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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物联网工程项目训练课程为背景，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确定改革思路，设定课程总体教学目标

m

及预期学习效果。进行课程项目设计，根据项目内容建设课程资源，设计线上线下混合式考核方式。将课程设计方案及
资源建设结果应用于教学实践。经分析，课程资源可在后续教学中重复利用，并根据使用需求情况进行资源扩充，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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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达成了以竞赛为驱动的能力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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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blending teaching reform of project training course on Internet of things. Based on the
reform framework, the overall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expected learning effect are set. The expected learning goal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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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ed by the course project designing, which includes building th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creating the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ing assessment schem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urse design and the teaching resources proves that the teaching
resources can be reused and enriched, with following-up teaching rounds. The experiences can also be used as a guidance to
course construction. The course objectives of ability training driven by competition are thus achieved.
Keywords: blending teaching; teaching resources; assessment

1 引言(Introduction)

物联网工程领域的专业技术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

课程项目背景，进行改革思路调整、课程项目设计工作。并
制定课程标准，进行改革方案的实施。

系统 、基于二维码的高校物联网构建 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

2 混合式教改研究(Research on mixed education
reform)

究。物联网工程项目训练是物联网专业的一门实践类课程[6]。

2.1 改革思路

题

[1-3]

。国内有学者就基于物联网的计算机实验室智能化管理

[4]

[5]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将先修课程C语言程序设计、物联网

“蓝桥杯”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主办，

感知技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等课程的知识进行融合，提高

旨在促进软件和信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提升高校毕业

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为继续深化C语言、感知技术、单片机

生的就业竞争力，截至2019年6月，大赛已连续举办十届，已

[7-10]

势在必行。课程

成为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和行业认可度的IT类学科竞赛。课

的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以蓝桥杯电子类竞赛的单片机开发为

程项目以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业大赛-电子类单

程序开发等内容，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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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机竞赛方向为驱动，在国信长天单片机综训平台上实现感

(2)素质能力

知层项目的分析、设计、开发与创新。

①培养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2.2 项目设计

②通过创新项目的设计和实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3)工程能力

课程设计分为四个层级：课程导引、模块训练、综合

①单片机内部资源的综合应用能力，以及使用外围接口

训练和创新项目训练。课程导引通过项目介绍、平台介绍、
软件环境和硬件驱动安装，让学生明确课程项目开发设计

进行扩展的能力。
②使用Keil工具进行单片机C语言程序开发，利用调试程

思路和考核方式，通过分组分工的方式发挥专长，参与项

断、定时器、数码管、矩阵键盘、串口、DS1302时钟芯片、
DS18B20温度传感器、PCF8591 ADC/DAC、AT24C02存
储器、超声波传感器、频率测量这十二个典型模块的应用能

③利用文档进行软硬件设计过程中的设计和交流，培养
书面交流的基本能力。
④开发基于单片机的软件程序，进行整合和调试，培养
程序设计思想及编程实现能力。

m

目实现的各个环节。模块训练主要训练学生具备对LED、中

序的常用方法，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体来说，课程以竞赛为驱动设置课程专业能力培养

电子类单片机竞赛方向历年真题，通过真题训练使学生充分

目标。项目训练阶段采用分组方式，培养团队合作精神，通

备赛，具备在比赛现场模拟环境中进行分析、设计、实现、

过对国信长天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用户手册的学习和应

调试的能力。创新项目训练的目标是设计并实现一个多传感

用，对真题的状态图分析、设计培养学生图表应用沟通能

器、多受控端融合的单片机综训项目。是对竞赛所需技能的

力。通过多传感器融合的创新项目的开发培养物联网感知层

z.

co

力。真题训练选自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业大赛-

的工程能力。

综合运用和提高。

3.2.2 预期学习效果

3 课程标准(criterion for curriculum)

在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中，从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

质目标三个方面，制定预期学习效果。分析这些能力效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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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课程基本信息
《物联网工程项目训练》在我校物联网工程专业的培养
计划中设置为实践类必修课程，于大二年级实践学期开设，
专注于物联网感知层的单片机项目开发。课程的先修课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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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和《C语言程序设计》。在课程中综合
运用先修课程知识，在模块训练和真题训练环节强化软硬件

撑的TOPCARES-CDIO三级能力指标，确定培养路径。预期
学习效果与能力指标关联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预期学习效果与能力指标关联矩阵

Tab.1 Correlation matrix of expected learning effect and
ability index

编程技能，在创新项目训练中提升学生工程能力，为后续课
程打下基础，提升学生专业技术水平和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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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课程目标设定
3.2.1 课程总体教学目标

学习目标
分类

知识目标

预期学习效果

支撑的
TOPCARES-CDIO
3级能力指标

运用所学单片机、C语
专业知识
言进行应用开发能力

经充分研究蓝桥杯竞赛电子类单片机方向的竞赛章程，

通过对单片机、C语言、电子电路基础知识的学习，具备应

具备电路原理图、硬件
引脚图、程序流程图的 书面的交流
阅读和设计能力

对竞赛客观题目竞赛的能力，也进一步提升运用理论知识对

定项目训练目标，提升物联网工程项目的架构和编程能力。
在竞赛目标驱动的基础上，制定素质能力和工程能力培养目

培养学生之间和老师
能力目标 的交流能力，能够正
组建有效地团队
确表达项目设计实现
思路

标，提升学生项目开发的综合素质水平，激发学生对于单片
机及物联网感知层技术的持续学习兴趣。

联网感知层的基本概念进行明确定义和记忆。
②对项目涉及的功能模块进行分类，能够在基础模块、
扩展模块、感知模块三各方面进行模块训练，具备单片机和
物联网感知层专业架构和编程能力。

素质目标

4

按要求完成项目报告

团队合作完成项目

掌握智能车的C语言流
软件实现过程
程控制、算法设计

能够在硬件电路平台
上进行软件编程，实
现多传感器多受控端
的感知层综训项目

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
学习态度与习惯
和习惯

通过课堂表现、提问、
新技术应用，考察学生
学习态度与习惯

(1)专业能力
①明确项目目标，能够对电子电路、C语言、单片机、物

按时完成项目任务，
进行C语言、单片机基
础知识阶段性考核

能够查阅在学习过程中 引 进 、 消 化 、 吸 具有创新能力，实现创
遇到难题的解决方法
收再创新能力
新功能的设计及实现

课程设置总体教学目标，驱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备赛，

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的能力。针对竞赛的项目开发环节，制

培养路径

改革方案的实施(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plan)

4.1 项目实施计划
采用讲授教学、演示教学、指导教学、合作学习、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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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等教学方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课程导引、模块

5 结论(Conclusion)

训练、真题训练，学会运用单片机开发板资源进行项目开发

《物联网工程项目训练》课程基于TOPCARES－CDIO

和系统功能扩展。教师引导开拓思路后，学生小组为单位完

工程教育理念，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建设微课、课件、学

成多传感器多受控端融合的综合训练项目，同时完成系统软

习资料、硬件器材库作为课程资源，分为课前、课中、课后

硬件设计文档。项目实施计划表如表2所示。

三个阶段提供给学生进行学习。课程以“蓝桥杯电子类单片
机竞赛”为导向，设计课程项目。通过竞赛任务驱动，将项

表2 项目实施计划表

目操作规范、标准引入教学过程中。

Tab.2 Project implementation schedule

混合式教学改革实施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
能力指标

学时

专业知识
书面的交流
12.0
学习态度与习惯

课程
导引

(1)国信长天单片机综合训练
平台
(2)基础知识串讲

模块
训练

(1)LED、中断、定时器
(2)数码管、矩阵键盘、串口、
DS1302时钟芯片、AT24C02
存储器、频率测量
(3)DS18B20温度传感器、
PCF8591 ADC/DAC、超声
波传感器

系统设计
详细框
图、程序

真题
训练

(1)模拟风扇控制系统、电压频
率采集设备、电子钟
(2)超声波测距机、彩灯控制
器、多功能测量仪表

专业知识
系统设计 引进、消化、吸
详细框
收再创新能力 8.0
书面的交流
图、程序
软件实现过程

创新项
目训练

(1)多传感器、多受控端融合的
单片机综训项目
(2)综训项目分析
(3)综训项目设计
(4)综训项目软硬件设计
(5)项目仿真、实现、调试
(6)项目调试及总结
(7)项目验收

运用启发引导、任务引领、问题导向、分组讨论等多种互动
式教学方法，完成课程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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