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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满足人们生活日益复杂的需求，智能科技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智能照明的设计，可以提供多场景
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实现群组控制、氛围调节等功能，突破传统照明的缺点，因此培养照明行业的应用
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智能照明技术课程的开设作为实现该目标的一种方式，应以学生为中心，高度
重视课程的开设方式。因此，结合智能照明现在的教学现状、课程特点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方案，
通过整合教学方式、课程内容和改革考核体系等方面，对智能照明技术的教学进行了改革论述，有效地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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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s life increasingly complex. In particular, the design of intelligent lighting can provide multi-scene one-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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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achieve group control, atmosphere regula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and break through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lighting.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n the lighting industry. The intelligent lighting technology as a way to realize
this goal, should take the student as the center,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urse of
opening way. Therefore, combined with teaching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pla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he reform of
examination system, etc., teaching of intelligent lighting technology is reformed and discussed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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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智能照明作为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领域的重要产品改善着人
们的生活，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各大照明厂商在这样的背景下纷纷开始布局智能照明市场，优化
和创新照明技术，推出更多新形势、新面貌的智能照明方案和产品，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但是，当
前智能照明行业发展已经逐渐成熟，需要突破新的技术来占领市场，所以作为我们当代大学生要抓住机
遇，认真学习课程内容，加强智能照明概念的理解，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向努力，
整体提升智能照明产品质量，让智能照明走得更快、更远。在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中，智能照明技术课
程也可以说是单片机原理、嵌入式系统、光电传感与检测、光电子技术等基础课程的知识运用和能力拓
展，重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编程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课程内容紧紧围绕黄淮学院的办学理念，为建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努力，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1]。因此，在上课时应与其他基础课
程有所区别，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讲解关于照明基本理论知识，如光源与照明、电气设计、智能
照明概念、照明控制方式等，从而让学生获得照明方案设计与应用、智能照明系统集成的基本能力[2]。
论文内容主要是针对现在学校的教学现状、学生的特点和课程前景，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通过课程教
学的创新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一批创新型、有用型人才。

2. 智能照明技术教学存在的问题
智能照明技术这门课共 48 学时，理论 32 学时，实验 16 学时，课程内容有光源、照明器、光照设计、
电气设计、智能照明概念及控制方式等基本知识，内容抽象，但是与我们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光照设计
和电气设计两章节公式计算较多，计算量之间容易概念混淆。因此，主要从下面几点对授课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予以总结。
1) 学生重结果轻过程
该课程内容比较基础，专有名词容易理解，但是蕴含的知识点可能有深度，比如光照度是一个度量
单位，但是对于任一个光源来说在某一位置的光照度是怎么计算的，容易一头雾水，学生往往只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在学习态度上蒙混过关。另外，课程内容包括智能照明系统设计，但是大部分学生在完
成此任务时一般会从网上寻找案例，抄袭其软件部分，自己焊接硬件，没有创新部分，不能很好地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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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运用到生活实际中，自然激不起学习兴趣，导致老师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虽然智能照明技术也开设了相关实验课，但是实验平台有限，实验设备老旧，实验项目少而且老套，
跟不上时代变化，再加上实验仪器精密度不够，误差大，导致学生得不到准确的实验结果无法进行精准
的数据分析，不能很好地理解实验，因此学生敷衍完成实验报告，以此获得实验成绩[3]。如此状况，学
生将会丧失学习积极性和对科学研究的好奇心，教师也会丧失教学动力，失去对实验教学的积极性。
2) 学生被动学习
智能照明技术课程属于专业方向的限选课，一般在大三下半学期开设，此时学生都在忙于准备考研
究生或者就业，所以很多教师被迫无奈采取“教师教、学生学”的教学模式，导致教学方法和理念跟不
上时代的步伐，这和智能照明技术的更新和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并且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4]。久而久之，课堂缺乏互动气氛沉闷，反过来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 忽略学生独特性
智能照明技术课程考核方面主要以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考核方式单一。对于期末考试来
说，只靠传统的试卷分数无法具体的呈现出学生对该课程掌握的实际情况，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应用
能力和实践能力[5]。采取传统的试卷考核，大多数学生只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在临近期未时死记硬背教
师讲授的重点知识和题型，只为通过考试，不挂科，从而忽视了对自身实践能力、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
力的培养。而对于平时成绩的考核也仅仅局限于课堂点名和完成课后作业，而忽略了其他的平时成绩。
这种智能照明技术课程的考核方式不能真正体现出学生对于这门课程的掌握程度。
4) 教师教学脱离科学前沿
智能照明技术随着物联网等知识的发展，前进的非常迅速，各种智能化的手段相继出现，如小米与
飞利浦、阳光与阿里巴巴、欧普与华为等各大上市公司开发的智能照明案例提供了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
方案，在光源和照明控制阶段都迎来了全面升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把这些公司开发的智能开关模块、
调光模块、智能感应器、调色模块、智能触摸屏、智能场景面板、中控网关及软件等部分引入到课程里
面来，在学生进行便携控制、统一管理、环保节能等智能照明技术设计时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培养学生
未来能够将智能照明真正地引入千家万户。

3. 基于智能照明技术课程改革与思想政治建设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怎样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理解并掌握智能
照明技术知识的前提下，注重结果的同时更注重学习的过程，能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成为国
家栋梁之材。因此，高校教师需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改革方式，有效地提高课堂效率。

3.1. 教学方式的改革
现在的大学生多以“00 后”为主体，而他们作为新时代互联网发展的见证者，接触过大量的新奇事
物，因此只有新奇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才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6]。高校教师在进行授课时应
根据学生的这些特点打破常规的教学方法，采取新型方式，比如进行多场景混和式教学，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注重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引入和数字智慧教室的运用等教学方式。下面分别对课前、课中和课后
等阶段进行说明课程教学方式的具体改革策略。
课前教师应发布教学任务，让同学们提前运用网络资源去收集材料，一方面用于回答教师课前的小
测试，另外一方面为课上的小组讨论提供素材。经过课前预习，学生对自己本节课的重难点予以总结，
发给教师汇总。由于智能照明案例很多，教师在课中可以通过 PPT、动画、实物、影像直观教学等资源
来辅助教学，让学生们具有身临其境的体会，通过自己的眼睛发现新现象，加深理解，掌握新知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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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讲解发光材料时，运用动画讲解其发光原理；在讲解声光控智能照明控制方式时，实物演示其效果，
让同学们自己总结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7]。在课中要一段时间给学生抛出个选择题或者简答题，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同时又回顾了前面内容。课后教师要给学生布置相应的任务，让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如，在学习照度计算章节内容时，课下给学生安排一个作业题：根据空间特征、
光源类别及其个数，计算室内工作面的照度。课上已经教会学生根据光源的特征怎么去计算作业面上的
照度，可以让同学们借助实验室具有的便携式光谱仪去测量作业面上的实际照度，并比较大小，分析其
误差来源，这样的话学生可能会对所学知识理解的更透彻，也明白在实际计算时哪些可以取近似方法。
课前的预习和翻转课堂、课中的多元评价和和课程思政价值塑造、课后的实践操作三者形成了统一的整
体，提升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达到文创、科创和思创的三创融合。
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授课，老师要主动引导学生，清楚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要在引出问题时引导学
生主动思考和探究，或者在问题开头启发学生思考，而不是直接给学生抛出答案，跟着最终结果来定向
思考。在课堂教学中，不要杂乱无章讲授所有知识点，遵循讲练结合的原理，在讲完一个知识点的时候，
不要忙着讲下一个知识点，要保证有足够的课堂时间让同学们理解后当堂训练，并检查落实。随着时代
的发展，教学方法和手段只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培养的学生才独具特色，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3.2. 课程内容改革
许多应用型高校对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要求是既要学编程的相关知识，又要学光电子专业的
知识。学生在大学四年的课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所以对于教材的选择至关重要。首先，教师应当预先
进行调查，了解学生学习的情况以及学生学习的特点和学校对于智能照明技术课程的内容安排及教学时
间，选出一本最适合的教材。
教师在开展课程时，首先，可以讲述智能照明技术的发展历史，让学生了解智能照明技术发展至今
的不易与艰辛和智能照明技术发展至今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以此激起学生对智能
照明的学习兴趣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其次要注重基础知识的讲解，例如在初学电气照明系统时，可
以先帮学生复习巩固光学和电学的相关基础知识，重新梳理光的性质、常用的度量值、材料的光学性质
等基本知识的概念；在讲解绿色照明内容时，可以先向学生提出现在存在的都有哪些能源，各具什么特
点，然后就是智能照明为什么要实施绿色照明；以此来向学生传达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培养学
生节约能源的良好品质，再次，加强重要公式的推导，对于重要公式尽可能逐步细致地推导，在推导过
程中要加强学生的参与度，尽可能地以学生为主体[8]。例如在学习计算平均照度时，对于三种公式的每
一步推导都进行解释说明。教师推导完后，学生分小组再次进行推导，来加深对公式地理解与记忆。最
后，要注重“温故知新”在课前开始的几分钟，以游戏接龙的方式，复习所学知识。有利于学生对整个
知识体系的理解。
由于高校资金设备有限，不能较好地开展实践教学。因此可以通过适量提高学生的外出实训环节。
学校可以联系本省当地的一些相关企业和定点实习单位，通过多种交流合作的方式，如：学生去企业参
观学习，或企业的技术人员来校开培训讲座，让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和了解课本上的知识[9]。由
于疫情，学生不方便出校门，不易到当地企业去参观和交流，所以线上指导形式用得比较多。经过这种
方式的推进，现在班级里学生跟着校外专家的指导，进行一些专业方面的智能照明设计，主要有智能家
居系统设计和城市照明节能监控系统，下面分别看一下学生的工作：
举例一：智能家居系统的设计，不但要对屋里面的灯进行智能控制，还对系统自行设计了手机 APP
等功能，结果如下：设计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是基于树莓派进行设计，由语音模块、摄像头、各种照明
灯具、风扇、空调、红外收发模块、电视、空调、窗帘、火灾检测模块等硬件组成，实现对家居环境数
DOI: 10.12677/ae.2022.127335

2212

教育进展

梅红樱 等

据进行实时采集、处理和上传，并通过手机 APP 或者采用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对家居中的硬件进行远程控
制等，如图 1 所示，营造一种居住安全、环境健康、生活便利、服务周到的氛围，该项目已经参加 2022
年(第 15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的人工智能实践赛。

Figure 1. Smart technological cabin
图 1. 智慧科技小屋

举例二：城市中的传统路灯，考虑到管理起来繁琐、费事，照明设施耗电量大，分布范围较广，街
道路灯的数量较多，管理监控比较困难，必须要专门人员时刻进行监察，故障的修理较困难等多方面的
故障，需要改善路灯控制方式，实现精准照明，节约用电，既满足照明设计要求，又能够根据时间段进
行策略性控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实现单灯远程控制[10]。因此，学生在参与校外教师项目时，设
计单灯节能监控系统利用 NB-IOT 通信，具有单点式远程控制、集中化管理、自动路灯巡检等多种特色
功能，实现调光控制、按需照明的功能，具有通信效率高、安全性高、可扩展性强等特点。在一定功能
的实现上，能够随时监控每个照明设备，根据现场环境，对每个集中控制器设定不同的亮度值，自动的
进行灯的开关，实现节能，节约了城市照明费用，使灯具的平均寿命也增大了 2~4 倍，节约了灯具更换
的成本，也降低了管理者们的工作力度，降低运营维护费用，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同时，也让照明管
理显得更加方便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既响应国家节能政策，又有助于建设智能化城市。
其实在学生设计的过程中，学生对不会的知识点充分查阅网络资源，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3.3. 考核方式改革
改革后的智能照明技术课程的考核方式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做到重结果
的同时更重过程。改革后的考核方式主要以问题讨论的参与度、课堂练习，课后习题的完成度和完成质
量、课程设计的测评以及期末考试成绩进行考量，以此体现“智能照明技术”的教学成果。
注重学生对所学课程内容的理解与运用。课堂上教师可以根据本节所学内容进行课堂测验，课堂下
可让学生自已查找相关资料来撰写关与智能照明技术内容相关的文章。教师根据加上述内容中学生的表
现记入平时成绩，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撰写文章的能力。多种多样的考核方式，既可以让教师全面
DOI: 10.12677/ae.2022.12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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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学生的能力，还可以激发学生对智能照明技术的学习激情。

3.4. 教学案例体现的思想政治建设
智能照明技术通过多媒体教学，将抽象难懂的概念、原理、观点变得直观明了，特别是用视频或图
片展示教学内容，可将理论与现实交织融合，宏观与微观互相呼应，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于此同时还
能及时反应学生的思维情况，提醒教师根据学生情况调整教学。当然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感染学生，把
“晓之以理”和“动之以情”结合起来，还能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在讲授智能照明技术的知识点时，通过介绍智能照明技术的发展历程，告诉学生智能照明技术研究
的成果与不足之处，以激发学生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努力地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积极把个人理想融入
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之中，立为国为民服务之志，脚踏实地，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
在讲授如何计算平均照度时，对于三种公式的每一步推导都进行解释说明，告诉学生，一个细微的
错误都会导致整个推导过程出现错误,因此在推导公式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仔细。通过练习的形式将知识
运用到实际的问题的解决，以此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技能和技巧，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态度。
在讲授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时，通过对智能照明系统应用现状的介绍，从而引出智能照明系统产业的
迅速发展，引导学生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帮助他们筑牢制度自信的思想根基。
在进行实验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授课，主动引导学生。让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提高学生团结
协作的能力，通过学生自身的亲自操作、观察、记录、分析和总结实验的相关现象和数据，加深对教材
的理解、强化对智能照明技术知识的再认识、再学习和再提高。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
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及综合分析应用能力、提高学生实验探究能力、发散思维能力。

4. 结语
学习理论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应用于实际，智能照明技术引领着照明行业的发展，因此学好智能照明
技术基础理论知识至关重要，不仅要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而且要把所学理论知识学以致用，与实
际生活相结合。本文通过整合教学方式、课程内容和改革考核体系等方面，对智能照明技术的教学进行
了改革论述。努力告别单一枯燥的教学模式，丰富课堂授课方式，提高学生自主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
实际生活相结合，学以致用，实施新课改，提高教学质量，响应国家政策，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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