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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技术实验”课教学效果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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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工电子技术实验”课程课时少、内容多，若没有一套合适的实验指导及管理，不但达不到预期教

学目的，还可能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作者以模拟、数字电路实验为例，就实验项目的确定、实验步骤的分解及

营造良好的实验互动气氛对此类少课时实验课如何提高教学效果进行探讨，并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教学指导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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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大学物理系面对本系学生开设的电子类

基础实验课有“电工实验”、“模拟电路实验”、“数
字电路实验”３ 门实验课，每门课程都有 ５２ 学时，
可以系统完整地指导学生从简单的基础性实验过

渡到进行复杂的设计综合实验．而“电工电子实验”
是我系面向外专业开设的“电工电子技术”理论课

的配套实验课，是将上述 ３ 门实验课归并 １ 门，只
有 ２４ 学时的少课时电子类基础实验课（同学期开

设的理论课也如此） ．由于课时少、门类多，若还是

沿用常规方法系统完整地指导实验显然不行．而考

虑到理论课同样课时少、门类多，也意味着学生此

类理论基础就较为薄弱，只是简单删减实验内容并

降低实验难度和减小电路规模不利于学生动手能

力的提高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我们认为就模拟、数
字电路实验而言，为了增加学生的实验兴趣，应多

选择生活常见其应用的实用综合型实验项目（都
有一定的电路规模） ．而在具体实验实施中围挠着

该项目，对其功能、电路适当分解，转变为若干个相

对独立简单且功能逐步完善扩展的从基本型到综

合型的实验任务，引导学生按步骤顺序完成．这样

可使学生的试验操作难度降低，但最终同样可以完

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型实用电路，达到良好的教

学效果．下面以模拟、数字电路实验为例，就实验项

目的确定、实验步骤的分解及营造良好的实验互动

气氛对少课时实验课如何提高教学效果进行探讨．

１　 实验项目直观实用，激发学生实验兴趣

在“电工电子实验”课的 ２４ 学时中，模拟、数
字电路实验各有 ８ 学时．除去绪论课和每次实验前

电路原理、调试技能的讲解，留给学生的每类实验

的真正实验操作时间只有 ５ 学时．若要使学生在有

限的时间内得到最大的锻炼，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

实验项目．
通常基础性实验较为简单，用以巩固理论知

识、验证基本电路或集成芯片功能、掌握实验基本

技能，但学生对单纯只做此类实验的兴趣不大．而
综合性实验能完成一定的实用功能，学生的实验兴

趣也会更大，尤其是选择生活中常见的直观实用的

小电子产品的电路作为实验项目．如工作过程类似

自动加热饮水机的温度控制器，由于其本身的电路

功能、工作特点、操作方法学生都非常熟悉，因而实

验前对电路工作原理的讲解学生更易理解，这样增

加了学生的自信心，激发了学生的实验兴趣，由被

动式学习转为主动式学习．
由于直观实用的综合性实验项目涉及的实验

电路都有一定的规模，学生完成所需的技能及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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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相对要多，所以模拟电路实验我们只选择了

温度控制器，数字电路实验完成计数器、智力抢答

器、声光报警器．每个实验项目都融入了若干个基

础性实验，学生只要顺序完成基础实验并适当修改

或扩充，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综合性实验是切实可

行的．

２　 实验任务逐步扩展，降低实验操作难度

如上所述，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验兴趣，使学生

在有限的课时内得到最大的锻炼，选择直观实用的

综合性实验项目是合适的．但在具体操作时，要没

有任何此类实验技能的学生在短时间内直接装调

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实验电路肯定是不现

实的．所以我们选定的实验项目除了综合直观实用

外，其实验电路还能够按功能分解为若干个基础性

实验电路，从最简单的做起，将实验任务逐步逐级

扩展，降低实验操作难度，引导学生顺序完成．
如温度控制器由基本运算电路、比较器、取样

驱动电路 ３ 个基础性实验构成，其完成电路顺序如

下：
① 反相比例电路；
② 同相比例电路；
③ 减法器（保留电路）；
④ 过零比较器；
⑤ 滞回比较器（保留电路）；
⑥ 取样驱动电路（保留电路）；
⑦ 温度控制器整机连调．
在数电实验中，计数器实验完成步骤顺序如

下：
① 芯片测试；
② 个位 １０ 进制计数译码显示器（保留电路）；
③ 十位 １０ 进制计数译码显示器（保留电路）；
④ １００ 进制计数译码显示器整机连调．
２ 人智力抢答器实验完成步骤顺序如下：
① 芯片测试；
② Ａ 人抢答显示并复位（保留电路）；
③ Ｂ 人抢答显示并复位（保留电路）；
④ ２ 人抢答器整机连调．
声光报警器实验完成步骤顺序如下：
① 施密特触发器；
② 闪光灯控制电路（保留电路）；
③ 声响控制电路（保留电路）；

④ 声光报警器整机连调．
由上可见，每个实验项目都分解为若干个子任

务，化简为若干个基础性实验，降低实验难度，确保

了实验项目的可操作性．通过保留必要的基本电路

并适当修改级联后实现整机的最终连调，提高了少

课时实验的实验效率．

３　 多人合作分工明确，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对于数字电路实验，按照上述的实验步骤进行

实验，实验难度是降低了，但由于只有 ５ 学时的实

际装调时间，学生独立完成学时不够．考虑到实验

项目分解后相关电路具有一定的相同性，可以由 ２
人共同合作完成一个试验项目．其中有 ２ 人都需独

立完成的步骤（前 ３ 步），而最后第④步的整机连

调则需 ２ 人合作完成．这种既有单人单做又有多人

合作的实验模式既解决了课时少的问题，也培养了

学生的思想品德、科研素质及团队协作精神．因为

每次实验前都需学生间相互协商确定分工，实验时

互相帮助，整机连调时更需相互沟通齐心协力，这
及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深得学生欢迎．
实践证明，很多学生并不满足 ２ 人合作而是相邀多

人合作，如实现 ４ 人抢答电路、１０００ 进制计数器

等，可见这种实验模式更能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和

学生的创新思维．

４　 学生之间互帮互助，活跃实验互动气氛

由于分解了实验项目，学生从最简单的实验做

起，伴随着实验技能的提高，实验电路也逐步扩展

复杂．一旦后步电路出现故障，可以迅速退回前步

电路排查，这种循序渐进、启发引导式的实验模式

可以使学生快速进入实验状态，并在教师指导下很

快学会且更易故障排查，尤其是部分理论基础较

好、动手能力强的学生脱颖而出，不仅自身实验完

成快，而且可以帮助同学故障排查．当然数字电路

实验本身就是多人合作，也要求同组学生在出现问

题故障时要相互帮助，共同完成．这既加深了同学

友谊，对于帮助者自身的实验技能与自信心也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形成了良性竞争与带动，营造了良

好的实验互动气氛．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教师的实时

指导和调控．在评分标准上，对于能够或乐于指导

同学的学生也会给予适当的加分激励．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还会聘请本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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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优秀学生充当该门课的 “小助教”，帮助外

系低年级学生学习装调技术和排查故障，甚至鼓励

他们当一回“小老师”，进行实验讲解，讲述者通过

讲述锻炼表述能力，提升自信心．他们站在学生的

角度看待电路实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实验心得，
使受听者产生思想与行动的共鸣，感受到这种积极

学习、实验的互动气氛，从而顺利、高效地完成实验

任务．

５　 结束语

实验项目的合理确定、实验步骤的适当分解、
实验电路的逐步扩展是少课时电子类基础实验课

激发学生实验兴趣、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加
之单人单做与多人合作的灵活多变的实验模式，更
能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及团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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