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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DIO的电信类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究
■邹学玉　（长江大学电信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3）

【摘　要】　探讨了基于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电信类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目标，以工程实践项目为牵引，以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为宗旨，

重新构建了该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知识体系结构、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评价体系。通过对该课程改革实践结果表明，用CDIO指导电子技术课程

教学改革实践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创新实践能力，团队协作精神，教学质量也有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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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	 is	discussed	 the	object	of	 teaching	 reform	about	 the	electronic	 technology	 for	 telecom	specialty	course	based	on	CDIO	

engineering	theory.	On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in	engineering	motivated	by	series	practice	projects，it	reconstructs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systems	and	teaching	process	for	easy	to	teach	and	learn,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teaching	effect.	The	results	of	this	course’s	teaching	

reform	show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ded	by	CDIO	to	can	train	students’	independent	thinking,	cre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ty,	team	

cooperative	spirit,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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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各高等学校正在加速培养国际化工程型应用人才，特别是本

科教育正在加快向工程型教育转变，如何完善和建立电信类专业人才的
培养模式，培养出卓越的应用型技术人才，作为电信类的专业基础课程
的电子技术课程体系一直是改革与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电子技术课程是电信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工程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基
础课，它分为模拟电子和数字电子两大部分，知识点多、散、碎，在有限
课时条件下，根据教指委教学大纲的指导意见，按传统的教学模式完成教
学内容显得很局促，学生学习效果不佳。因此，如何实现在有限的课时内
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工程型人才势必成为该课程教
学改革的动力源泉。并且由于目前的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侧重于理论分析，
偏离了其本质上的工程应用特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因此
如何加强本课程的工程实践环节的教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本课程
是引导学生进入工程应用的入门级实训课程。鉴于其特殊地位，其教学效
果直接影响学生能否建立电子工程师所必备的基本工程素质和技能、能否
树立强烈专业意识和兴趣，因此有必要去探索基于CDIO[1] 电子技术课程教
学模式 [2]，以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书育人的根本宗旨。

2.基于CDIO模式的电信类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的理念
CDIO 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世界几十所大学展开了新型工程

教育改革模式，倡导“基于项目教育和学习”的新型教学模式，主张以
产品研发的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和运作

（Operate）（简称 CDIO）为载体，培养学生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团队交
流能力、有专业技能和工程能力、有社会意识和企业家敏锐性的工程师。
国内外经验表明，CDIO 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是先进可行的，完全适合工科
教学过程给个环节改革与创新。

针对电子技术课程的工程性特点，以工程项目工程实训为牵引 [3]，
引入良好的学习激励机制，将 CDIO 的教育理念贯穿于课程的知识体系结
构的设计、教学方法多元化、教学过程的开发与管理、教学效果评价体
系 [4] 的改革实践中。

3.基于CDIO模式的电信类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的顶层设计
3.1 基于 CDIO 的电信类电子技术课程改革的目标
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要改变教师的教育理念，由此带动教师积极参与

课程的体系与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研究与改革。根据电子技术课
程的工程型特点，用 CDIO 的教学理念促进教师的工程教育理念，形成一
支能够具有培养合格的电子工程师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通过对课程的体系与内容的研究，推陈出新，在简化经典基础内容
的基础上，采用 CDIO 模式，改革理论教学内容，理论教学内容服从于工
程实训的需要，引入具有时代特征的电子技术的发展成果，关注其最新
需求，以增强课程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为宗旨，以工程实训为牵引，引入 CDIO
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教学内容、过程和管理模式，打造好工程实训的入
门级专业基础课程，为培养学生具有工程应用能力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

践基础。
3.2 基于 CDIO 的电信类电子技术课程知识体系重构
电信类电子技术课程内容是由理论与实践环节、及其知识支撑点等

构成的知识体系；主要是半导体器件及其特性，模拟集成电路单元电路
分析与设计，数字逻辑门电路器件与特性，数字电路的分析与设计，信
号的产生与处理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电源电路的设计，新电子设计辅助
技术等。

依据 CDIO 模式重构课程体系，修改教学大纲。以“语音信号的采
集、处理与回放系统”为设计目标，划分系统的单元模块、设计各单元
模块的“做中学”的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案，设计基于 CDIO 的课程电
子技术课程知识的认知反馈学习系统的教学体系。

模拟电子部分的 CDIO 模式教学内容设计为：信号的提取、小信号
的放大、信号的处理、功率放大与驱动、直流电源 5 个单元模块。各模
块的知识点分别如下：

①信号的提取简要介绍如何将物理量转换为电参量的传感器基本知
识及其实验项目设计。

②小信号的放大主要介绍电子系统的特点、技术发展与作用，电子
放大器的基本概念，半导体器件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器件性能与
放大电路的组成原理与设计，运算放大器及其电路设计，仪用放大器与
设计，反馈技术及其应用实验项目设计。

③信号的处理主要介绍语音的混响处理（加减运算处理）、滤波
（语音音调的高低音提升处理）、信号的产生与变换及其实验项目设计。

④功率放大与驱动主要介绍功率放大器性能指标及其设计
⑤直流电源主要介绍直流电源的性能指标与设计
数字电子部分的 CDIO 模式教学内容设计为数字逻辑运算与处理、

数字逻辑电路分析与设计、基本数字逻辑组件的特点与应用等 3 大模块。
3 大模块的知识点如下：

①数字语音的存储主要介绍数字电子系统的特点，数字系统的组成
及其技术发展，数字逻辑基础、组合逻辑电路分析与设计、编码器 / 译
码器（显示）、数据选择器 / 数据分配器、加减器、数值比较器，触发器
/ 存储器、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计数器等。具体设计任务可以分
解为：按键编码、键值显示、语音采样时间控制，存储地址产生与存储
控制及其相关实验项目设计。

②语音的数字化及其还原主要介绍 A/D 和 D/A 转换方法及原理，以
及相应实验项目设计。

③数字语音信号简单处理为本课程的高级教学内容，主要可以分解
成数字语音混响抵消电路设计、数字语音放大设计，加背景数字音乐设
计等工程实践项目。

④语音回放模块设计是在存储控制的基础上利用存储地址产生器设
计语音回放电路的工程实践项目。

以提高工程实践能力为教育理念，根据电子技术的最新发展状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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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础知识进行分析研究，以电子产品研发为项目牵引，重新设计课程
的教学知识结构体系，即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课程知识点和实践环节，
重新设计优化电子技术课程的实践项目内容，使得课程内容可以向后续
课程继续延伸，工程实践项目设计层次也逐步提高，进一步促进学生自
主学习和实践动手能力训练。

3.3 基于 CDIO 的电信类电子技术课程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过程是指课程的内容通过何种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运作过

程。如 CDIO、“做中学”教育模式；以学生为中心的“支架式”、“抛锚
式”、“随机式”、“诱导式”、“开放式”等教学模式；以及传授学生知识
的“讲授法”、“讨论法”、“实验法”、“案例法”、“课题研究法”、“指导
自学法”等教学方法。

为此，针对不同的知识单元或模块的特点，将采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采用“讲授法”和介绍与讲解电子技术课程中基本概念和基本工作
原理，然后采用“指导自学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更广泛的知识点。对
电子技术课程中不同电路参数对电子系统性能的影响采用“讨论法”以
增强学生对电子线路的不同电路参数实现功能的理解。对于理论分析不
易于理解的电子线路问题，采用“实验法”增强学生对电子线路的感性
认识，以利于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对于电子系统的设计能力
的培养，将通过“案例法”、“课题研究法”，以项目的形式，采用工程实
训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通过对教学过程的开发，构造出基于 CDIO 的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方
案，使其在有限的学时内，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手段以促进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以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为最终
目标，加强课程教学计划与实践项目计划实施情况的跟踪管理、理论与
实践教学各环节质量监控，构造良好的反馈机制，实现教学水平和学生
工程实践能力稳步提高的良性循环。

3.4 基于 CDIO 的电信类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效果评价体系设计
教学效果的评价既要评“教”，也要评“学”，即既要注重电子技术

课程体系完备性与前瞻性的总体评价，更要注重学生获得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实践能力的评价，并且以此作为质量监控的主要评价指标，及时对
课程教与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

根据 CDIO 的教学理念，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高的程度为主要
评价指标，制定实践教学环节的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理论教学环节主
要有：课堂讨论、课程考试。其考核比例为 1：1。实践教学环节主要
有：实验操作、电路设计、实验数据分析。其考核比例为 1：1：1。为
了有效地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与动力，对自拟具有创新性的工程实践
项目，设计一个特殊的评价指标 x，可以用 x 取代理论教学环节的成绩。

4.实践效果与结论
本次电子技术课程首次在我院的湖北省新兴支柱产业计划“电子信

息工程”产业班 2011 级进行教学改革试点，该班学生是新生入学时从电
子信息学院新生中挑选出来的，按照 CDIO 工程实践和面向企业需要的人
才培养模式，重新设计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通
过一轮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改革与实践，与改革前相比，学生综合成绩评
价优良率由原来的 20% 提高到 50%。

通过本次对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改革实践已经取得的初步的成果，表
明基于 CDIO 的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是成功的，下一步我们将根
据将成功的经验和改革的成果推广至全院的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实践中，
通过其示范效应带动我院其他工程性较强的课程的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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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建筑形象的差异。中国传统的建筑形象强调各种屋顶造
型、飞檐翼角、斗拱彩画、朱柱金顶、内外装修门及园林景物等，充分
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中即有榫卯
和企口做法。半坡村已有前堂后室之分。商殷时已出现高大宫室。西周
时已使用砖瓦并有四合院布局。春秋战国时期更有建筑图传世。京邑台
榭宫室内外梁柱、斗供上均作装饰，墙壁上饰以壁画。秦汉时期木构建
筑日趋成熟，建筑宏伟壮观，装饰丰富，舒展优美，出现了阿房宫、未
央宫等庞大的建筑组群。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佛塔迅速发展，形式
多样，屋脊出现了鸱吻饰件。隋唐时期建筑采用琉璃瓦，更是富丽堂皇，
当时所建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迄今犹存，举世瞩目。五代、两宋
都市建筑兴盛，商业繁荣，豪华的酒楼、商店各有飞阁栏槛，风格秀丽，
明清时代的宫殿苑囿和私家园林保存至今者尚多，建筑亦较宋代华丽繁
琐、威严自在。

日本建筑形象轻巧简洁。日本的鸟居设于神社的入口用来标志神域
的大门，很有空间感。它的形态和空间意向和中国古代的牌坊有相同之
处，但它却不同于牌坊的建筑形式。中国牌坊一般为砖或木结构，在左右
的两柱上架梁、板。后来牌坊日趋复杂，出现了斗拱、屋檐、吻兽等庄严
华贵的形式。鸟居则简化了牌坊的构件，留下两根立柱，柱上架横木，省
去了一切装饰，简朴之至。伊势神宫是日本神社建筑的代表，它是以木材
和茅草等为主要建筑材料建造的木结构草葺屋顶，无天花板和屋檐的日本
古代建筑物。日本皇宫建筑，它不如中国皇家建筑的奢华高大庄严，更多
的是简素、轻巧、自然。如日本皇家建筑桂离宫内的御幸门，不过是一道
竹篱笆。但园内建筑矮小精巧，白木结构、草葺或树皮葺人字型屋顶，白
墙白格子门，摈弃了人工装饰、涂色和多余之物，完全表现出皇家的尊贵
清雅以及日本传统建筑简素的特质。日本的茶室建筑，功能上为开展茶道
活动的场所，实际是借茶道来内省自我，外观自然的精神家园。它以简朴
为特色，采用树皮、竹子等天然的建筑材料建成。如以千利休唯一的遗留
建筑而闻名的妙喜庵茶室“待庵”，是以薄木板做成的轻型屋顶、显出木
头的自然性质的圆木和树皮、露出麻刀的土墙所构成。

中日两国建筑布局、格局的差异。中国传统建筑在儒家等级思想的
影响下，采用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如唐长安城、北京紫禁城等。颐和园，
中国皇家园林中处理政务的宫殿依旧讲究轴线对称，园林与宫殿分离，
建筑红墙绿瓦、色彩艳丽、厚重的宫门、显示出皇家的威严、庄重和豪
华。日本的建筑及城市设计早期也有中轴线对称的格局。在日本飞鸟、
奈良时代所建的飞鸟寺和四大天王寺，都是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中门、

塔、殿堂和讲堂，四周以回廊加以连接，并且左右对称布置。日本藤原
时代建造的平安京城，参照大唐定城内道路棋盘式格局，强调中轴线两
边设置东西市。直到公元 13 世纪，大多数寺院才采取日本式木结构非对
称性布局，放弃仿唐做法。如日本法隆寺采用的是建筑向一侧集中的不
对称格局。同样日本皇家建筑桂离宫也采用了不对称布局。院内古书院、
中书院、御幸殿、月波楼、松琴亭、赏花亭、园林堂、笑意轩等多栋建
筑多集中在西侧，整个建筑群布局简练。该建筑与地形有机结合，使人
工性与自然性巧妙融为一体，恰似中国的皇家园林。日本建筑由对称向
不对称的发展，一方面适应了日本丘陵的地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
崇尚自然、摒弃人工的审美取向。

四、中日两国建筑文化的共性与保护
二千年来，日本的建筑形式就受中国建筑模式的影响，建筑文化交

流频繁。今天走在日本的街头，仍然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中国古建筑中
的各种元素。但简单认为日本古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翻版是不恰当的。
日本在学习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同时，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民族文化 . 最终
形成了比较特别的日本古建筑形式。日本建筑体现的简约、抽象、具体
的艺术特点加上本国建筑文化精神风格，值得我们学习，并在老建筑的
保护、新建筑的设计、自然生态观方面都给予我们比较好的启示。

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世界变得更加色彩缤纷。人类居住的理念，建
筑构想、建筑方式、建筑样式不断深化。中日两国的建筑业突飞猛进，
不论大中小城市到处涌现充满“西方气质”的现代化办公楼、商业中心
以及住宅小区。虽然不乏建筑的成功优秀之作，但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中
日两国各自建筑文化的特色和风格。原来以木材为主要建材建造的东方
建筑，近年来几乎被石构建筑取代，古代建筑保护问题已经被提到议事
日程上。建筑遗产保护是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部分。中日两国在建筑
遗产的保护上有其相同之处，都通过立法来保护建筑遗产，法制化是建
筑遗产保护的趋势。

中日两国建筑文化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独特性。通过比较中日建筑文
化，我们能了解中日两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史。通过中日建筑文化比较，学
习不同国家建筑设计的优点，扬长避短，才能使本国建筑文化发扬光大。

（大学生科研项目课题论文，排名并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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