产线的装调与维护 专业实践课 2周 

柔性生产线的应用与维护 专业实践课 4周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专业实践课 48 

专业综合实践 专业实践课 5周 

毕业设计 专业实践课 5周 

2、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2020年负责申报的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入围学院课程思政示

范专业立项建设。其中《自动检测与传感器应用》为院级课程思

政重点建设项目，从 2019年开始就对课程标准进行课程思政相关

修订，在教学过程中加入思政材料，提炼思政教学目标。 

 

深入研究文化育人、精准育人、清润育人、特色育人，主持

常州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课题——基于“双证融通，产学合作”

模式下的高职专业文化建设研究，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基于

“双证融通、产学合作”模式的高职专业文化建设”《职业技术

教育》2017年 10月，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STEM+P 模式:制造

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探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年 10

月，发表论文“高职专业文化建设与技能竞赛一体化的研究与探

索”《职业》2017年 12月。 

3、获得教学教研奖励 
项目名称 时间 授奖部门 

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8年 教育部 

江苏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 

一等奖 
2017年 教育厅 

中国轻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017年 

中国轻工 

联合会 

中国轻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019年 

中国轻工 

联合会 

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2020年 全国电力 



 

  

一等奖 行指委 

江苏省高水平专业群负责人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立项） 
2020年 教育厅 

江苏省第一期品牌专业负责人 

（机电一体化技术、验收） 
2019年 教育厅 

江苏省高水平骨干专业负责人 

（光电技术应用、立项） 
2017年 教育厅 

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重点专业 2019年 教育厅 

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中心负责人 2017年 教育部 

国家职业教育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

学资源库子项目（验收） 

“上下料机器人工作站系统应用” 

2017年 教育部 

国家职业教育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

学资源库子项目（验收） 

“自动机装调与维修” 

2015年 教育部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验收） 

“轻工自动机电气系统安装与调试” 
2016年 教育部 

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2017年 教育厅 

中央财政支持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 2016年 教育部 

江苏省产教融合集成平台 2019年 教育厅 

江苏省智能制造生产线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 
2017年 教育厅 

全国电子信息类优秀教材评选 

一等奖 
2018年 

中国电子教

育学会 

江苏省职业教育优秀教科研成果 

一等奖 
2018年 

江苏省职业

与成人教育

学会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2018年 教育部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2018年 教育厅 

江苏省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一等奖 2016年 教育厅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裁判员 2017年 教育部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裁判员 2018年 教育部 

全国机械行业优秀裁判员 2016年 
全国机械 

行指委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工作者 2018年 教育厅 

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 2018年 教育厅 

江苏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 2016年 教育厅 

中国轻工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 2019年 
中国轻工 

联合会 

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服务先进制造

专业领军教学团队负责人 
2019年 

全国机械 

行指委 

盐城市“515”领军人才计划 2017年 盐城市 



 

  

人才办 

常州科教城 350计划 2018年 科教城 

常州托利多教师教育基金奖 2016年 教育局 

主编十三五规划教材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2020年 教育部 

主编十三五规划教材 

——机器人技术应用项目教程 
2020年 教育部 

主编十二五规划教材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2014年 教育部 

主编十二五规划教材 

——可编程控制器及网络控制技术 
2014年 教育部 

主编江苏重点教材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教程 
2020年 教育厅 

 
 

 

 

 

 

 

 

 

 

 

 

 

 



 

  

教学团队情

况 

（近 5 年来教学团队在组织实施本课程教育教学、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参

加课程思政学习培训、集体教研、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的情况。如不是教

学团队，可填无） 

1、课程建设历史 

本课程已成功立项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江苏省成教精品资

源共享课；《自动检测与转换技术》教材已出版三版，分别入选

了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十二五规划教材、十三五规划教材，

累计印刷数量超过 50000本。 

 

    

2、团队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1）教学成果丰硕。团队教师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2017 年获得江苏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一

等奖，2018 年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7、2020年获得中

国轻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2020年获得全国电力

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名师名团队。团队成员有全国黄炎培杰出教师 1人、江

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人、中国轻工职业教学教学名师 1人、



 

  

江苏省工匠 1 人、常州市师德模范 2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教

学团队、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服务先进制造专业领军教学团队。

入选常州市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江苏省工匠工作室。 

 

 

（3）思政效果显著。团队成员李飞老师获得全省高职高专院

校思政课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特等奖、全省高校微课大赛一等奖、

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全国机械职业院校微课设计比赛

一等奖，主持和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发表论文十多篇，主编教

材多部。他真心扎根基层，深情投身事业，做好基层党的理论“宣

讲者”。李飞老师是江苏省高校优秀思政课巡讲团成员，参与校

讲师团成员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获

团市委“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优秀教师”荣誉、校“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多次被评为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 

 



 

  

（4）人才培养优异。团队除了聚焦智能控制自动化项目、工

业机器人应用、无人机应用、工业物联网、嵌入式开发、创客 DIY、

教学装备研发等专业技术领域外，同时重点承担卓越的高技能大

学生人才培养任务，努力培养有工匠精神、有专业技术、有创新

能力、有交流协作的高技能人才。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成绩突出，近几年在智能控制类赛项中获得 15项一等奖和 6 项

二等奖，国内同类专业中领先。 

表 1 团队成果清单 
表彰事项 时间 级别 

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8 教育部 

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7 省教育厅 

在线开放课程《自动检测与传感器应用》 2019 省教育厅 

成教精品资源共享课《检测与转换技术》 2019 省教育厅 

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重点专业 2019 省教育厅 

十三五规划教材 
——《自动检测与转换技术》 

2020 国家级 

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获三等奖 2015 国家级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2018、

2020 
省级 

中国轻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7 
中国轻工

联合会 

全国电力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20 
全国电力
教指委 

中国轻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20 
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 

江苏省高水平专业群 
——机电一体化专业群 

2020 省教育厅 

全省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特等奖 

2018 省教育厅 

江苏省高校微课大赛获一等奖 2015 省教育厅 

首届全国机械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微课设
计比赛获一等奖 

2015 
机械教指

委 
江苏省高校优秀思政课巡讲团成员（苏教社政

函【2019】11号） 
2019 省教育厅 

课程思政示范专业立项-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2020 院级 

课程思政教学比赛一等奖 2019 院级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教学设计三等奖 2019 院级 

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 2019 院级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三等奖 2019 院级 

职业院校教学大赛选拔赛三等奖 2020 院级 
 

  



 

  

四、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设计情况 

（描述如何结合本校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要求，准确把握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

方向和重点，科学设计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将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等情况。500字以内） 

 

聚焦高职教育特色，大力弘扬“工匠文化”，立德树人为根本，作为江苏

省高水平专业群的核心专业课程，自动检测与传感器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

支柱之一，是物联网主要载体，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工业信号检测的基础。 

“三引入、一融合”的建设思路：课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事热点

新闻、校本文化和大国工匠等政元素引入，实践思政与教学项目任务相融合。

在教学内容上紧贴当前技术前沿，在任务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将我国传感器

产业发展与国际同行产业发展进行对比，帮助学生清醒认识我国在传感器与自动

检测技术领域的优势和短板，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规划和发展方向。整个课

程立足国家产业发展需求、放眼世界技术前沿、紧扣时事热点、宣扬学院杰出

校友“全国劳动模范”邓建军和吴宏胜、江苏工匠韩迎辉老师等课程思政表现形

式，并通过对思政材料的提炼、加工，突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价值目标。 

六个“1”的建设目标：1门省级思政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本国家级活页式

思政教材；1 个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案例库；1 个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研发

应用中心；1支由专业教师、思政教师、大国工匠等组成的混编结构化思政专业

教学团队；1项具有“常工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教学成果。 

 

图 2 课程思政元素分析思路 

 

  



 

  

五、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情况 

（描述如何结合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完善课程内

容，改进教学方法，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将课程建设目标融入课程教学

过程等情况。1000字以内） 

1、融合思政优化课程内容 

在教学实践中，结合课程教学任务，在每个任务中引入思政材料，包括国家

产业需求，国产传感器产品与外国产品的对比与替代，时政热点，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等，不同任务应用思政元素各有侧重。各任务实践思政元素见下表。 

表 2 各任务教学思政元素 

项目任务 引入思政材料 思政目标 

1-1火灾自动报警 
案例1：2019年四川凉山森林大火

与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对比 

增强学生的“制度自信”，培养

爱国精神和担当意识 

1-2可燃气体泄漏报警 
案例2：江苏响水“3.21”化工厂

爆炸事故 

追逐利润应树立“生命至上”的

理念 

1-3防盗报警 案例3：引入中国古代锁具鲁班锁 
从传统技艺中挖掘匠人匠心的

品质并能加以传承 

1-4室内温度检测 

案例4：疫情初期红外测温枪短

缺，后来不但满足国内需求还对

其他疫情国家进行援助 

坚定“制造强国”的信心，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1-5湿度检测 
案例5：B2轰炸机坠毁事件湿度传

感器因素 

宣扬技术创新对高科技发展的

重要性 

2-1位移检测 
案例6：引用“失之毫厘，谬以千

里”成语 
培养学生敬业负责的工作态度 

2-2称重检测 案例7：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 

树立安全营运意识的同时，培养

质量安全和突发事件不传讹的

意识 

2-3计数检测 

案例8：疫情期间本校教师使用

“产品计数”助力企业口罩机开

发 

明确科技创新对国民生活和国

家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倡导学

生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2-4转速检测 
案例9：国家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

发展（中高速的新常态） 

了解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时代特

征，更加强调党对国家经济工作

的领导 

3-1工业温度检测 
案例10：国产红外热成像仪的成

功研发大大降低了同类产品价格 

激发学生进行技术创新的热情，

提高民族自信力 

3-2液体压力检测 
案例11：2019年河南义马液氧爆

炸事故引出压力检测 

培养“生命至上”的理念，增强

安全操作和规范作业的意识 

3-3液体物位检测 
案例12：由1998特大洪水，引出

河道水位监测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抗震

救灾精神 

3-4液体流量检测 
案例13：国产流量计市场占有率

的变化统计 

科技创新助力国家发展，激发学

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精神，

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 



 

  

2、凸显思政改进教学方法 

全陪伴式教学。学生们进入专业应用背景学习的阶段，像一个掌握基本技能

的“学徒”，因为尚未接触专业知识而产生对专业前景的迷茫。专任教师全程参

与项目实践过程，以实际案例项目帮助学生尽快进入专业课学习的状态，以专业

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问题。 

全情境式教学。通过加入思政相关素材作为任务引入，较好的将日常知识与

专业知识进行衔接，能够更好接受专业知识，加强技术自信，国货自信，而且也

很好的树立爱岗、敬业、诚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在实践过程还与党建联系

起来，结合学生参观企业、参观红色基地、聆听工匠大讲堂等活动，使得思政

元素更贴近日常。 

   

 

六、课程评价与成效 

（概述课程考核评价的方法机制建设情况，以及校内外同行和学生评价、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成效、示范辐射等情况。500字以内） 

1、课程评价体现多元评价方法。重视教学过程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同时加强了学生线上学习

的评价。自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及在线课程建设以来，学生一方面获得较多的实践

锻炼，另一方面引入思政等材料，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强化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毕业学生满意度高。根据麦可思调查，从往届毕业及实习学生企业反馈，

自动化类毕业生爱岗、敬业的比例较高，就业满意度、校友满意度都较高。 

表 3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专业名称 月收入（元） 就业现状满意度（%） 

电气自动化技术 6423 7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623 72 

机电一体化技术 6000 87 



 

  

 

图 3 校友满意度 

3、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工程师训练营指导教师的反馈，通过课程思政实践，

相对数量的学生都能吃苦耐劳，传感器相关知识和技能基础比较扎实，具备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4、课程辐射以点带面。随着自动检测与传感器应用课程等相关课程的课程

思政教学推进，专业内的其它课程，比如电力电子技术、自动生产线的装调与维

护、工控组态与人机界面实训、电工技术、电子技术基础等课程都参与了电气自

动化技术专业的院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建设。 

 

 

七、课程特色与创新 

（概述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形成的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做

法等。须用 1—2个典型教学案例举例说明。500 字以内） 

（一）课程在思政元素引用上有着独特亮点： 

1.课程在教学课堂引入上将思政元素加入，使得教学内容较好的与日常知识连

接，容易让学生接受相应专业知识，比如温度检测任务中引入新冠疫情期间用于

人体测温的红外额温枪，很好的让学生理解红外测温的知识。 

2.各任务的思政元素各有侧重，并不是千篇一律，突出各任务的特点，比如在位

移检测中引用成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强调做事要认真对待，精益求精，

否则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很大错误。 

3.在思政元素引用上加入对比方法，突出国家自信和优越性，比如在火灾检测中，

将国内四川凉山森林大火与澳大利亚森林大火进行对比，虽然都有困难，但国

内消防人员勇于承担，不怕牺牲，能快速扑灭大火。 



 

  

4.紧扣最近的周边的时政热点，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比如在称重检测任务中引用

2019 年无锡高架桥侧翻事件，引出桥梁监测和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二）课程在思政元素引用上的创新点： 

1.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政元素引入，重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2.通过时事热点新闻思政元素引入，重点培养学生的国家行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

专注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通过校本文化、大国工匠思政元素引入，重点培养学生爱岗敬业自强不息职业

素养的重要性； 

4.每个任务在任务引入时都涉及思政元素，将思政与任务实践融合。 

 

 

八、课程建设计划 

（概述今后 5年课程在课程思政方面的持续建设计划、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主要改进措

施、支持保障措施等。300字以内） 

建设计划： 

1．2021-2022 年，打造由专业教师、思政教师、大国工匠等组成的稳定的混编

结构化思政专业教学团队，完善在线课程资源，将思政元素融入各种教学资源； 

2．2022-2023 年，成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研发应用中心，进一步打磨思

政元素，更新和深化课程思政案例，并推广在线课程资源； 

3．2023-2024年，持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在本专业群内带动相关课程 3-6

门开展课程思政实践，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案例库； 

4．2024-2025 年，申报省级或国家级课程思政项目，出版国家级活页式思政教

材，推广本课程在课程思政方面的经验； 

5．2025-2026 年，总结具有“常工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教学成果，申报相应教

学成果奖，以此进一步推广课程及课程思政案例。 

问题及改进措施： 

1．前期教学团队思政教师数量不多，思政元素不够细化，后续通过增加思政教

师，细化思政元素，把思政元素贯彻于课程的每个细节； 

2．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元素对学生会失去吸引力，因此后续建设中要持续更新，

确保案例与时俱进。 

 



 

  

九、附件材料清单 

1.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教务系统截图 

 

 



2. 教学设计样例说明（必须提供） 

一、基本信息 

思政案例 我心中的一杆秤 

所属教学内容 称重检测 

学时安排 3学时 专业 自动化类 年级 高职二年级 

二、课例简介 

 

聚焦高职教育特色，大力弘扬“工匠文化”，立德树人为根本，作为江苏省高水平专业群的核心专

业课程，自动检测与传感器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支柱之一，是物联网主要载体，是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工业信号检测的基础。 

“三引入、一融合”的建设思路：课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事热点新闻、校本文化和大国

工匠等政元素引入，实践思政与教学项目任务相融合。在教学内容上紧贴当前技术前沿，在任务讲授

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将我国传感器产业发展与国际同行产业发展进行对比，帮助学生清醒认识我国在

传感器与自动检测技术领域的优势和短板，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规划和发展方向。整个课程立足

国家产业发展需求、放眼世界技术前沿、紧扣时事热点、宣扬学院杰出校友“全国劳动模范”邓建军

和吴宏胜、江苏工匠韩迎辉老师等课程思政表现形式，并通过对思政材料的提炼、加工，突出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价值目标。 

通过课程思政将课程学习与国家产业需求和人生规划相结合，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国家观念和强

烈的学习意愿，合作互利共赢习惯，明确学习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达到培养有担当有理想的高技能

人才目的。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认识称重传感器的种类； 

2、熟悉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二）技能目标 

1、会正确选择本任务合适的传感器，并能够正确安装。 

2、在本项目虚拟仪器平台的适当位置搭建称重检测的虚拟仪器。 

（三）思政目标 

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其中的公平、公正、法治和诚信； 

2、学习、传承工匠精神，用心做好自己心中的“一杆秤”； 

3、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修养。 

四、思政元素 

（一） 主要内容 

 

当前伴随面部识别、语音命令、眼球追踪和手势控制等“感知技术”的浪潮，由物联网而带动的

智慧城市、智能汽车、智慧交通等一系列新兴业态应运而生。而作为这一系列新兴业态的基础，物联

网的感知技术和仪器---传感器的发展显得格外的重要。 

同学们在明白传感器重要性的同时，还要深切体会它的必要性。课程开头引入热点新闻，无锡高

架的侧翻事故，聚焦“超载”这个话题，要依法打击超载超限行为，提出要文明驾驶，启发同学们提

出解决超载的办法，卡车需地磅称重上路，引出称重课题。 

从称重工具的发展可以看出，称重检测是蕴含着诚信、公平、公正等思政元素。古代的杠秤在秤

杆上有十六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一两都用一颗星来表示，即秤星。“秤星”又藏着很大的

学问，一共十六颗星，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以及福、禄、寿三星组成，这表达了人们对诚信经营理

念的支持态度， “人在做，天在看”，存有敬畏之心。而这些秤星的颜色，采用的是金黄色或白色的，

不能用黑色，意思是做生意要公平、正直，不能黑心。 

本次任务是要同学们设计自动称重检测系统，在设计任务之前，播放了太平街手工杆秤《天下匠

心·湘传》小视频，匠人用30年时间只做一杆秤，我们需要一种工匠精神，以一种做人做事敬天畏人

的态度，对抗日渐炙热的浮躁之风。顺利成章让同学们静下心来，好好设计自己“心中的那杆秤”，

践行工匠精神。 

同学们在分组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认真仔细、严谨求实、团结协作、开拓创新；需要积极参与合

作学习，有主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学会与人合作共处，提高组织协调能力；需要强化实验室5S管理

理念，逐步养成安全、规范、环保的生产意识；需要重视工作秩序，保持工作场所的整洁；需要尊重

别人和自己的劳动成果等等，将这些职业道德，职业修养融入设计的整个过程中，并形成学生互评机

制，最后加入学生总评中。 



 

 

 

任务总结阶段，每位同学拍照分享各自成果，评选出最好的“一杆秤”（兼具美观和测量精度），

参考测量的准确性指标，该设计小组被评为“诚信制造”小组。 

最后结尾，展示一张我们身边的江苏工匠韩迎辉老师为企业设计用于流水线上的智能称重系统的

图片，与我们学生设计的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要以他为榜样，继续追逐技术上的突破与创

新。 

（二） 资源列表 

 

1.动画：悬臂梁、称重传感器、 

2.动画：电阻应变片与电阻关系 

3.视频：超载引起的高架侧翻事故 

4.视频：太平街手工杆秤《天下匠心•湘传》 

5.图片：江苏工匠韩迎辉老师制作的智能称重系统 

6.中国大学MOOC、慕课堂 

7.称重传感器、物联网实验箱一套 

（三） 专业教学任务分析 

1. 教学重点 

（1） 称重检测的应变传感器原理； 

（2） 称重检测整体方案设计。 

2. 教学难点 

（1） 称重标定实现； 

（2） 称重检测的虚拟仪器程序设计。 

3. 对重点、难点的处理 

基于理实一体教学模式，采用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方法，以称重检测任务为主线，围绕Labview

虚拟仪器进行程序设计、称重标定和测试，借助爱课程在线开放平台、慕课堂、极域教室等信息化手

段，辅助思维导图，以学生为主体完成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 

（1） 利用在线教学平台的教学资料、教学视频，实现学生学习的全时性，按需性，便于学习过程分层

化； 

（2） 采用思维导图模式进行任务分析，方便数据存储和图片发 

（3） 利用LabVIEW虚拟仪器实验平台，可以快速实现检测任务的现场设计与实时运行调试，实现 

复杂问题简单化，化解学习过程抽象化，解决教学难点问题。 

（4） 使用极域教室软件工具进行课堂教学，方便教师进行1对多教学与指导，便于学生材料提交，有

利于小组互评、组内互评数据的统计。 

 



 

 

五、教学对象分析 

 

1、授课对象基本特征 

（1）教学年级：二年级学生 

（2）学习基础：前导课程有《电工技术》、《电子技术》等，通过本课程前几个子任务学习，已掌握

数据采集设备、labview的基本使用。 

（3）学情分析： 

知识经验：作为二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专业基础课知识；理论知识相对薄弱，学习习惯不佳。 

学习能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够，学习兴趣不浓厚；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不强，主观能动性不足。 

思想状况：对未来的规划不清晰，对专业的前景认识不够；学习上有惰性，自制力不强，缺乏持之 

以恒的毅力。 

2、课程功能定位 

表1   课程功能定位分析 

对接的职业岗位 岗位职责 对接培养的职业岗位能力 

设备维护岗 定期检修设备 

零配件故障诊断、测试能力 

传感器选型、询价能力 

传感器拆装更换能力 

设备保养及与设备使用者沟通能力 

产品维修岗 维修产品 

零配件故障诊断、测试能力 

传感器选型、询价能力 

传感器拆装更换能力 

客户、部门沟通能力 

设备安装调试岗 设备装配、调试 

零配件相关传感器的装配能力 

传感器选型、询价能力 

对传感器测试数据分析处理能力 

部门沟通能力 

 

 

 

 

 

 

 

 



 

 

六、教学方法 

 

本课程围绕既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要求，充分利用教学资源条件，并注意因材施教，灵活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课程综合教学效果。 

课程以行动为导向，具体采用了任务驱动的项目化教学。 

（1） 注重“手脑结合”，营造职业氛围 

设计课程内容时，根据实际职业场景营造成学习情境，让学生在实践训练过程中，渗透进入理论

知识，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相结合，促使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既动手又动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课程应在模拟实验室进行现场教学，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营造规范、整洁的工

作学习环境和科学的工作素养。 

（2） 注重行动导向，鼓励交流合作 

每个教学单元均设计有明确的学习任务，建议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创造各种条件和形式，

鼓励他们运用口头、书面、讨论、研讨等多种方式进行交流。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通过

收集资料与讨论拟定工作方案，鼓励学生合作完成工作任务，使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小组工作，培养学

生的协作精神。对获得的数据与发现的现象，要让学生应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和

归纳，找出规律，得出结论。关注学生经历探究过程积累操作技能、经验知识和科学知识，获得知识、

能力、素质的全面提高，并对完成的任务进行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 

（3） 突出任务驱动，培养创新能力 

本课程教学以项目为载体、任务为驱动，使学生先感知、后认知、再运用，激发学生潜在的学习

动力，围绕完成任务中出现的问题、难题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进行工作任务的策划与设计、实施和评价，训练学生有序的工作方法，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在项目

的具体任务实施中鼓励学生有一定的创新发挥，通过分析和解决完成任务中的创新要求，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另外，为了给学生更多的动手动脑机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学生可以利用课

余开展拓展项目的学习与训练，也可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使学生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进行实践锻炼，从而使学生掌握课程所要求的职业技术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 

（4） 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创新教学方式 

充分利用在线课程平台，将线上与线下进行融合，即利用了线上学习的灵活性，同样也突出了线

下教学实施的可操作性。综合评定学生学习成果，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教、学效果。 

 



 

七、教学过程 

步骤 1：课前准备  

在中国大学MOOC布置课前任务：1、搜集关于称重传感器的应用；2、解决如何确定一条直线。 

步骤 2：新闻热点引入 时间：20 分钟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教师 学生 

 

1、 播放视频： 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 

2、 问题引入： 

1）引起事故的原因 

2）如何避免此类事故 

3）联系自身，我们要怎么做 

3、 介绍汽车衡，引出称重技术的发展趋势之一动态称 

重系统。展示学生搜集的称重传感器的应用。 

（10 分钟） 

 

 
1、 根据视频内容进行提

问？ 

2、 组织学生开展讨论。 

 
 

1、 认真观看视频； 

2、 积极思考老师提出

的问题，踊跃回答； 

3、展示自己预习成果。 

 
 

1、启发式提问； 

2、讨论和分享； 

3、分析与归纳。 

 
 

1、视频； 

2、投影； 

3、多媒体课件； 

4、慕课堂。 

 

4、提出本次课程任务：已有3Kg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砝码、研华采集卡、Labview虚拟软件，直流电源，要求

设计称重界面，点击测量按钮，能正确显示称重值，界面

其他控件可自行设计，画面美观。 

5、讨论此次任务的重点、难点。 

（10 分钟） 

 

1、明确教学任务和教学重点

与难点； 

2、组织学生开展讨论。 

 

1、 认真观看视频； 

2、 注意学习重点、难

点。 

 

1、启发式教学； 

2、归纳总结。 

 

1、视频； 

2、投影； 

3、多媒体课件； 

4、慕课堂。 

 
设计意图 

 

1、聚焦“超载”这个话题，要依法打击超载超限行为，提出文明驾驶，启发同学们提出解决超载的办

法，卡车需地磅称重上路，融入“法治”元素，引出称重课题。 

2、课程行动为导向，具体采用了任务驱动的项目化教学 



 

步骤 3：讲解称重知识                                   20 分钟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教师 学生 

1、称重概念、单位 

2、称重工具的发展历史，杆秤的文化内涵 

----公平、公正、诚信 

5分钟 

 

 讲解概念、历史小故事 

1、 杆秤文化理解； 

2、 仔细听讲、思考。 

 

启发式教学 

1、投影； 

2、多媒体课件。 

1、力的检测方法 

2、电阻应变片工作原理 

3、电桥电路原理 

4、得出结论：实际测量中，在弹性范围内，载荷F与U不

能成严格的正比关系，但仍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满足一

次函数 

10分钟 

1、利用图片讲解概念 

2、播放应变片原理动画 

3、利用Multisim电路仿真

软件模拟采用单臂电桥、

双臂电桥和全桥电路不同

方式，输出电压的变化。 

 

1、理解应变片的工作

原理 

2、理解电桥电路 

3、理解并掌握载荷力

与输出电压的一次函

数关系。 

4、积极思考老师提出

的问题，踊跃回答。 

 
 

1、启发式提问； 

2、讨论和分享； 

3、分析与归纳。 

 

 
1、视频； 

2、投影； 

3、多媒体课件。 

根据老师上课内容，完成课堂小练习 

5分钟 

1、 在慕课堂布置6道小练

习 

2、 讲解错误，重复不会的

知识点 

1、 打开手机完小练

习 

2、 仔细听讲错误 

  

 

设计意图 

 

1、 本次内容以老师讲解为主，结合动画、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便于学生理解、掌握； 

2、 运用慕课堂布置学习任务，检查学生课内学习情况，并及时反复讲解易错点。 



 

步骤 4：实践训练： 时间：70 分钟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教师 学生 
 

1、回顾任务：已有3Kg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砝码、

研华采集卡、Labview虚拟软件，直流电源，要求设计

称重界面，点击测量按钮，能正确显示称重值，界面

其他控件可自行设计，画面美观。 

2、分组讨论直线标定的问题，确定设计方案 

3、小组分享各自设计方案 

20分钟 

 

1、布置任务； 

2、引导学生讨论 

3、解决讨论中学生提出的

问题 

 

1、小组讨论，画出思维导图； 

2、分享各自设计方案 

3、在慕课堂上传设计方案 

 

1、任务驱动； 

2、互帮互

学，探究解

决方法。 

 

1、 投影； 

2、 慕课堂 

2、 多媒体课件； 

3、 观察学生动态。 

播放视频：太平街手工杆秤《天下匠心•湘传》 

5分钟 

1、播放视频 

2、引导同学们体会工匠精

神 

观看视频 视频演示 投影 

 

学生开始上机操作，编写自动称重检测的前面板和后

面板。 

45分钟 
 

1、巡回指导学生遇到的专业

问题； 

2、提醒同学们实验、操作的

注意点，将安全用电，规范

操作融入其中。 

1、利用Labview软件设计任务前后台

程序； 

2、有问题，询问教师。 

3、进行Demo虚拟联调、实验台接线、

进行系统联调；完成标定及测量； 

4、完成小组评价。 

1、“教、学、

做”一体化 

2、互帮互学，

探究解决方

法。 

1、投影； 

2、慕课堂 

2、多媒体课件； 

3、观察学生动态。 

4、极域电子教室 
 

 

设计意图 1、将职业道德，职业修养融入设计的整个过程中，并形成学生互评机制，最后加入学生总评中。 

2、利用虚拟仪器设计称重检测，缩短任务学习时间，判断程序设计正确性，降低实施成本；实物连接

和运行检测，获得成功体验感，提高兴趣；小组评价，提高成员主动性。 

3、匠人用30年时间只做一杆秤，我们需要一种工匠精神，以一种做人做事敬天畏人的态度，对抗日渐

炙热的浮躁之风。顺利成章让同学们静下心来，好好设计自己“心中的那杆秤”，践行工匠精神。 



步骤 5：课堂总结时间： 时间：10 分钟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教师 学生 
 

1、过程性评价 

1） 评估实战训练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共性

问题； 

2） 学生自动称重检测展示。 

3） 评选“最好的一杆秤”，授予“诚信制

造小组”称号 

2、课堂总结 

1） 请学生交流制作的体会； 

2） 对法治、公平、公正、诚信的看法。 

3） 观看工匠韩迎辉老师的设计照片 

 
1、 教师点评； 
2、 课堂总结，引导课程思
政的内容升华。 

 
 

1、 学生展示； 

2、 分享交流； 

 
 

1、 注重过程； 

2、 归纳总结。 

 
 

1、 投影； 

 

 

设计意图 
通过对学生实践过程总结，进一步强化知识点；通过部分学生作品展示，交流设计问题；通过心

得体会交流、提升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和增强学生对职业道德、职业修养的意识，以工

匠韩迎辉老师为榜样，追逐自己的理想。 

步骤 6：课后实践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教师 学生  

 
 

1、每人认真学习下个任务的教学讲义。 

2、小组确定下个任务的虚拟仪器搭建实施流程，每人填

写在相应的学习任务单上。 

3、完成在线课程的在线练习进行复习巩固 

 
 

1、布置作业； 

2、学生作业提交后及时 

批改并给出指导建议。 

1、自主完成课后小练

习，巩固提高本次课所

学习的知识； 

2、预习下次课计数检测

的知识。 

 

1、教师讲解； 

2、学生提交作业， 

教师批改； 

3、评价平台根据学 

生作业情况生成评 

价报告； 

4、教师根据评价报 

告调整教学策略。 

 
 

1、教学课件 

2、教学视频 

3、课程在线学习平台 

 

设计意图 让学生利用课后时间进一步地吸收消化课堂内容，在巩固知识的同时，不断提高自我学习的能力。 



八、教学实施图片 

 

 

 

 

 

 

 

 

 

 

 

 

 

 

 

 

 

九、教学反思 

 

1．前期教学团队思政教师数量不多，思政元素不够细化，后续通过增加思政教师，细化思政元素，把思政元素贯彻于课程的每个细节； 

2．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元素对学生会失去吸引力，因此后续建设中要持续更新，确保案例与时俱进。 

 
 



课程大纲

项 目一 居家安防与环境监测

1△ 火灾 自动报警
1乇可燃气体泄漏报警
l司防盗报警

卜4室 内温度检测
l-s湿 度检测

项 目二 常用生产流水线的检

测技术

2△位移检测

2-2称 重检测

2司计数检测

⒉4转速检测

项 目三 常用轻化工生产线的
检测技术

3△ 工业温度检测
3刁液体压力检测
3司液体物位检测
3-4液体流量检测

3.最近一学期的课程教案 鱼见网站 dianqi。 Ⅱit.edu。 cn/kcsz/1ist。 ht皿〕

最近一学期学生评教结果统计
(申 报学校教务部门盖章。)

最近一次学校对课堂教学评价
(申 报学校教务部∷丨1盖章。)

(dianqi。 ciit。 edu。 cn/kcsz/list。 ht皿 )

(dianqi。 ciit。 edu。 cn/kcsz/list。 htm)

以上材料均可能网坐公开,请严格审查 , 确保不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十、课程负责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 ,倮证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
问题。如有违反,本八将承担相

I〗∶皙人 (签 字)L    
呕

J”冫丨年

`月

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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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申报学校政治审查意见

该课程内容及上传的申报材料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公开传播

的内
蜃饭暑簧量

;亏霎|雷贡子蚤谔室蚤量墓慈鳖扌訾丝z彗荟蒌违纪行为,不

故 。

蚤1」诘「 日-p旷Ⅱ
%犭最锶出锈岿冫

/

十二、申报学校承诺慧见

学校进行择优 申报推荐,并对课程有关信息及课程负责人填报的内容进行了

认真核实,保证真实性。

该课程如果被认定为
“
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
,学校承诺为课程建设提

供政策、经费等方面的支持,确 保该课程继续建设五年。学校将主动提供并同意

课程建设和改革成果在指定的网 分享。学校将监督课程负责人经

审核程序后更新资源和数据。

中央部门教育司 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意见

(单位公章 )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