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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课程的教学设计
李锡华，叶险峰，施红军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３－．程学系，淅江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要：“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融合了“模拟电子线路实验”和“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两门实验实
践课程，将两者的内容和教学目标融合在一起，提高了创新设计型实验的比重，能有效锻炼学生的创新设计
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从新课程教学设计的角度阐述了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评价方
式的制定与预期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实验教学；课程教学设计；电子电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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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６级起，浙江大学在本科招生方式和学生

个性化创新设计训练。“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

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即按大类进行招生

践”融合了以前的“模拟电子线路实验”和“电子电

和培养，课程按通识课程、大类课程、专业课程、个性

路安装与调试”两门实验实践课程，将两者的教学

课程等分类，因此，相应的专业培养计划就要做出调
整。同时由于学科的飞速发展，课程本身也要作出

内容和教学目标做了更新与提高，增加了创新设计
型实验的比重，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与主

适当的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二年级后的暑期短

动实验意识，有效地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设计

学期新开设了“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这门实

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本文阐述了该课程的教学设

践课程。以前在二年级下学期开设“模拟电子线路

计¨。２ｊ，即该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

实验”实验课，而在二年级后的暑期开设“电子电路

学效果评价方式的制定与预期的教学效果。

安装与调试”实践课。“模拟电子线路实验”课以广
播操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做一系列规定的实验项目

１教学目标与内容的设计
教学目标

和实验内容，多数为验证型实验，设计型实验项目较
少。“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课虽然是设计型

１．１

实验项目，但仅限于理论设计，实际动手安装和调试

活动细节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而展开。那
么如何制定“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课程的教

的内容是事先统一准备好的实验套件，缺乏真正的

一项教学活动首先要制定其目标，而后所有的

学目标呢？“电子电路安装与调试实践”课程是在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２０１２年重点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Ｚ２０１２１４）。

学生学习了“模拟电子线路”课程后学习的第一门
有关电子电路的实验实践课程，紧随其后还有许多
有关电路的实验课程，它是这些实验课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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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

因此，该课的教学目标有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实验加

（４）创新型综合设计实验。以学生为主体、教

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巩固已学的电子电路的理论
知识，同时把已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用理论来

师为主导，从实验课题选择、器件选择、电路设计到

指导实践，培养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互

师指导、督查和分阶段验收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设

为促进的思维意识。二是了解电子电路实验中常用

计并制作一个规定性能指标的电子电路小系统，并

电子仪器的原理，学习并掌握其使用方法。随着学

通过调试来达到所要求的指标。该实验有多个课题

习的深入，后续还有许多电子电路方面的实验实践

选择，学生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课题来做，也可自主选

课程，在这些课程中都要使用这些常用的电子仪器，

择其他难度相当的课题来做。这部分实验内容一方

为了后续实验课程的顺利进行和以后工作的需要，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必须了解常用电子仪器的

面帮助学生建立系统的概念，以整体的系统来考虑

基本原理，熟练掌握这些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

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０７－９］。

三是创新意识和工程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后是要

去创新研发、设计新电路、设计新产品，因此在进行
电子电路实验教学的时候，电子电路的设计方法是

安装调试的整个过程采取学生自主和自助实验、教

问题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强调了培养学生的创新

２教学效果评价与预期的教学效果
２．１

教学效果评价

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同时设计的新电路还要通过实

教学效果的评价是评价学生学习了本课程后是

际调试来完善，所以电子电路的安装与调试方法也

否达到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效果评价要注重

是学生必须要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四是计算机作

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在关注实验最终结果

为一种方便快捷的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的同时更应强调整个实验过程的表现、实验操作的
熟练程度和阶段性结果Ｈ。』。围绕本课程的教学目

在电子电路的设计中已引入计算机辅助设计，并实
现了电子设计自动化（ＥＤＡ）。作为一个电子工作

标，我们设计了以下的评价方法，分别在适当的时机

者，掌握ＥＤＡ软件的使用并借助计算机进行电子电

进行，综合这些方面的评价结果，能够反映出学生获

路设计是电子工程师的基本素质，所以，本课程还要

得的学习效果。

（１）教师随机给定一个测试项目，要求学生用

让学生基本掌握用当前流行的ＥＤＡ软件设计电子
电路的方法¨１１。

指定的仪器调整好仪器的工作状态，快速而正确地

１．２教学内容设计

完成测试项目内容。

（２）给定一个设计项目，要求学生用ＥＤＡ软件

基于上述教学目标，本课程应包含以下的教学
内容。

（１）常用电子仪器原理介绍与使用培训。重点
是仪器使用培训，并把该内容贯穿于整个课程的实

（ＯＲＣＡＤ）设计一电路，并进行仿真分析研究，使电
路的技术指标达到规定的要求。然后搭建该电路并
进行调试，使实验电路符合设计要求。
（３）每个实验结束时进行现场验收与提问，考

验教学过程中，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实践训练能熟
练地掌握这些仪器的使用。

察学生对该实验知识点的理解与实验完成情况。

电路仿真软件Ｍｕｈｉｓｉｍ、ＯＲＣＡＤ，印刷电路板设计制

（４）创新型综合实验的评价采用分阶段检查验
收的方法，对每一阶段的结果进行评价。例如：对实

造软件Ａｌｔｉｕｍ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等。要求把这些软件应用到

验的理论设计、ＰＣＢ板设计、电路焊接、调试过程、

各实验电路的分析、设计中，在实践中逐步掌握其使

最终结果等单独进行评价打分。

（２）常用ＥＤＡ软件的介绍及使用。例如电子

（５）实验报告。实验报告是对所做实验的一个

用，并为实验操作提供仿真分析数据。
（３）设计型实验。基本单元电路及多级放大器

全面总结，把实验进行前的预习和准备、实验中的遇

的设计与实验调试。设计一些常用的实验电路（如

到的问题与解决措施、实验得到的结果及体会做一

单级放大器、小信号多级负反馈放大器、差分放大器
等）及实验方案来验证理论课程学习中的一些重要

个全面综合的分析与提炼，是实验课的继续和提高。

知识，加深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设计能

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实验报告的质量反映了学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过程中，首先要设

生的综合实验素质。

计实验方案，其次用ＥＤＡ软件进行实验电路的设计

２．２

通过撰写实验报告，使知识条理化，可以培养学生综

预期教学效果

与仿真研究，然后搭建电路进行实验研究，并把实验

学习本课程后，学生应达到以下的学习效果。

测试结果与仿真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１）了解常用电子实验仪器的原理，掌握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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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使用方法，对于某实际测试项目能正确选择

验室之前学生必须预习实验内容，设计好实验步骤，

测试仪器并熟练而快速地完成测试项目内容。

预期可能的实验结果，写出实验预习报告。坚决杜

（２）学会当前流行的ＥＤＡ软件（如ＯＲＣＡＤ、Ａ１．

绝没有预习的盲目实验。在完成基本的实验教学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的使用，初步掌握使用这些软件进行
电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容的前提下，提倡和鼓励学生开展创新和自主设计

（３）掌握电子电路的实验方法，能够设计电子

总之，在教与学两方面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

ｔｉｕｍ

电路实验的实验方案，规划实验步骤，掌握实验要
领，排除实验中出现故障。

实验。

有这样，才能保证本课程目标的实现。
４

（４）能够自行分析实验结果，判断实验结果的

结束语
经过近几年约１０００名学生的教学实践，教学效

真实性与可靠性。
（５）掌握电子电路设计、制作与调试方法，能够

果良好，学生在实验报告的心得体会中普遍反映该

进行一些小系统电路的设计、制作与调试。创新意

课程教学内容设置合理，从理论分析设计到实际搭

识增强，工程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高¨肚１１

建电路与调试，每个实验都要经历一个全过程，使得

Ｊ。

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搭建电路与调试过

３教学实施

程中学习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锻炼

教学实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贯穿于整个

和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在

教学活动中旧。４，１１ Ｊ。实验课的实施通常的做法是实

实践过程中学习并掌握了常用仪器和ＥＤＡ软件的

验时间和学生都是事先像理论课那样安排好的，在
每次实验课的开始阶段先集中由指导教师讲解本次

使用，达到了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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