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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low interest, fear of difficulty, insufficient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optics course, the PAD Class based on OBE
concept is introduced, on this basis adjus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designing teaching methods. The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PAD Class is helpful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and
mobiliz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in learning, but there have been som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How to implement effectively the PAD Clas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requires further study, especially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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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程光学课程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有畏难心理、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不足等问题，
*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付艳华, 王晴岚, 张兴强. 基于 OBE 理念的《工程光学》对分课堂教学改革与思考[J]. 教育进展, 2019, 9(6):
645-649. DOI: 10.12677/ae.2019.96105

付艳华 等

提出了基于OBE理念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调整和设计。教学实
践表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在教学实践
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尤其对于理工类课程，怎样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有效实施，还有待进一
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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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光学》是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工程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培养学生光学
系统设计、研发、光学检测等工程应用能力的重要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一定的几何光
学、物理光学和现代光学仪器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更应具备分析和解决工程技术上常见的光学问题
的能力。该门课程具有教学内容知识点多、理论性较强、概念抽象、公式繁杂等特点，对于大多数学生
来说，是一门较难理解和掌握的课程。本研究在 OBE 教育理念下，将对分课堂(PAD Class)教学模式运用
到工程光学课程教学中来，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去学习，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2. 工程光学课程教学现状
工程光学课程一般开在大二下学期，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前期基础课基本学完后开设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课程内容主要由物理光学和几何光学两部分组成，两部分内容分别从两个不同方向研究光的传
播问题。物理光学从光的波动性出发，以电磁理论为基础，研究光在介质中的传播、干涉、衍射等现象
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几何光学则以光的直线传播为基础，利用几何学的方法研究光在介质中的传
播、成像等问题；二者并不矛盾，几何光学是波动光学在波长 λ→0 时的极限情况。所以学生在学习本门
课程的时候一方面要有较好的电磁理论基础，理解电磁波是什么，是怎么传播的？另一方面还要有较好
的数学基础，高等数学及几何学的知识来分析、计算光波场的分布、光学系统成像等问题，这对学生的
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而随着高校扩招，学生整体素质不断下降，再加上“玩命的
中学、快乐的大学”的思想，很多学生并不是很重视学习这件事，所以上课听不懂，或是即使能听懂但
下课回去也不复习，随着课程难度的加大，越来越跟不上进度，逐渐就放弃了学习该门课程，只想靠着
考前背题冲刺过关的情况就成为普遍。要解决学生的这种学习状态，一是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能
把学习当作任务来完成，而是受知识魅力的吸引主动地想去学；二是要解决学生学习上的困难，帮助学
生克服畏难心理，教导学生掌握该学科的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

3.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与 OBE 理念
“对分课堂”是由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张学新教授提出的一种原创性的课堂教学模式，它是针对传统
教学中师生交互少，学生被动接受，主动性低，难以培养批判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等问题而提出的[1]。
其核心理念是分配一半课堂时间给教师讲授，另一半给学生讨论，让学生在课后有一定时间自主安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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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进行个性化的内化吸收。对分课堂把教学分为在时间上清晰分离的三个过程，即讲授、内化吸收和
讨论，在操作中，在课堂依次按照“讲授、独立学习、独立做作业、小组讨论、全班交流”5 个阶段进
行。在考核方法上，对分课堂强调过程性评价，并关注不同的学习需求，让学生能够根据其个人的学习
目标确定对课程的投入[2]。
OBE 即成果导向教育，
是指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
OBE 理念和方法被公认为是追求卓越教育的有效方法，受到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重视。美国工程教育认
证协会(A-BET)全面接受了 OBE 的理念，并将其贯穿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始终[3]。要实施成果导向教
育，教学过程必须明确以下三点：1) 明确学习成果(毕业要求)；2) 按毕业要求安排教学活动；3) 对毕业
要求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4]。本次教学改革以 OBE 理念为指导，运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以实现从
灌输课堂向对话课堂转变，使知识在师生、生生之间传递、交流与互动，通过讨论、交流形成思维的碰
撞，知识的升华和能力的提升，提高学生在知识与认知、能力、素质等方面的能力。

4. 基于 OBE 理念的对分课堂教学实践
4.1. 《工程光学》教学内容的调整
OBE 教育理念下，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采用反向设计原则，以学生完成该课程时应具备的能力为
起点和出发点，来组织教学；“对分课堂”的核心理念是把课堂时间对半切分，一半给教师讲授，另一
半时间分给学生讨论，这必然会导致讲授学时大大减少，能不能在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完成原有的教学任
务是个问题，所以基于这两方面的考量，教学内容的适当调整就十分必要。首先，基于 OBE 理念，以毕
业要求为依据对教学大纲进行了重新编写，明确了教学内容对达到毕业要求的贡献是什么以及贡献大小；
其次，对教学内容的重难点，知识点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明确哪些知识点是课堂上要精讲的，哪些
是留白给学生课下自学和引申学习的，从而尽量保证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下，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在教
学中，重视基本原理、定律的介绍，淡化公式推导，强调概念的物理意义及其应用，重要的原理、公式
加入适当的习题训练，强化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并且通过引入实际应用案例，使学生在掌握基本
理论的同时，也了解理论在工程实际中的运用，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4.2. 对分课堂教学实施
本校的工程光学课程是为测控专业大二学生开设的，共 48 学时，其中实验 4 学时，可以看出理论
课程学时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本门课程要学习几何光学和物理光学两大基础理论，这两部分内容对于
后续的光电检测相关课程的学习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对分课堂教学实践中，对分课堂实施的形式
要灵活。对于相对简单、学生有前期基础的课程内容，采用当堂对分；对于较难理解和掌握的知识或
是需要引申学习的内容，采用隔堂对分。对分时间的长短也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重要性、难易等因素，
有所不同。例如：在讲解第一章几何光学基本定律和原理时，学生对这些定律和原理在高中时都有过
接触，所以学习起来相对容易。对于这样的内容我们采用当堂对分的形式，两节课 90 分钟，第一节课
老师讲解基本知识点 30 分钟，然后给出习题，进行 10 分钟的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写出自己的解答，
然后小组讨论 5 分钟，下课休息时可以继续延伸讨论。第二节课先请几个小组成员上台讲解他们组的
解题方法或思路，然后全班讨论 10 分钟，最后老师总结点评大约 5 分钟左右，剩下的 30 分钟时间精
讲下次课内容。而在讲解第二章理想光学系统的内容时主要采用了隔堂对分的形式，理想光组的相关
理论有些抽象，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掌握。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总是搞不懂为什么要学习理想光学系统？
理想光学系统的成像理论与前面学习的共轴球面系统的成像理论有什么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让
学生理清这些成像理论的关系并能将其灵活运用到实际成像系统的计算中。隔堂对分的时间间隔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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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前一周的第一次课精讲理想光学系统的基本理论，讲解学习目标、为什么研究理想光学系统、共
线成像理论、共轴理想光学系统理论，理想光学系统的基点与基面。引导性的讲解重点、难点，不讲
细节，细节作为课后作业的内容，学生自学。作业设计：1) 复习本节知识点，总结重点、难点；2) 练
习题，实际光学系统的基点位置和焦距的计算，分析下你的解题思路，在求解过程中，你觉得哪部分
比较有难度？3) 思考题，实际光学系统和理想光学系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要研究理想光学系统呢？
这些作业要求学生课下认真独立完成，可以查阅资料，但不要彼此讨论，下周第一节课作为讨论课，
学生围绕作业进行小组讨论，首先小组成员间互相切磋学习，共同解决问题，总结出自己小组讨论的
亮点和难点，然后老师随机抽查，抽查结果作为本次课堂表现的成绩，然后全班自由发言，把有遗留
的问题提出来，最后老师总结点评。

4.3.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基于 OBE 理念的学习成果评价强调的是学生通过这一阶段学习后所能达到的最大能力。这里的能
力包括记忆能力、认知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更高阶的能力，如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分析和综
合信息的能力、策划和组织能力等。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中，这些能力可以通过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
到课程教学中来，得到一定的锻炼和培养。所以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更侧重于过程性评价，主要体现在
学生在作业、课堂讨论、课程实验等环节中的表现。最终的学生成绩由三部分构成，作业 30 分，课堂
讨论 20 分，课程实验 10 分，期末闭卷考试 40 分。可以看出作业加课堂讨论的成绩占比较大，这也说
明了学生通过独立内化吸收所学的知识，形成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并能在课堂上大胆表达出来，是受
到极大鼓励的。

5.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思考
通过在工程光学课程教学中实施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些经验和思考。首先，对分课堂教学
模式确实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特别是那些积极配合老师教学节奏的学生，
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自主学习，积极思考，体会到了自主建构知识的乐趣。但这样的学生并不多，多
数学生已经习惯了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不愿意自主学习、主动思考，有一种学习的懒惰心理，只想着考
前突击考过就行，其实质就是学习态度不端正。所以让这样的学生接受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还是有些难度
的。对于这种情况，首先要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学习不是“实用主义”，不能带有任
何的功利性，学习的过程是自我修炼、自我能力提升的过程，而且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学生真心接
受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我们的教学目标才能实现；对分课堂强调内化学习和分析讨论，这两个环节大多
数同学做的并不好，内化吸收有时会浮于表面，对知识的学习深度、广度不够，导致后边的课堂讨论只
是对疑难问题的解答，不能形成思辨意识。这就要求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做适当的引导，在知识学习上要
做纵向、横向的对比分析，引导学生要敢于联想；另一方面，对于理工科学生多数都羞于表达或是不善
于表达，所以课堂讨论环节一般开展的不够理想，沟通、合作能力也是大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所以在
课堂上要适当的引导、鼓励学生积极大胆的表达自己，不要害怕说错，要敢于说。
在本次对分课堂教学实践中，还有一些实施细节方面的体会：1) 分组方式一般课前分好并且后期固定
下来比较好，而且分组是按照好中差结合由学生自己组合的，这样学生彼此熟悉，容易展开话题，可以一
定程度上避免由于学生害羞、不善表达导致讨论环节开展的不好的问题；2) 由于工程光学课程内容多、课
时相对较少，所以对分课堂的形式要灵活，当堂对分、隔堂对分及其他教学方法穿插应用会使课堂更有活
力；3) 可以通过增加小组课堂讨论环节的平时成绩，激发学生在讨论环节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增强团队合
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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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文在 OBE 理念引导下，对工程光学课程实施了对分课堂模式的教学改革。教学实践表明，对分课
堂教学模式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培养符合 OBE 理念的高等工程类专业人才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对于理工类课程怎样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中
有效实施，还需要不断地实践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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