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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methods. Theoretical Mechani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engineering curriculum system.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we put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case teaching to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probe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case teaching.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e summari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ase teaching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and present som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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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工科”背景下，对教育方式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论力学》在整个工科课程体系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针对《理论力学》的重要性和教学现状，提出将案例教学应用于课程教学的必要
性；对案例教学的实施策略进行了探讨；总结了机械类专业《理论力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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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校课程体系设置中，《理论力学》是土木、机械、航天等工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此课程
是在《高等数学》及《大学物理》等课程的基础上，通过对静力学、运动学及动力学基本的三大块知识
体系进行系统的学习和应用，以期达到具备工程能力创新的基础知识储备，是后续《材料力学》、《机
械设计》等课程的基础，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针对《理论力学》教学现状，提出将案例教学应用于课程教学。基于案例教学的必要性，探索
案例教学的实施策略，并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2. 《理论力学》课程教学现状和应用案例教学的必要性
该课程一般在大学第三学期、继《大学物理》和《高等数学》之后开设的，在内容上与《大学物理》
中的力学部分有重合之处。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会因为具有一定的力学基础而产生轻视心理，且存在
一定的思维定式，研究对象从《大学物理》的质点系到《理论力学》的刚体的转变，从《大学物理》的
经典理论到针对工程实际应用、在工程中简化出来的刚体系统，是学生需要把握和学习的。对于低年级
学生而言，从工程实际中提炼力学模型一直是此课程教学的难点，也是大多数教学实践中避重就轻的环
节，取而代之的是给学生灌输定式化思维，学生往往很难回归到工程实际本身求解力学问题[1]。
在我校的机械类专业的理论力学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普遍反映课程知识点多，课程内容抽象，
很多例题上课能听懂，下课习题不会做，进而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深受打击。学生也面临着学习难度增
大的问题。为了通过理论考试，学生往往硬着头皮刷题，这样被动的接收，不利于工程能力的提升，与
“新工科”的要求相背离。此外，在现阶段课堂上，教师与手机的博弈从未停止过，所以如何能最大的
激发学生的兴趣，提升课堂效率是教师必须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因此，基于工程能力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考虑，将案例教学法引入《理论
力学》的教学过程中，在注重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从工程案例入手促进知识理论与工程实际的结合，
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着力提升学生的工程素养，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和教学质量。

3. 案例教学法在《理论力学》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案例教学起源于哈佛大学的情景案例教学课，是一种以教学案例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兴趣为
出发点、开放式的新型教学方式[2] [3]。对于基于工科教育的《理论力学》教学，案例教学是以提升学生
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主要包括三个环节：案例的搜集和整理、案例教学的实施、教学效果的评价[4]。本文所涉
及的《理论力学》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主要按如图 1 所示的思路进行。其中，案例的搜集和整理就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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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生活实际，选取与理论知识点相贴合的工程实例。这一环节的进行与教师的理论功底、工程实践
经历、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可拓展性密切相关。案例教学的实施和教学效果的评价则是与学生关联最
强、且具有更大的可提升空间的环节，在此重点讨论。

Figure 1. Case teaching method
implementation ideas
图 1. 案例教学法实施思路

1) 增加课堂讨论环节：为了让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生动有趣，教师先给出已经编写的工程案例，在
课前给出的基础概念理解的基础上，让学生进行分析讨论，最后教师点评总结并强化理论的教学方法，
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针对静力学部分，平面任意力系平衡问题，可以引入工程
上常用的起重装置，首先要求学生根据实物抽象出力学模型，加强学生之间的讨论，再求解受力相关问
题。
2) 增加工程案例的综合实践环节：在教学期中或期末阶段增加 1~2 项工程案例的综合实践，这些工
程案例包含《理论力学》的重要知识点以及知识点之间的关联，通过这些工程案例的实践使学生不仅掌
握各个知识点的内容，还能了解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灵活改变课堂讲授方式：对于学生可以完全自学的内容，课堂教学主要是采用复习式的讲解方式，
强调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用以解决问题的技巧和典型方法。对于学生感到抽象枯燥内容，例如物
体系统平衡、点的合成运动、刚体的平面运动和刚体系统动力学普遍定理的综合应用问题是理论力学的
重点和难点，要以案例的引导、学生自主分析，课堂讨论等方式为主，且灵活运用翻转课堂等新的授课
方式。
4) 案例教学法促进《理论力学》教学效果的评价
通过观察课堂氛围，课后问卷调查，结合课堂测验和考试评价案例教学法对提高学生听课兴趣和改
善教学效果的作用；在《理论力学》课后增加讨论与工程案例再搜集环节，要求学生在课程讲授结束后
亲自动手搜集工程案例，进一步充实案例资源，评价案例式教学对提升学生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的效果。

4. 案例教学实践中存在问题和解决途径
案例教学适合小班授课，在目前 100~200 人的大班授课且课时有限的条件下，不能普遍适用，经过
实践发现，在大班授课的情况下，学生习惯于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讨论问题的积极性不足，讨论的有效
性及课堂气氛的有效把控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而在小班授课的情况下，针对案例和知识点应用的讨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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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更顺畅，课程环节的设置更具有可操作性，学生反应的学习效果更好。
对于此问题，课程讲授中涉及的部分案例，我们仍然以例题的形式，在大班课堂讲授，着重给学生
讲授工程问题到力学模型的抽象过程；除此之外，我们有针对性的在静力学、运动学及动力学三个模块
中分别选择 3~4 个案例，实施案例教学，且在实施过程中，选取大班中的一个小班进行案例教学的实践，
这样一学期的教学环节基本可以满足大班中每个小班的学生均有机会参加一次基于翻转课堂的案例教学。
具体的教学环节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将小班学生分组，通过抽签的形式确定每个组要分析的案例；
2) 结合案例，学生自行搜索背景资料并完成前期的知识储备，尝试基于工程或生活实际提炼力学模
型；
3) 上课期间，学生根据课前预习，讲述对实际案例的认识、力学模型构建及相关知识点的理解；
4) 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充分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重点、难点突出的讲解知识点，
并介绍知识点在工程领域前沿的应用。
案例教学实践的基础工作为案例的收集和提炼。与《理论力学》相关的案例有很多，涉及日常生活
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选择合理的、能引导学生较易理解工程背景又能很好的提炼出工程中的力
学原理的案例很关键。这是一项需长期积累、完善、实时更新的艰巨工程，要求教师不断地进行知识的
积累和更新，在教学实践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认真总结，重视交流合作，积极参加工程实践性教学研
究工作。工程案例的讲授也是重中之重，授课教师要能恰如其分地引入案例，仍然是对教师的考验。我
们应该静心做好《理论力学》教学工作、积极参加国内力学教学研究的培训和交流会议，开展基于力学
的研究工作。

5. 结论和展望
基于《理论力学》课程的重要性以及教学现状，有必要将案例教学法引入《理论力学》的教学过程
中，以达到工程能力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对案例教学的实施方案进行探索，总结实践中的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
“新工科”背景下，随着教学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多样化发展，
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好地在《理论力学》课程中开展案例教学，还需要不断实践、总结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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