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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转变实验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对实验教学体系、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教

学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通过实验内容的综合改革和创新,在教学实践中编写了相应的

具有特色的实验教材。阐述了实验教学方法和实验开放问题, 对电工电子基础实验教学改革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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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工科基础课程教学是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工科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是影响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电工电子基础

课程建设和实验教学改革。特别是最近教育部在全国

实施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示范中心的评估工作。这是

国家实施建设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之后在高等

教育工程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我校经过这几年来的

建设,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于 2007年被教育部批准为

国家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近几年来,我校在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

学方法和手段、实验教学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

列改革,标志性工作有: ¹构建了新的实验教学体系;

º更新实验教学内容;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

¼实施了实验教学中心开放的运行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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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电工电

子实验教学中心根据我校的情况,提出了 /一个原则、

两个需求、三个结合0的实验教学理念:

( 1) 始终坚持 /一个原则0。学校的教育是要培

养面向社会的人。因此,实验教学的改革一定要坚持

/以学生为本, 一切为学生着想 0的基本原则, 通过实

验教学改革,使学生受益, 使学生的基本素质、综合应

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得以提高,毕业后能适应于社会,立

足于社会,发展于社会,为社会作出贡献。

( 2) 努力适应 /两个需求0。实验教学一定要努

力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努力适应科学技

术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这是我们实验教学改革必

须遵循的基本方向, 也是我们实验教学改革努力追求

的结果。因此,实验教学要及时将新的科学技术成果

引入实验教学,注重学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基本实验

技能、技术及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 3) 认真做好 /三个结合 0。¹认真做好实验教

学与理论教学的结合。实验教学已不再是理论教学的

附属和补充,而是与理论教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学生

在理论教学中所学的知识需要通过实验教学环节去领

会、掌握、应用和提高,进而综合应用所学的各种知识、

技术和方法,进行研究开发和科技创新,实现学生 /基

础厚, 能力强 0。º认真做好实验教学与工程实际和

科学研究的结合。要将工程实际和科学研究中的内容

加以分析、归纳和提炼, 及时反映到实验教学中来, 将

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引入到实验教学中,更新实验教

学的内容,改进实验教学的方法和手段,使学生学以致

用,增强适应能力。»认真做好实验教学与素质教育

的结合。将素质教育贯穿于实验教学过程中, 培养学

生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培养学生团结合作

的团队精神。

传统的教学观念,重理论轻实验,实验内容也多年

不变。实验课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经典理论的验证,

实验内容单一。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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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就是要形成一种 /边学理

论、边实践、边设计0的良好环境。学习了理论课程之

后,要动手实践, 才能进一步理解和消化课堂上所学的

理论知识。技术性基础课程尤其如此。再进一步就可

进行设计,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的能力就可得到

发挥,同时又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得到升华。这种良性

循环的形成正是高等工程教育培养的目标。

3 构建新的实验课程体系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包括 /电路分析基础 0、/信号

与系统 0、/模拟电子技术0、/数字电子技术 0和非电专

业的 /电工学 0类 5门学科基础课程。通过对华中科

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重点大学的调研,

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我校的电工电子基础课

程教学和实验体系的改革方案。

实验教学应该采用分层次、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模

式,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课内课外相结合来进行。

电工电子实验课程体系分为 3个层次:基础实习与实

验、综合性设计实验、创新性自主实验。

( 1) 基础实验。包括电工电子实习初步和电路基

础实验。学生通过实验和实训, 进一步学习电路的基

本知识,掌握电工电子的基本实验技能,建立对电路元

器件、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的基本认识,熟悉常用电

子仪器仪表的使用和操作方法, 学会焊接和常用电器

安装技术, 安全用电, 正确用电。学习仿真软件的使

用,计算机在处理大规模电路的作用。

( 2) 综合性设计实验。将原 /模拟电子技术实

验 0、/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0、/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0、

/电子线路 EDA及可编程逻辑器件 0等课程, 整合成

一门综合性的实验课程, 即: /电子电路设计# 仿真 #

测试0, 单独设课。所做的改革包括:综合后的课程以

设计为主线,通过增加实验学时,调整设计型实验的内

容和比例,采用仿真与实做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硬

件与软件结合的教学模式和手段, 全面而系统地培养

学生的获知能力、综合设计与研究创新能力。

信号与系统实验也单独设课。主要做法是: ¹减

少验证性实验, 增加设计性实验; º解决原实验知识

点单一的问题,每项实验至少包含两个以上的知识点,

提高综合性; »引入实验仿真手段, 虚实结合; ¼增

加计算机辅助实验数据分析。通过改革,加强学生的

基本实验技能培养,提高实验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实效

性,培养学生数据处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3) 创新性自主实验。实验中心设有大学生创新

基地。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通过选拔进入创新基地学

习。学生可自主地选择感兴趣的课题进行研究, 实验

中心提供元器件材料。另外, 我们还经常组织科技创

新竞赛活动,如校内的 /电路分析与设计竞赛 0、/信号

与系统及 Matlab应用竞赛 0;省和国家进行的大学生

电子设计大赛等,进一步强化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

养。

对非电类专业,电工电子课程所涵盖的专业很多,

各专业对课程的要求存在差异, 这对课程的教学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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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与开课院系沟通,

研究专业培养目标对本课程的需求, 将教学内容的调

整纳入到整个课程体系的改革中, 根据对国内外有关

教育及科技发展的研究,确定了电工电子课程模块化

的体系结构。按照学科内容属性将电工学课程分为 4

个基本知识模块 (电路基础、电机及电气控制、模拟电

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 针对专业培养需要, 构造电

工电子课程模块化教学内容, 按知识模块统一教学要

求和教学内容,统一考核。

4 加强实验教材建设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把实验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

辅助, 实验内容基本为理论的验证,学生在教师的辅导

下按照实验说明和预先安排好的实验步骤进行实验。

学生的主动性差,基本是依赖思想,即使是做完了实验

也收获很小。忽略了学生自主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

培养。

因此,实验教学内容的改革与教材建设就显得十

分重要。通过几年的实践, 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主要

有:

( 1) 电路分析实验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电路分

析实验分为基础实验、EWB仿真实验和 Matlab计算实

验。实验内容改革有三大特点: 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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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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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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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l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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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学生扩展视野。体现了 /虚实结合 0、/软硬

结合0的现代实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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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信号与系统实验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信号

与系统课程在我校原一直没有开设实验课,近年来加

强了 /信号与系统 0课程的实践环节。信号与系统实

验单独设课 32学时, 每年举行一次 /信号与系统及

Matlab应用知识竞赛 0,以适应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

培养。

信号与系统实验主要是用Matlab科学计算软件

分析和处理信号与系统的问题。通过实验强化培养学

生使用 Matlab工具的应用能力, 从而使学生对信号与

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有了巩固和提高。我们设

计了 15个实验项目:信号的产生及其运算,连续信号

的微积分与卷积,连续系统的时域分析,周期信号的频

谱,非周期信号的频谱, 连续系统的频域分析, 用拉普

拉斯变换分析系统,连续系统的零极点分析,模拟滤波

器设计, 迭代法及离散卷积的计算, 差分方程的 Z变

换解,离散系统的时域和频域分析,连续系统状态方程

的数值解,连续和离散系统状态方程的变换域解,连续

和离散系统状态方程的迭代法求解。

( 3) 电子技术实验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电子技

术实验是我校改革的重点,通过调研和反复讨论,将原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0、/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0、/电子技

术课程设计 0、/电子线路 EDA及可编程逻辑器件0等

课程,整合成一门综合性的实验课程, 即: /电子电路

设计# 仿真 # 测试 0。实验内容作了较大的改革, 其

主要特点是: ¹对实验内容进行了优化, 去掉一些验

证性的实验,以设计性实验为主; º注重电子电路设

计的系统性,使电子设计从简单电路开始,到综合性的

电子系统的设计;从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分开设计到

两种电路的混合设计;从一般器件设计到可编程器件

设计。»在电子电路设计中, 加入仿真环节, 即先进

行理论设计,再进行计算机仿真,最后实验测试。这种

实验训练适合现代电子设计工程方法。

( 4) 电工学实验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电工电子

课程所涵盖的非专业较多,各专业对课程的要求不同。

优化整合非电专业的电工学类课程, 规范 /电路和模

拟电子技术 0、/电工学 0等课程的教学内容。对有些

专业的学时数要加以调整, 以适应现代电工电子基础

课程的发展。同时要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

工程实践能力。主要采用模块化实验教学、精选实验

内容。

5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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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转变,即由教师为中心变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

主导的转变;由教师单向注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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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先进的仿真软件。发挥计算机在实验教

学中的作用,引入虚拟仿真技术,并不断更新。在电子

线路仿真设计中, 过去一直使用 EWB进行电子线路

设计仿真, 2006年新增 Protues仿真软件进行仿真设

计;在可编程技术方面,最初使用的软件为 ISP Synario

和 ABEL, 后来采用 Altera公司的 MAX + PlusII和

VHDL语言,现在新增了 Verilog HDL方面的教学内

容。对于有些验证性实验, 学生利用先进的仿真软件

进行实验,对有些在硬件实验时不易观察和不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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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获得感性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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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掌握电子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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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浅入深。每门课程的

实验项目都设置必做实验和选做实验两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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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基地, 对有兴趣的学生提

供综合设计与研究创新的实验机会, 鼓励学生自主选

题,大胆创新,提高学生综合设计能力。

( 3) 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各实验室都配备了

多媒体投影设备,所有实验课都开发了电子多媒体课

件,实现多媒体教学。实验教学中心网站收集和开发

了各种实验教学软件资源。所有资源均放置于网站,

便于学生自主学习、实验和设计;教师可以通过网络与

学生交流,了解实验教学情况, 实现实验教学的网络化

管理。

( 4) 由封闭式实验向开放式实验转变。从 2004

年开始,建立了开放运行的管理模式, 对学生实行时

间、空间和内容的全方位开放;实验室采取网上预约实

验,实现实验时间、空间的开放。通过开放,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自主实践。特别是电子技术的综合性设计

实验, 实验教学方法采用先由教师布置实验课题,学生

在课外查找资料进行理论设计, 然后将所设计的电路

在计算机上进行仿真、修改。最后列出元器件清单到

实验室领取材料并进行安装测试。在这个过程中, 学

生是主体,教师起督促和辅导的作用。并且课内与课

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6 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效

近年来,我们实施了电工电子基础课程与实验教

学综合改革。探索出适合二类院校实用的、科学的、合

理的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和实验教学体系。它体现

了 /加强基础、增强实践、培养能力、注重创新 0的现代

高等工程教育观念。实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行了

重大改革,编写了体现实验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教材。

实现了理论与实验结合、虚拟与真实结合、硬件与软件

结合、单元与系统结合。实验教学环境的优化,实现了

课内与课外、固定与开放、实验教材与网络资源的合理

分配。实现从被动学习环境向自主学习环境的转变。

电工电子基础实验的教学改革必将实实在在提高学生

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学生综合素质。

由于学生实验技能提高, 综合应用和创新能力增

强,在全国和湖北省大学生的各种竞赛中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先后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二等

奖 1项,省一等奖 3项, 省二等奖 9项;获得挑战杯湖

北赛区一等奖 2项, 二等奖 2项;获得 /飞思卡尔杯 0

全国智能汽车竞赛华南赛区二等奖 2项;获得 AL2

TERA杯 SOPC专题竞赛湖北赛区三等奖 2项; 有 3

项成果获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

参考文献 (R efer ences):

[ 1]  余厚全.地方高校创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改革与实践 [ J].实验

室研究与探索, 2007, 26 ( 12): 92296.

[ 2]  芦  涛,何杰生.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的探索 [ J].实验科学与技术,

2007, 5( 4 ): 18221.

[ 3]  陈后金.电工电子类实验教学与实验教材协同性的探讨 [ C] / /电

工电子课程报告论坛论文集 200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 1552158.

[ 4]  陈绪诚.创建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几点思考与实践

[ C] / /电工电子课程报告论坛论文集 2006.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7. 5: 88292.

[ 5]  张  平,周为平.建设开放性实验室的思考与实践 [ J]. 实验室研

究与探索, 2004, 23 ( 12): 16219.

[ 6]  刘  静.电子类实验课程教学体系改革探讨 [ J].实验技术与管

理, 2005, 22 ( 2): 51254.

[ 7]  隋竹翠.构筑分层次开放式实验教学平台, 培养 /三创 0人才

[ C] / /电工电子课程报告论坛论文集 2006.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7. 5: 60264.

(上接第 78页 )

参考文献 (R efer ences):

[ 1]  王荣芝,杨  雪.基于 Java3D的网络虚拟实验的开发 [ J].实验室

研究与探索, 2006( 8 ): 9332936.

[ 2]  汤  磊.基于 V irtools的三维场景实时漫游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D ].大庆:大庆石油学院, 2007.

[ 3]  爱迪斯通. V irtoolsM in i Site [ DB/CD]. 北京:爱迪斯通科技有限

公司, 2007.

[ 4]  爱迪斯通. 高互动 3D应用的研发平台 [ EB/OL]. [ 2007205214 ].

www. virtools. com. cn /about /200705 /215. htm .l

[ 5]  刘明昆.三维游戏设计师宝典 [M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电子

音像出版中心, 2005: 39240.

[ 6]  爱迪斯通. V irtools User Gu id e [DB/CD ]. 北京: 爱迪斯通科技有

限公司, 2007.

[ 7]  爱迪斯通. VT 3. 0编译 EXE文件教程 [ EB /OL ]. [ 200620621 ].

h ttp: / /www. virtools. com. cn /bbs /viewthread. php? tid =

2719&h igh ligh t= EXE.

116 实  验  室  研  究  与  探  索 第 28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