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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电路分析实验改革与创新意识的培养

金波。刘开健

(长江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摘要：分析了传统电路分析实验存在的问题，树立新的实验教学观念，对电路分析实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了

改革。实验内容的改革体现了理论与实验的结合、硬件与软件的结合、测试方法与仪器设备使用的结合，并编写了相应的

实验教材；实验教学方法的改革体现了实验的自主性和开放性。形成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的环境。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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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warenness Though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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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ncept and get rid of the obstacle in traditional circuit a-

nalysis experiment，we have taken reforms on the experiment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Experimental reforms of the content reflect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experiment，hardware and software，test methods and the equipment operation．Moreover，correspond—

ing experimental book has been published．Thmush the reform，experiment independency and openness have been formed，which

giV∞students a advantage in raising their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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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目前，我国正处在建设新兴工业化、创新型国

家的关键阶段，国家是否有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在

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不被淘汰的关键。因此。我国

的高等教育应与国际接轨。工科大学教育是培养工

程专门人才，无论是侧重工程技术，还是侧重工程

科学的，都要以工程实践作为立足之本，培养学生

创新意识和工程创新能力。

电路分析基础是工科电气信息学科的学科基础

课，电路分析实验则是巩固电路理论知识，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

长期以来，实验都是作为理论课的辅助教学手段而

设置的，其目的是为了验证理论，帮助学生加深对

概念的理解。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重理论、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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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因此，转变实验教

学观念，更新实验教学内容，改变实验教学方法，

加快电路分析实验教学的改革，加强学生实践环

节，使实验教学的内容具有先进性、代表性，从而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创新意识。

电路分析实验是电类专业的基础性实验，大多

数实验是验证性实验。如何在这种基础性实验中使

学生得到基本工程实践的训练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验证性实验中如何加入综合性和设计性的内容?在

实验技术和方法中如何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

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们

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长江大学国家级电

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对电路分析基础课程和

实验教学进行了改革与实践。理顺了课程体系，更

新了课程内容，融合了现代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2转变实验教学观念

电工电子基础实验的教学改革在国内外发展迅

速，在我国一些重点大学尤其如此⋯。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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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思想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培养理念上实现

从强调学生知识吸收向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

发展的转变；在培养模式上实现从强调各专业课程

体系向依托学科、加强基础的转变；在培养环境上

实现从被动学习环境向自主学习环境的转变，以适

应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对人才培养的

迫切需求。

传统的教学观念，重理论轻实验。理论教学是学

生获取知识的过程，而实验教学是应用知识的过程。

实验教学不应是理论教学的辅助，而应是理论教学的

扩展或延伸。理论教学注重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

本方法的掌握以及思维能力、学习方法的培养；实践

教学注重于将所学知识综合应用以分析和解决问题，

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

电路分析实验存在许多问题：

(1)实验内容多少年不变，实验内容单一。

电路分析实验课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经典理论的验

证，实验线路过于简单，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差，高

分低能的现象十分普遍。

(2)由于采用实验箱作为实验对象，学生按

照老师预先准备好的线路插线，做完实验后学生仍

然不知道做实验的原理、为什么要这样插线和不知

道测量的结果是否正确。

(3)由于采用统一的电路或实验内容，使优

秀的学生没有发挥的空间。忽略个性，导致大学生

个性不突出，缺乏创新性思维。

(4)实验学时少，学生动手机会少。

(5)实验手段落后，计算机仿真的内容要加

强。

3实验内容的更新

近两年，我们对电路分析实验内容进行了改

革，并编写了新的电路分析实验教材【2J。电路分

析实验单独设课，32学时，这样就保证了相关实

验内容的实施，实验内容改革的主要特点是：

(1)注意理论在实验中的指导作用，强调对

实验结果能够做出理论分析和正确解释。除了对电

路理论进行验证外，力争使实验内容是理论课的延

伸和扩展。因此，只有学好了理论课才能做好实

验，做实验才有针对性和目的性。除了验证性实验

外，还增加了一些电路设计的实验。如分压器设

计、电阻衰减器设计、匹配网络设计等。在做这些

电路的理论计算时，计算的复杂程度都大于理论课

中的例题和习题。由于有计算机辅助分析和计算，

可以很好地解决计算问题。

(2)实验内容体现了综合性，即在设计实验

内容时，对某一类知识强调综合应用。做一个实验

项目一般需要4学时左右。这样使实验项目减少，

而每个实验项目内容增多。这样有利于知识的综合

应用。如三相电路观测的实验内容含盖了三相电路

的所有内容，包括三相对称或不对称、星形或三角

形负载的测量，三相功率的测量，三相电路相序的

测定等内容。同时有能力的学生还可以设计新的相

序测定电路。所设计的电路在计算机上仿真通过

后。再进行实际电路接线和测试。

(3)选用Matlab作为辅助电路计算工具。选

用EWB仿真软件作为电路仿真工具。原因很简

单，在国内外的工程课程中，广泛使用科学计算软

件Maflab和仿真软件EWB。计算机辅助分析、电

路仿真、计算机自动化设计也越来越多地处理电路

问题，在这方面设计了12个实验，学生可在课内

或课外上机实验，以帮助学生扩展视野。体现了虚

实结合、软硬结合的现代实验方法。

(4)注重基本技能、测量方法、实验方法的训

练和培养。对常用的仪器设备反复使用在不同的实验

项目中，强调仪器为实验内容服务。也就是说为了达

到实验目的，合理选用仪器设备的某些功能。

4实验教学方法的改革

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主要体现在优化实验手

段、丰富实验教学资源、实行开放式实验教学。努

力实现3个转变，即由教师为中心变为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起主导的转变；由教师单向注人式教学向

课内与课外互动式教学的转变；由传统的单一实验

向虚拟仿真与硬件实验相结合的实验新方法转变。

(1)发挥计算机在电路分析实验教学中的作

用。引入虚拟仿真技术EWB和科学计算软件

MATLAB。对有些复杂电路和大规模电路进行理论

计算时可借助于MATLAB。在硬件实做时不易观察

和不易实现的现象获得感性认识，可借助于EWB。

这样改善了实验效果，提高了实验效率。对于设计

性实验，学生利用仿真软件，在完成项目设计方案

后，利用仿真，验证方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然后

硬件实现，改变传统的实验模式，使学生掌握电路

的设计方法和手段。

(2)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鼓励学生个性发

展。采用分层次实验教学，由易到难，由浅人深。

电路分析实验项目都设置必做实验和选做实验2

种。学生在完成必做项目后，可以根据兴趣选做实

验，为学生营造自主、宽松的实验氛围。并且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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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采用先由教师布置实验课题，学生在课外查0 兰青束曙

棼资哿誉尊翌论掌尊，然后将所设计曾皂路奎计算 实验教学是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主要方式之

墨圭耋尊苎导、。竺整：。警要列学零譬冀清号到考验 一。近年来我们对电路分析实验教学内容和‘教举方
鲁警臀材罂芝警墨耋装测试。聋这个粤程中，学生 法实行了重大改革，编写了体现实验教学改革成集
聋孝竺，警哩舞孽华和辅导的作用。并且课内与课 的实验教材。实验内容的更薪，囊现了理论与实验
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结合、硬件与软件结合、电路分析与设计结合并增

5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强了每个实验项目的综合知识的应用。实验教学方

作为实践教学重要环节的实验教学，婴?新思 转变。电路分析实验的教学改革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3。学 工程实践能力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为进一步学习
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通过以下3个方面进行： 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打下基础。

嚣鏊耋譬妻选警=兰登璧篓奎望鐾龛笺实验。并用 [1】芦涛，何杰生．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的探索[J]．实验
计算机仿真、计算等先进手段进行实验。 。。赫莩与曩某-20高；(：)。：i】矗1ij；．～⋯～⋯。一

(2)每个实验内容除了基本内容外，还有选 [2]金波．电路分析实验教程[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

参考文献 [3]刘羽．··虚拟机，，技术在教学实验中的应用[J]．桂林

[1]戚淮兵，刁永锋．构建基于虚拟机的计算机实验室 工学院学报，2003，4(23)：416—419·

[J]．教育信息化，2006，19：26—29． [4] 王永·利用虚拟机技术拓展公共机房的功能[J]·实

[2]舒云星，郑卫东．基于Vmware的虚拟计算机实验系
验科学与技术，2007，6(5)：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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