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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the article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inquiry teaching methods for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Theory courses, aiming at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studying,
and training students’ ability of analyzing problems and solving problems. The practic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aching quality is improved and the good teaching effect is implemented by the
teaching 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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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教学实际，探讨了探究式教学方法在《信息论与编码理论》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旨在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实践结果表明，通过教改，提高了教学质量，实
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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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着力促进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迎接挑
战的重要对策。时代呼唤新思路，新对策，更需要以新的教育观念引导我国教育改革的探索和实践。“探
究式”教学方法正好适应这种需求，它适应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教学原则，适应于学生身心发展
的需求，着眼于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采用主要的数学工具为随机过程和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如果在课堂中采用过去“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方法，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通过多年教学
实践，笔者认为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适当的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是搞好《信息论与编码理
论》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之一。
“探究式”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全班或小组成员围绕某一实际问题各抒己见，展开讨
论，相互学习，以求得正确认识的教学方法。因此，运用这种方法需要对教学内容、课程组织、考核方
式等进行精心设计，着眼于引导学生发现结论，使学生体验发现知识的兴奋感和完成任务的胜利感，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锻炼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2. 授课内容的选择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教学内容可分为基本教学内容、扩展教学内容和实验教学内容三部分。基本
教学内容包括构建支持学生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如信息量与熵、信道容量、信源编码、信道编码等内
容。扩展教学内容及时、适当地介绍本学科最新动态，使课程教学内容保持基础性的同时提高课程内容
的时代性和前沿性。实验教学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理论知识和
实际问题融合贯通，提高综合素质。
“探究式”教学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安排数次课程，通过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
加深学生对信息论基本理论的理解，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锻炼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
独立工作的能力。具体实施内容参考如下：
1) 硬币称重(鉴别伪硬币)问题
通过讨论这一问题，使学生更加深入理解熵、平均互信息的基本概念。
2) LTE-A 系统自适应功率分配问题
通过讨论这一问题，使学生更加深入理解注水定理及其在实际系统中的应用。
3) 蜂窝移动通信条件下的信道的有效利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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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讨论移动通信系统中 CDMA 与 TDMA 的容量问题，使学生掌握如何用信息论的方法分析系统
的信道容量。
4) 最佳不等长编码问题
通过寻找最佳不等长编码方法的过程，启发学生如何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通过开放式软件实验，
使学生深入理解 huffman 编码、算术编码和 LZ 编码的基本原理。
5) 软判决在纠错编码中的应用
通过讨论分析这一问题，让学生深入理解信息不增定理；通过开放式软件实验，一方面验证所得结
论，另一方面理解信道编译码的基本原理，从而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教学手段的扩充
1) 使用扩充性资料
当前信息论的发展日新月异，为使学生更好更密切的了解信息论与编码理论的发展，学校图书馆购
买了大量网络期刊资源。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信息论与编码的发展现状作成 PPT，以讲座的形式公布在
课程网站上，其中包括王育民教授的数字化革命进展——纪念 Shannon 信息论诞生 50 周年，信息论与通
信、密码、信息隐藏(一)，信息论与通信、密码、信息隐藏(二)。清华大学朱雪龙教授的“从通信与信号
处理观点看信息论研究与应用中的若干问题”。另外我们在网站上链接了国外信息论相关的网站[1]。在
教材的后面给出了大量的参考文献[2]-[10]，使学生通过这些文献了解教材内容提出的背景和详细的解决
方法，促进学生的自主和研究式学习。
2)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由于信息论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数学推导对应理解信息论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还是以传统的黑板授课为主，在达到结论性成果后通过适当利用多媒体演示一些编码技术
的实现过程和仿真结果，这样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 Viterbi 译码和分组码的编译码时利用
flash 技术，将编码和译码过程中编译码器的状态逐步显示，清晰直观。
3) 与实验相结合
实验的设计从学生的实践经验出发，在充分考虑学生理解、动手等能力和专业特点的基础上，设计
若干个简单的、对理解课程内容有利的、学生付出一定的努力能够实现的实验。以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
容，提高动手动脑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采用开放性实验方式，即对学生提任务要求，学生
自己完成实验步骤地设计。实验内容主要包括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两个部分。在信源编码方面的实验包
括 huffman 编码、算术编码和 LZ 编码的实现。我们在课程网站上提供了两个算法的源程序，学生可以参
考它们。信道编码方面的实验包含以下四项实验：① 循环码编码与译码器的设计与实现；② 卷积码编
码与译码器的设计与实现；③ RS 码编码与译码器的设计与实现；④ Turbo 码编码与译码器的设计与实
现。学生可以选作其一。
这种实验方式有效了提高了学生对信息论与编码理论这门课程的兴趣，促进了对课程内容的掌握。

4. 课堂组织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这门课程是应用近代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的度量、编码和通信的科学，是
概率论与通信技术相结合的理论学科，自然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数学功底，才能便于对基本概念和定理
的理解。采用师生与生生多边互动的方式来回顾已学数学知识，由教师引出一条主线，学生自由组成团
队，采用一方主讲，另一方纠错的策略，共同形成一个信息交流的立体网络，在激烈地竞争与讨论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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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信息论与编码理论的知识结构，在这种师生互动的教学过程中，大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
意识，并达到了温故知新的学习效果。总之在执行过程中，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坚持“因
材施教原则”、“自主学习原则”，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个别指导。创设民主和谐的课堂
教学气氛。在教学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教学思想，为学生创造一个既紧张又愉快的学习环境，努力营
造生动活泼、民主协商、主动探索、大胆质疑的教学氛围，实现师生和谐互动，让学生掌握学习的自主
权，从而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课堂教学中应注重：
1) 设问诱思法：教学过程是一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活动。学生的思维是从问题开始
的，我们每一节课一个专题，从提出问题开始启发学生思考、诱导学生的思维、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使其从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
2) 逆向思维法：这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反向思维方式，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启发学生、提示学
生在学习中注意改变传统的思维方法，建立多维的思维方式。
3)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每一个专题都是从实践中来，使学生真正感受学以致用，并通过
借助于实验验证手段，给学生直观的感悟。

5. 考核方式的改革
改革考核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研究性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对学生的考核采取闭卷考试、大作业
和实验作业相结合的方式。闭卷考试占 60%，大作业占 20%，实验作业占 20%。实验作业要求学生在信
源编码和信道编码部分自选完成两个实验题目，并写出完整报告，说明原理和实现方法，提交程序和运
行结果。大作业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教师根据学生作业的质量给出成绩。

6. 结束语
探究式教学法在目前的教学改革中受到普遍关注。该方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全班或小组成员围
绕某一实际问题各抒己见，展开讨论，相互学习，以求得正确认识的教学方法。笔者在信息论与编码理
论专业课中的尝试与实践表明：探究式教学法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
的能力，并能激活学生的思维，增强知识整合的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以上这些只是我们在信息论和编码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初步探索和实践，课程改革创新的路还很长，
要做的事还很多，在具体实施教改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这其中不仅涉及到传统教学模式对教
学改革的阻力，也涉及教学环境、教学经费、教学保障等诸多方面。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
因此课程教学改革将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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