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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教学的几点思考

余厚全 , 　吴凌云 , 　陈永军
(长江大学 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 ,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 :根据实验教学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作用 ,结合自身的教学改革实践 ,提出了关于电子

信息类专业实验教学的 3个观点 : ①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课堂教学为主 ,辅以实验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

的理解 ; ②技术性课程要加强实验教学 ,通过实验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 ; ③专业课程要与工程实际结

合 ,通过实验强化学生系统的概念。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学生的能力培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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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points of views were p resented in this paper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elec2
tronics and information discip line,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function and their reform p ractice in cul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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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实践是认识自然、验证理论的一种手段 ,正确的理

论必定与实验的结果相符合。实验教学是高校人才培

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学生基本技能、工程能

力、创新精神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教学环节 [ 124 ]。

(1) 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和方法。实验教学是帮

助学生感受、认识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理解和掌握

基本理论和方法。由于实验的现实性、直观性 ,对于学

生理解物理、电磁场与电磁波 ,乃至信号理论等基础课

程中的一些公式、概念很有帮助。其中的一些基础理

论非常抽象 ,仅通过课堂讲授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

(2) 培养学生基本技能、工程能力。通过实验 ,使

学生掌握基本实验技能 ,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传统的教育偏重知识的传授 ,当今的社会看重学生对

社会的作用力。要使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的知识有效地

作用于社会 ,必须使学生具备利用所学知识观察、分

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验教学就是学校培

养学生基本技能、工程能力的重要途径。

(3) 培养创新的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实验教学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不同学科的实验教学

都贯穿着前人的系统理论 ,融合了学科的知识、方法和

技术。学生在实验过程中 ,受到探索求知的教育 ,学会

探究的方法 ,培养创新的意识 ,树立创造的志向 ,激发

创业的热情。

(4)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通过实验

教学 ,在实验过程中 ,使学生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态

度 ,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培养学生不怕困难的坚强意

志和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 [ 5, 6 ]。



2　人才培养的需求

电子信息学科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该学科

很多理论方法的基础是数学和物理 ,该学科很多科研

的问题最后也都归结为数学和物理的问题。因此 ,电

气信息类各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比较扎实的数理基

础 ,这不仅是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需要 ,也为学生走向

社会后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和工程实际奠定坚实的理

论基础 ,为学生的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的保障。

电子信息学科是一个工程技术性很强的学科 ,要

使电子信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服务于人类社

会 ,就要通过工程技术将其转化为相应的装置、设备和

系统 ,同时也要通过相应的技术来进行这些装置、设备

和系统的管理、维护。因此 ,电子信息类各专业的学生

必须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研究能力 ,只有

这样才能使学生社会价值极大化。

当今的电子信息学科的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既不

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子信息学科 ,也不同于当今的数

学物理基础学科 ,其主要特征是该学科的创新成果和

工程实现很难仅靠一个人来完成 ,通常需要一个团队

人员共同参与完成。因此 ,电子信息大类各专业的学

生必须具备与人交往的能力、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勇于

克服困难的毅力 [ 7 ]。

因此 ,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知

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方向。

3　实验教学的思考

3. 1　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按照人才培养的要求 ,在电子信息类实验教学方

面存在如下 2种不同的倾向 :

(1) 重知识、轻能力。主要表现在 :在理论与实验

教学的关系上 ,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例太小 ;在实

验的类型上 ,设置的演示型、验证型实验较多 ,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较少 , 更缺乏探究性实验 ;在实验模式上 ,

一般都是按教师预先给定的实验方法与步骤读取数据

和得出结论。这种倾向抑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不

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实践的工程能力培养。

(2) 重技能、轻基础。目前学生就业压力较大 ,那

些基本技能和动手能力相对较强的学生工作上手快 ,

比较受用人单位欢迎 ,就业占优。由于这样一种现实

的原因 ,使得有些学校过多地强调技术性课程的教学

与实验 ,对学生进行大量技术培训类的实验教学 ,忽略

基础理论学习 ;另一方面受目前各种竞赛的导向 ,使有

些学生从一年级开始 ,就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与竞赛

有关的技术培训与技术课程学习中 ,不太重视基础理

论和系统知识的学习。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不是

技工、技师 ,况且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如此之快 ,这种倾

向不利于学生未来长远发展。我们认为一个没有良好

理论基础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很难有持续发展的后

劲。在普遍强调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今天 ,这种现象

值得注意。

3. 2　构建实验教学新体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讨论 ,我们认为电子信息高级应

用型人才应具有必要的理论基础 ,较强的工程实践能

力 ,良好的科学人文素质。正确地认识实验教学的功

能 ,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结合自身的

实验教学 ,构建新的教学体系。

(1) 加强基础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对于电子信息

类的专业而言 ,基础理论课程主要包括 :数学、物理、电

路理论 ,信号理论、电磁场与电磁波等。这些课程的学

习 ,还是要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由于有些理论和概

念非常的抽象 ,学生难于理解 ,感到这些课程的学习很

枯燥 ,影响学习效果。所以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 ,辅以

实验教学 ,利用实验的直观性 ,促进学生对基本理论的

认识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很好地掌握它 ,只

有掌握了的东西才能自如地应用它。因此 ,在理论基

础课程中开设验证性实验还是非常有意义。

信号理论中的采样定理是数字化的理论基础 ,频

移定理是通信调制的理论基础。可以开设验证性的实

验 ,无论是实际还是仿真 ,都有助于学生观察实验现

象 ,加深对概念和原理的认识理解。至于采样和调制

的工程实现 ,那是后续电子线路实验课程中解决的问

题。另外 ,对于电磁场电磁波课程学习 ,学生普遍感到

困难 ,辅以仿真演示实验可能会有助于学生对有些理

论的理解。随着教学的改革 ,有些学校在数学的教学

中也开始引入 Matlib实验。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利

用实验的直观性、现实性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

解 ,从而达到加强学生理论基础、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

题的目的。

(2) 技术课程要加强实验教学。对于电子信息类

专业而言 ,技术性课程主要包括 :硬件技术 (模拟电子

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高频电子线路等 ) ,软件技术 (程

序设计 ,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 ,数据库等 ) ,软硬件结合

的系统集成技术 (微机、单片机 ,嵌入式系统 , DSP

等 )。这些技术性课程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 由于这些

课程的技术性和工程性 ,显然不应该再限于现象的观

察和原理的验证 ,重点要放在学生掌握这些技术 ,并应

用这些技术实现、维护、管理系统的工程能力培养 ,即 ,

技术性课程的实验教学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按照电子信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 ,同

时考虑技术性课程内容会随着科技发展不断变化的特

征 ,其实验类型应以综合设计性实验为主 ,实验教学的

主体应该放在学生方法和能力培养方面。

因此 ,实施技术课程的实验教学 ,可以使学生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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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基础理论后 ,掌握必要的方法和技术 ,为后续的系统

设计、科研开发奠定基础。

(3) 专业课程应与工程实际相结合。人才的培养

必须面向社会。就电子信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而言 ,

学生学完了基础理论、掌握各种专门的工程技术后 ,如

何更好更快地适应于社会 ,服务于社会 ? 我们认为 : ①

以用导学 ,专业课程的实验教学要很好地结合本专业

工程实际 ,学以致用。通过与实际结合 ,使学生感受到

所学的理论是活生生的理论 ,所掌握的技术是实用的

技术 ,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

能力 ; ②通过专业课程的实验教学 ,强化学生系统的

概念 ,这是高等学校本科人才培养不同于高职高专人

才培养的主要差别之一。通俗地讲 ,高校电子信息类

各专业的学生掌握软硬件技术去干什么 ? 不仅是要维

护、管理电子信息系统和设备 ,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应具

有电子信息系统和设备设计、实现的能力。由于很多

学校都有特定的行业背景 ,不同专业所涉及的系统都

有各自特征 ,因此一定通过实验教学与工程实际结合 ,

加强学生系统的概念 ,使学生的思维、能力从电路模块

级上升到设备系统级。

经过实验教学改革 ,我校 5个电类专业在专业课

程教学中设置了系统性实验 ,都非常注意与工程实际

结合。比如对自动化专业 ,我们开设了过程控制系统

实验。考虑专业面向石油行业的定位和结合工程实际

的要求 ,过程控制系统对象是温度、压力、流量、位置

等 ,结合油田的实际 ;采用了 PLC、DSP、ARM等多种不

同的实现技术 ,适应技术的发展 ,学生实验后收获很

大。

3. 3　发挥学生在实验中的主动性

传统的实验模式通常适用于验证性实验 ,无主动

性可言。实验板 (实验箱 )做好了 ,实验方案规定了 ,

学生的实验只是搬搬开关 ,看看波形 ,读读数据 ,学生

就只能是被动的。因而对于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没有太大的帮助。

由于电子信息实验教学的主体应该放在学生方法

和能力培养上 ,因此在实验教学中就要尽可能地发挥

学生的主动性 [ 8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对于综合性实

验项目 ,让学生自己制订实验方案 ,自己选择仪器设

备 ,独立进行调试 ,独立完成实验报告 ;对于设计性实

验项目 ,让学生自己进行需求分析和项目设计 ,自己进

行仿真和实做 ,独立进行测试和调校 ,独立完成实验报

告。

按照这种思路 ,我们积极进行实验教学改革。通

过开放实验室 ,设置必做和选做实验类型 ,实施课内课

外结合的实验方式 ,采用实做和仿真结合实验手段 ,有

效地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主动实践。比如在电子

技术课程实验教学中 ,学生在规定的范围内选择实验

项目 ,课外设计 ,实验室仿真 ,课外制作 ,课内调试验

收 ,课外完成实验报告。通过这样的实验过程 ,学生实

验的主动性增强了 ,工程能力 (包括收集资料能力、电

路设计能力、调校测试能力、分析归纳能力等 )增强

了 ,综合素质 (如严谨细致、团结协作、表达交流等 )提

高了。学生普遍反映难度大 ,收获多 ,兴趣也相应提

高 [ 9 ]。

由于这类实验是针对学生能力和方法培养的 ,通

常完成这样一个实验要比传统的验证性实验花费更多

的时间。但这样的设计型实验无需太多 ,一种类型乃

至一门课程有 2个左右这样的实验即可。只要认真实

做 ,学生完成一个这样的实验就会收益良多。

4　结 　语

培养基础厚、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的科

技人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任务。实验教学是人才培养

的重要环节 ,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根据实验教学的基本功能 ,我们认为 ,对

于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而言 ,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课堂

教学为主 ,辅以实验教学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的认识

和理解 ;技术性课程要加强实验教学 ,通过实验教学加

强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专业课程要注意与工程

实际结合 ,通过实验教学强化学生系统的概念 ,增强学

生的适应能力。但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教学主体应是

学生能力和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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