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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性实验教学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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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海洋物理学科课程体系的特点，论述开发设计性实验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讨论设计性实验的

项目选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教学实践表明: 设计性实验改变了原有各实验课程教学内容相对独立、

缺乏系统的状态，加强了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建立了系统的概念，同时较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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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teaching of designing experiments

XU Lu － fen1，2，LIU Zhi － xin1

( Xiamen University 1． College of Ocean＆Earth Sciences; 2． Key Laboratory of Underwater Acoustic
Communication，Marin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alties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setting
methods of Marine Physics，argues the necessities and feasibilities of designing experiments exploita-
tion，and also discusses the project selections，teaching methods，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designing
experiment exploitation． The paper eventually comes to some conclusions that，designing experiments
have changed the situations that previous experimental courses were unsystematic and relatively inde-
pendent． Moreover，designing experiments strengthen the links between related disciplines，therefore，

it let students all have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Marine Physics，and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Thus，the teaching of designing experiments is effective with good re-
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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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推动素质教育、大力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科学态度的重要环节。探索新

的教学模式，使实验教学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建设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基地，全面

提升高校实验教学的综合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是目前各高校探索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而

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是实验教学改革的方向，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是素质教育的良好途径［2 － 4］。
依据厦门大学“宽口径、厚基础、多样化、重质

量”的教学模式改革方针，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建设为契机，结合海洋物理学学科课程体系设

置的特点，笔者在“声学及水声学实验”课程中开展

了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教学探索与实践。
“声学基础”是厦门大学的一门传统特色课程，

是海洋物理学本科教学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它包

含了实践课—“声学与水声学实验”，其包含声学、
水声学和水声换能器等实验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

增设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融合电子技术、计算机技

术、声学技术等知识模块，让学生灵活运用相关课程

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完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应用

系统设计，使学生建立了系统的概念，对项目设计过

程有一定的了解，工程实践方面的基本素养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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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1 开发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综合

素质和动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具备良好

的实验技能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是高校教学

模式改革的目标之一［5 － 6］。
水声实验室拥有实验水池和丹麦 B ＆ K 公司

水听器、信号分析仪、功率放大器等较为先进的声

学测量设备，为实验教学提供了较好的硬件条件。
然而，和大多数实验课程一样，其突出特点是和课程

的结合十分紧密，学生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与课程十

分相关的知识点上。学生通过实验可以加深对课程

内容的理解，观察课程中讲解的现象、验证原理和

运用实践方法，但受到课程的相对独立因素的影响，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偏少，在对学生的综合训练

方面略显不足。而且声学实验特别是水声学实验受

到实验设备和实验环境( 如水池) 的严格限制，很多

实验项目不允许多组同时展开，只能分组、分时进

行，效率低下。
在此背景下，我们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为契机，结合海洋物理学学科课程体系设置的

特点，在“声学及水声学实验”课程中开展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的教学探索与实践: 在保留原有声学和

水声学基础实验内容的基础上，开发一个在教学内

容上不以单一课程而是以学科课程体系为基础、在
教学时间上贯穿整个学期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通过这个实验，学生将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实践，

它不但可以使学生建立系统的概念，并且能有效地

克服上述不足，以期培养理论扎实、技术过硬、满足

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2 开发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可行性

首先，厦门大学为配合教学模式改革，加大了对

实验教学的投入。实验室除了拥有声学实验所需的

专业设备外，还配备了联网电脑、单片机开发设备和

波形发生器、数字式示波器等一系列常用的电子技

术实验仪器，为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提供了物

质保障。
其次，按照教学计划，“声学与水声学实验”的

授课对象为本科四年级学生。学生已经系统地学习

了包括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
片机 /微机应用、声学基础、水声学和水声换能器等

理论知识，并接受了相应的基本实验训练，可以安排

学生进行一些难度较大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显然，设计性实验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由于实验内容具有选择性和拓展性，随时面临

实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求教师有较宽广的理论

基础知识、较强的动手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我

们教学组成员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理论功底

较为扎实，且有工程项目研究经验，甚至企业生产一

线工作的实践经验，具备较好完成设计性实验教学

指导工作的能力。

3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学实践

3． 1 实验项目选择

实验项目选择原则: 实验项目应紧紧围绕教学

大纲，兼具综合性、实用性和先进性的特点; 实验过

程能体现学生探索精神、科学思维、工程意识、创新

意识的培养［7 － 9］。
因此，实验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一门课程，而是

将多门课程的内容相互融合，以学生已经掌握的基

本知识为基础，适当高于所学知识，利于学生将已

学过的知识系统化和实用化。教学组经过反复讨论

和比较，决定将实验项目与科研任务结合起来，充分

体现设计性实验的探索性和创造性。期望通过一个

基于工程项目的实验使学生基本掌握简单、典型系

统的核心技术和整体概念，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科
学思维、工程意识和创新意识。

实验项目选取教学组人员参与的“863”项目

“海床基海洋环境监测系统水下状态监测仪”中的

一个简单、独立的功能部件进行实验教学: 水声遥控

系统设计。在这个遥控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学生需

要完成遥控信号的发射和接收两部分: 发射端完成

信号产生、调制和功率放大等功能部件; 接收端包含

信号放大、解调、相关分析及判决等信号处理过程。
其可能涉及的理论知识将涵盖海洋物理学科的三大

主要课程体系: 电子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和声学技

术，达到了设计性实验项目设置的目的。

3． 2 教学方法

实验教学以实际的工程设计方案为实验内容，

以完成项目为实验的中心目标，通过完成项目的过

程来达到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目的，培养

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10 － 11］。
在教学实践中，采用学生为主，教师引导的实验

教学方法，强调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从知识的传

授者转变为引导学生探索未知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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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室条件，我们给定了设计性实验的目

的、条件和要求，重点提出了遥控系统设计的主要

技术指标，比如系统的中心频率、遥控距离、虚警概

率等。学生需要独立查阅资料，拟定实验方案，选择

实验器材，完成系统的安装和软硬件调试等任务，并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实验报告要求学生以科研论

文的形式和格式提交，如此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科

研写作能力。
实验过程按照科研的步骤要求，鼓励学生采用

新技术和新材料 ( 如果实验室未配备，学生可提出

申购) ，以实验为载体，引导学生将学习的过程延伸

至课外，达到紧跟科技发展目的。
教师的实验指导简略，主要作用为引导。例如

原理解析、方案可行性的审核、疑难问题的指导及实

验结果的检查、分析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回答

学生提出的问题并给予指导，但对设计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不会提供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只是起到引

导作用。学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方案的实现，

这将激发学生的潜能，增强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3． 3 教学安排

实验课程的教学计划安排为 16 周，共 48 学时。
为兼顾到课程基础实验和设计性实验，采取每周一

天全天开放的方式，以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实

验，同时提高了实验室资源的利用率。
根据“声学及水声学实验”课程实验的特点，我

们将课程基础实验分组、分时进行，而设计性实验贯

穿整个实验室开放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除了进行课

程基础实验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

际能力，自主安排，进行设计性实验。如此，课程基

础实验与设计性实验同步进行，较大地提高了学习

效率。

3． 4 考核方式

实验考核分为课程基础实验和设计性实验两部

分，各占总成绩的 50%。课程基础实验采用常规的

考核方式进行，而设计性实验主要把学生的实际动

手能力、分析研究问题的深度和独到之处，以及实现

技术指标高低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
由于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强，全面检验了学生学

科基础知识的掌握、运用以及实际的动手操作能力

等各个方面，具有一定难度，且实验周期长，因此，采

用全程、多元的考核方式，包括实验方案设计、实验

操作、结果分析和论文写作等环节，根据设计方案的

正确性和合理性、实验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完成情

况和答辩等综合评定成绩。

4 结束语

设计性实验的设计方法不是以单一课程、而是

以专业学科课程体系为基础进行的综合性实验，改

变了原有各实验课程教学内容相对独立、缺乏系统

的状态，加强了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建立了

系统的概念; 以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和实验素质为

主线，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达到良好

的教学效果，包含该实验课程的“声学基础”课程被

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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