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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现代控制理论》双语教学是应用技术型高校自动化专业培养
英语复合型人才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结合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具体情况从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
模式、双语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应用技术型高校自动化专业《现代控制理论》双语教学改革进
行了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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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五年自动化专业英语高考成绩

自2014年起,以高等院校应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为指导方针,在各地政府的
引导下,全国多所地方本科院校逐步转
变为应用技术型高校。[1]教育部于2016
年提出“新工科”建设的概念,其观点
与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宗旨不谋而合,
高校学生培养要以工作需求为目标,培
养解决复合问题的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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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

工科”建设概念提出以来,教育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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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成功申报新
工科项目一项,并顺利结题完成验收工

实行双语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本

课程,是自动化专业的重要的专业基础

作。本校“新工科”建设项目是基于”

科生的专业英语素养。在我校自动化专

课程,其内容经过五十多年的充实和完

油地校”协同发展,依托学校深厚的协

业课程中实施双语教学,对于提高我校

善,目前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知识体

同育人工程教育基础,结合石油装备智

自动化专业课程教学的水平和学生外语

系,已经具备了进行双语教学的条件。自

能制造技术,以多学科交叉、跨界融合

综合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动化专业控制类课程主要包括古典控制

的石油装备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体系为

在转型为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关键时

和现代控制两大部分,古典控制理论于

载体“分阶段、模块化、递进式”协同

期,下面结合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自

大三第一学期开设,现代控制理论于大

育人新模式。

动化专业《现代控制理论》课程背景和

三第二学期开设。前者与后者是属于同

在此新工科建设背景之下,我校转型

学生能力,从教材的选择、教学方法的改

一门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一脉相承

为应用技术型高校为契机,承担着地方经

进、教学模式的选取、师资队伍的构建

的,学生通过《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学

济建设和培养人才的任务,对人才培养也

五方面进行分析,才能对课程进行行之

习,已经初步具备控制理论的基本思想。

在向应用技术型人才转型,其中外语复合

有效的改革。

现代控制理论是其内容的深入,研究对

1 课程背景

象从单输入单输出的基础上,增加了对

为了适应并加速融入国际化发展的

《现代控制理论》的先序课程包括

动态过程的控制,古典控制部分为本课

需要,高校对开展专业课双语教学的教

线性代数(矩阵理论)、MATLAB、经典控

程的双语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制理论等,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综合类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

型人才也是我们的培养目标之一。

学改革研究如雨后春笋
38

[5 6]

。改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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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
3.2教学方法手段和教学模式
传统的授课模式,即“填鸭式”教学
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应用技术型高校的
人才培养理念。因此在双语教学探索中
教学方法也将逐渐由传统的“以教师讲
授为主”过渡为“以学生探索为主”上
来。结合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雨课
堂”,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结合“智慧
树平台”,优化教学内容、采用“翻转课
堂”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以培养学
生学习兴趣为主,做到“产学研用”相结
合,以学校“石油装备智能制造协同育人
图 1《现代控制理论》课程各章内容的逻辑关系

平台的探索与实践”的“新工科”建设
项目为依托,本次探索改革以服务地方
经济为基准,强化应用研究,为东营市石
油行业发展培养高质量的、适应国际化
发展的专业型人才。
结合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本着提
高学生应用英文能力为目的,本课程采
用中英文相结合的方式授课,其中英语
授课比例占总授课时长的30%-50%。同时
优化课堂内容,将内容分为递进的三个
层次,从理论基础到基本应用,再到深入
研究。其中理论基础与基本应用采用中
英文结合的方法讲解,深入研究通过解

图 2 教学过程的负反馈思路

读英文原版教材文献,采用案例讲解。受

度。近代控制理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源于

高,英语入学成绩变换最为显著。本文作

到课时和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制,主要授

国外发达国家,因此可供选择的英语教

者统计了我校16级至20级自动化专业学

课内容调整,强化线性系统部分,删除非

材较多,中文教材在翻译的过程中理解

生的高考英语成绩。从图表中可以看

线性部分。图1为《现代控制理论》各章

会出现偏差,选用国外的原版教材可以

出,19级、20级学生的英语成绩有了明显

节内容逻辑关系。

避免这一缺点,师生均能较为准确的理

提高,100分以上的学生占了接近50%,为

解专业词汇。近几年控制理论技术发迅

双语教学的开设奠定了语言基础。

积极调动学生学习热情,课程采用课前

速,通过开展《现代控制理论》的双语教

3 双语教学改革措施

自主学习—课堂知识内化—课后知识巩

学,可以促进学生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

3.1双语教材选择

固的教学模式。通过“雨课堂”下发英

知识及其发展动向,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根据本院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

文预习资料、碎片化的知识点视频、对

大 部分 同学对英语的应用能力较差,

应的中文参考书,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跟

2 学生能力

因此选用中英文对照版本的《现代控

学生开展交流、互动,实现个性化学习。

近两年学校处于专设的关键时期,

制理论》教材,参考教材选用国外原版

本次双语改革探索注重学生的自学能力

并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因此自

教材《现代控制理论(英文版)》及刘

的培养和合作学习的意识,开展小班授

2019级起,我校录取分数较前几年有了

豹主编的《现代控制理论》为参考教

课。进一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国际视野。

较大涨幅,学生的综合素质有了显著提

[7]

材 。使用英文教材,可以更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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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为主,

题以及实现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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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如图所示的负

师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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