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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移动通信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赵阔   副教授
校级教学名师
双高核心专业负责人
全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省部级课程负责人

       江敏   副教授
主持重庆精品资源课程1门，主
研国家级精品资源课程1门，省
部级课程3门，多次全国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

      邵艳清   讲师
主持主研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
重庆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等研究
项目多项，主研省部级课程多门，
发表SCI\EI高水平论文5篇。

        陈文婷   讲师
省级技能竞赛优秀指导老师，
多次获得省级微课竞赛奖项，
教学能力竞赛奖项，主研国家
级和省部课程4门

      贺利娜  讲师
校级优秀教师，省部级竞赛优秀
指导教师，主持和专研省部级课
程4门、科研教改课题2项。

     代才莉   教授
重庆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主持人
国家教学能力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国家级骨干专业负责人

       任志勇   教授
国家级和省部级课程主持人，国
外大学访问学者，无线通信资深
工程师，主研科研教改项目6项。

团队成员简介一、团队合力，持续改进，建设职教精品课程

        刘良华   教授
重庆市教学名师
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主持人
国家教学能力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王国仲  讲师
5G高级工程师，卓越人才试点项
目负责人，主研教改项目1项，
发表SCI\EI等高水平科研论文4篇。

      谢宗霖  助教
硕士，5G高级工程师，省部
级微课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教学能力竞赛获奖多次。

      刘鹤群  助教
硕士，重庆联通任网络优
化工程师一职，擅长移动
通信和编程。

      马小飞 高工
大唐移动通信公司高级工程
师，从事4G、5G的研发，测
试、培训工作，参加全国多
个TD-LTE的试验网测试。

      曾传俊  高工
重庆永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获得华为、中兴
的无线高级工程师认证

   刘学良  中级工程师
重庆永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项目经理，获得华为、中
兴等无线中级工程师认证。

        郭鹏飞    高工
中富通有限公司区域经理，获
得华为、中兴等无线高级工程
师认证，中兴承包商技术能手。

      陈波    3GPP会员
 行业专家，春天工作室创始

人，在无线通信方向有深入
研究，多家企业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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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课程
5门，省部
级课程8门

指导学生竞赛
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竞赛一等
奖8项

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1项，省部
级教学奖5项

“十三五” 
国家级规
划教材5本

国家级教学比
赛获奖1项，
省级教学比赛
获奖5项

团队教学改革成果一、团队合力，持续改进，建设职教精品课程



双高学校建设——物联网应用技术高水平专业群

——移动通信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培养学生

掌握移动通信基站设备相关理论知识，具备移动通

信基站系统开通和运行维护能力。    

    开设在大二下学期，总课时64。

课程简介一、团队合力，持续改进，建设职教精品课程



•《TD-SCDMA基站系统开局与维护》

•《GSM基站系统运行与维护》

•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013-2016   2018-2019

20202016-2017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级在线名课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申报国家级在线开放课程

•《移动基站系统运行与维护》（3G版）

• 《移动基站系统运行与维护》（4G版）

• 《移动基站系统运行与维护》（整合版）

•  重庆市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模块化教学改革

5G 1+X证书融入

国家级规划教材

线上教学设计优化与实施

课程简介一、团队合力，持续改进，建设职教精品课程



混合教学授课计划二、精心设计，精准施策，打造精彩空中课堂



课程资源更新机制一、团队合力，持续改进，建设职教精品课程

线上线下
有效结合

师生联合
边用边建

动态反馈
持续更新

顶层设计
科学合理

搭建网络平台框架
优先建设并上传最必须的资源
资源应用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

以适用、够用为原则
不盲目追求资源的数量与种类

• 课程团队人手不够？调动学生主力军！！
• 学生参与资源建设的益处：提升学习兴趣，  巩固知识技能、增进师

生互动、为课程注入新鲜的活力…….

将师生联合制作的
资源应用与课程教
学与网络课程中，
并进行相应的反馈

建立师生联动的教学资源建设、应用与持续更新的常态化机制



五维结合教学策略一、团队合力，持续改进，建设职教精品课程

五维结合教学策略



《移动通信基站系统硬件搭建》获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精心设计，精准施策，打造精彩空中课堂02



移动通信基本理论........

LTE主要设计指标...........

LTE的频段划分…............

LTE网络结构…………........

LTE网元功能与接口……...

LTE协议栈……………………..

帧结构………………………..

时频资源……………………….

信道及其映射……………….

LTE物理信号………………

小区搜索等物理过程......

OFDM技术术………………

MIMO技术…………………….

LTE其他关键技术………….

移动通信天线及分类......

ENODEB的组成……………

LTE基站硬件搭建………….

LMT数据配置………………..

物理设备配置……………….

传输网配置…………………...

小区参数配置……………....

LTE基站数据管理………….

LTE软件版本管理…………

前修理论

一、走进4G LTE的理论殿堂

二、4G基站系统硬件搭建
和后台开局

三、4G基站系统例行维护

四、4G基站系统故障处理

学习能力
沟通能力

团队意识
实践能力

责任意识
安全意识

逻辑分析
认真细心

知
识
技
能

学
习
模
块



二、精心设计，精准施策，打造精彩空中课堂

网络课程平台可能存在的拥塞风险1

全部线上教学如何保证教学质量2

 实训教学如何开展3

疫情期间全线上教学存在的难点



1

5

4

2

在线课程平台

3

钉钉直播，服务器强大，使用人数多，
并发性好，教学互动性差，

腾讯会议，服务器强大，
教学互动性差

雨课堂，使用人数众多，
教学互动性好，服务器较差

华为welink，使用人数众多，服务器好
教学互动性差

通信在线，自主开发，使用人数少，
教学互动性好

  并发量大
  时间延迟大

1.课程平台+直播平台多维保障线上运行二、精心设计，精准施策，打造精彩空中课堂



2.课程在线教学整体设计思路二、精心设计，精准施策，打造精彩空中课堂

回答“是什么” 回答“为什么” 回答“怎么用”



3.线上教学设计案例《LTE信道及其应用》二、精心设计，精准施策，打造精彩空中课堂

第一次课——教师发布微视频1



第一次课——教师发布在线测试1



第一次课——教师发布讨论题1



第一次课——学生多种形式的网络学习笔记1



第一次课——教师进行学习数据分析1



1. 物理信道、传输信道、逻辑信道

之间的关联；

2. 信道的映射关系

3. PDCCH的功能

4. PBCH为何映射在带宽最中心，

PUCCH为何在带宽两边？

…….

第一次课——问题集锦1



2 第二次课——答疑解惑，提升兴趣

教师讲解与答疑



教师讲解与答疑



2 第二次课——答疑解惑，提升兴趣

学生互助、你问我答、小组PK等教学活动



2 第二次课——答疑解惑，提升兴趣

随机点名及提问，及时掌握学生上课

动态，避免挂机，并根据学生的答题

情况给与星级判定。



3 第三次课——拓展讨论、学以致用

（二）手机开机入网到拨打微信视频的过程中，依次使用了哪些信道？

（三）物理信道在资源块中的映射，对移动基站峰值速率有什么影响？

（一）为什么2G系统没有传输信道，只有物理信道和逻辑信道？



讨论：手机开机入网到拨打微信视频的过程中，依次使用了哪些信道？



3 第三次课——学生录制的微视频

学生作品展示



产教融合，双师在线，提升应用实践技能03



教师分工协作，集中开展线上实训设备直播讲解11



LTE基站系统结构

BBU

RRU

天线

谢宗霖老师讲解传输设备
      2个课时 

江敏老师讲解BBU
      3个课时 

赵阔老师讲解RRU
和天线1个课时 

传输设备





借助在线虚拟仿真软件，开展线上实训练习2

合作企业免费开放软件账号权限，解决了学生无实训条件的难题

团队分工建站、互设故障



M1

M2

M3

M4

理论提升，专家直播访谈

基站建设，双师远程在线

例行维护，企业录制微课

故障排查，专家视频指导

春天工作室、大唐移动通信
马小飞、陈波专家直播

重庆永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曾传俊、刘学良远程讲解
基站建设的注意事项

重庆爱立信通信公司，
工程现场微课15个

重庆永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现场讲解故障排查思路

双师在线，共同提升应用实践能力3



双师在线，共同提升应用实践能力3



团队教师与永鹏科技工程师刘学良老师双师在线讲解基站搭建环节的注意事项



“特殊医院”里的坚守者



几点思考

教师：

          进一步推行团队协作的模块化教学，形成分工协作模式，让每个模块都有主导

的教师，每名教师都有擅长的方向，从而形成错位发展、各有所长。

        建立产教岗位互通、专兼教师互聘机制，进一步推进双师同堂在线教学模式。

教法：

        进一步探索与模块化教学相适应的项目式、情境式、任务式等教学教法

        利用信息化教学和教育大数据平台，提高个性化人才培养质量。

教材：

       将5G基站建设与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内容融入教学

       积极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配套的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新形态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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