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18, 6(6), 421-426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6068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Teaching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Ning Li1, Suyi Diao2
1
2

The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USA

Received: Nov. 7th, 2018; accepted: Nov. 20th, 2018; published: Nov. 27th, 2018

Abstract
University education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mastery of knowledge,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mastery of learning method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bilitie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smart phone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have been greatly impacted. The basic professional courses based on theoretical teaching are also facing change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the
purpose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as a mean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and designs an interactive teaching system. The paper
focuses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spectively, and studies and designs an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l around knowledge points. Interactive teaching can improv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enhance teacher-student contact and transform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into cultivat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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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教育不仅注重知识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学习方法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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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传统的教学方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以理论讲授为主的专业基础课堂也面临着教与学的变革。本
文以互动教学为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的，提出了互动教学新思想，设计了互动教学体系架构。
文章分别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详细研究和设计了围绕知识点的互动教学模式。互动教学可以提高学生
的创新思维能力，增强师生联系，将科研成果转化运用与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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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双一流高校的建设，与国外教育的接轨，高校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国政府早在 1989 年就提出了强调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英国政府于 2014 年发布
的战略文件中，再次把科学和创新置于英国长期发展计划的核心位置，注重人才培养。加拿大政府在 2002
年提出了创新战略，认识到创新在 21 世纪知识经济中的重要性[2] [3]。2006 年胡锦涛主席在中国科技大
会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习近平主席更是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出抓
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所以，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战略目标。
高校教育主要包含理论课、实验课。由于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专业理论知识越来越广，专业课程
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专业基础课时的压缩，但教学内容没有减少，还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步添
加。而大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地和苗圃，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好、更优的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对每位老师提出了挑战。作为大学专业基础课程“电路分析基础”的老师，有责任、有必要担负起这
个任务。

2. 创新能力培养
2.1. 创新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电路分析基础”课程基本是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完成。通过近 10 年的调研，发现了存在于大学生中
的普遍问题。很多学生不会学习，靠的是刷题来学习知识，凭借刷题提高考试成绩；不会预习、不想思
考，单纯的为了学习而学习。这些停留在中学的应试教育学习手段，妨碍了大学生的学习能力的提升，
更不用说创新能力的培养。
而现今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5G 时代的到来，智能终端(智能手机)的普及，网速的极速提升，使得
网络所具有的超大数据量、及时快速的信息传递和交互等特点，非常适用于学生展开自主和探究的学习，
也同样为老师开展新的培养教学模式提供了新的媒体和技术手段。

2.2.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互动教学设计新思想
专业基础课是内容比较经典的传统课程，一般和创新关联度较小，但对于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不拘于
课程性质的。在“电路分析基础”这门课程中，通过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时间段的互动教学的设计，
培养学生的自学探究能力、思考发现能力和归纳拓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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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课程架构的设计
分析学生学习的状态特点，在观看教学视频时，超过 10 分钟，学生的注意力就开始下降；在课堂教
学过程中每过 15~20 分钟学生的注意力就会开始下滑[4] [5]。分析了课程的特色，知识点多，单纯理论讲
解枯燥。基于上述特点将课程架构进行了设计，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Overall layout of the classroom structure
图 1. 课堂架构整体规划图

整本书以章为单位，按照教学大纲把每章分为若干节，归纳每节的知识点，由于课时限制，课堂上
老师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将知识点进行了层次划分：关键重要的知识点安排在课堂中进行讲授，简
单易懂的知识点安排在课前的预习部分，由学生自学完成，还有一部分知识点属于引出的内容，安排在
课后，有意让学生经过关联、思考、拓展完成知识点的学习。
2.2.2. 互动教学设计新思想
21 世纪是一个集科技、创新于一体的时代。科技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科技也同样为教学提供
了先进的手段。教学也应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教学策略。讲课时不会满堂灌，而会穿插提
问、播视频动画、分组讨论、案例分析、活动和练习等多种手段。
本文根据专业基础课的学习特点，对互动教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将互动分为课外和课堂互动，课
外又分为课前与课后互动。教学中有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互动教学要围绕着这两个主体展开。
1) 课外互动教学设计
课外互动，更好的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和智能手机及电脑，以内容推
送的形式发送给学生，学生根据各自的时间、各自的需求随时完成推送内容的学习，更加灵活的方便学
生对问题的研究、探讨，方便学生间的合作。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高科技、更多的优质资源提供给学生。
本学期采用了微信的雨课堂，可以按时、分阶段的动态推送给学生；学生问题和进度等信息也可以
随时回馈给教师。对于“电路分析基础”这门课程，以每次授课 2 小时为一个单元，设计课前和课后两
种课外互动环节。课前的互动一方面起到复习上节课、预习下次课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学习一些比较简
单知识点。课后的互动一方面要巩固课堂知识，另外，给学生一个思考的空间，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交流合作、创新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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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戴维南等效电路为例，设计本节内容的互动环节。
课前互动：前一天通过雨课堂平台推送课程要求，内容涵盖电阻等效、电源等效、实际电压源模型
与实际电流源模型的等效、简单含源单口网络的等效等概念。这些知识点是戴维南等效电路一节中必须
有的概念，也是先前课程中讲过的内容。所以，有了课前的互动，即使得学生复习了先前知识，又不用
占用过多的课堂时间，课堂上有充足的时间讲授新知识。而且，推送给学生后，学生马上能够收到相关
通知，只要有手机和网络，可以随时随地浏览推送的内容。浏览过程中，可以随时给老师发送问题和心
得。老师也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疑问和需求。同时推送的还有齐性定理、替代定理的简
单概念预习，并且让学生尽可能的找到能够应用齐性定理和替代定理的练习题。因为这两个基本定理是
推导戴维南定理的基础，但又比较简单、易懂、易学。通过让学生自学此内容，一方面培养学生自己学
习的能力，另一方面，节省了课堂时间。通过课前的互动，学生明白了下节课老师将要讲授的知识，老
师也掌握了学生对先前知识的掌握情况，以便合理安排内容、调整时间。
课后互动，戴维南定理这一部分内容是“电路分析基础”课程重要的等效概念。除了可以将一个线
性电路等效为一个开路电压和内阻的串联电路，更重要的是学会在这一等效电路的条件下对外围电路的
分析。课堂上由于时间限制，主要关注的是戴维南定理概念的进入，以及如果求解开路电压和等效内阻。
所以，在课后设计了互动环节，让学生思考戴维南定理在哪些方面应用，主要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另外，
还让学生 3 人一组，大家对课上的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戴维南定理的学习都用到了之前的什么概念、
理论和方法。让学生明白，及时的总结对知识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又加强了同学间的交流和合作；最
后，要求学生能否依照归纳的方法推到出类似的等效电路。此处是想引导学生，仿照实际电源的等效方
法，或者依据对偶原理，或者其他任何可以应用的知识，得出诺顿等效电路。这里分析的方法不受限制，
目的是拓宽学生的思路，让他们勇于思考，敢于创新。
2) 课堂互动教学设计
由于现在多媒体、智能终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课堂的讲授形式比较多样化。50 分钟的一节课中
有老师讲授、随机提问、小组讨论、视频播放、课堂练习等。考虑到学生的疲劳时间，在 25 分钟左右时
安排一次学生的实操互动活动。依托雨课堂平台，在课堂 ppt 中设置一个讨论或者测试环节，内容主要
是考察刚刚讲过的 25 分钟里涉及的知识点，也可以是知识点的整理和归纳。
戴维南定理一节中课堂用时 25 分钟时等效电路已经讲解完成，但是还没涉及到等效内阻和开路电压
的具体求解方法。所以，此时学生已经明白了任何一个含源线性网络基本上都可以用戴维南电路等效，
对于如何求出戴维南等效电路还没有学习，但是从概念上是应该具有扩展推导能力的。所以，为了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考能力，这里推送一道互动思考题：“已知线性单口网络的端口开路电压、短路电流，能
否画出该端口的伏安关系？并分析讨论端口开路电压与短路电流的比值的含义？”从这个思考题，可以
帮助学生整理开路电压的含义、短路电流的含义、等效电路的应用、伏安特性曲线图的画写。另外，还
让学生想到特殊参数的引出都会有一定的含义。而此处的第二问的答案是开路电压与短路电流的比值是
端口的等效内阻，这个结论是接下来课堂要学习的内容之一。所以，这个互动，一方面打破了 20 分钟听
课疲劳的困顿，另一方面让学生及时的思考学过的相关内容及主动推导相关结论，同时还为下面的讲课
内容做了铺垫，节省了课堂有效时间，达到了一题多赢的目的。此外，教师还可以对这种主观推送题的
学生答案进行批改打分，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进一步激励的学生的学习热情。
除了上述戴维南定理中用到的互动形式，课堂中还采用了弹幕形式，学生随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
见和疑惑。另外，也可以向学生发起提问征求意见，学生也可以弹幕的形式回答老师，克服了学生羞涩、
不主动回答问题的缺点，也增强了学生的主动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
有时也会播放一些音视频素材，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如讲到理想电源时，对于理想电压源不能短路，
DOI: 10.12677/ces.2018.66068

424

创新教育研究

李宁，刁苏毅

此处，插入一个小小的 flash，当短路发生时，就会嘣的发生爆炸，从声音和视觉两个方面给出刺激，即
加强了概念的理解，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一笑解疲劳。
有时也会播放一些兄弟院校的视频，如在讲高阶电路的分析时，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略讲。
此节课，我选择了播放清华大学于歆杰老师的视频课堂，使得学生既可以在校外领略到清华老师的课堂
风采，又可以扩展学习了知识。

3. 互动教学带来的思考
互动教学是一个经典的话题。从狭义上讲就是教师与学生课堂上面对面的问与答，从广义上讲应该
是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促进与推动，先进技术与经典知识的结合与应用。互动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
力、创新意识，还可以促进教师不断的将科研的成果转化为教学的案例，使得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不但服
务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服务于人才的培养。

3.1. 学生能力的提高
从小学到高中长达 12 年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养成了一定的学习习惯，只关注考试科目的学习，对
科目之外的知识不感兴趣。甚至上了大学，仍然以课堂内容为学习对象，只关注考试的成绩好坏，对课
堂之外的知识没有主动意识去探究、去思考。所以，进入大学后，从基础课，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就
应该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考能力。作为专业基础课，更应该肩负起学生能力的提高与培养。通过
教学过程中的互动，逐步让学生学会围绕着一个知识点去提出问题、探究结论、深思讨论、拓展创新。
通过两学期的“电路分析基础”课程的应用，这种围绕知识点的课前、课中、课后的互动模式，引起了
学生的极大兴趣。在后续布置的让学生依据学过的知识点查找资料，寻找问题，进行分组讨论时，大家
的热情是高涨的，从提交的论文也能洞悉他们讨论时的激烈场面。

3.2. 教师科研与教学的结合，新技术进课堂
教师可以在适当的时间，例如相关知识点或调节课堂气氛的时间，向学生介绍自己的科研项目、在
思考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难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成果，以及利用什么技术手段解决了哪些科学问题。例
如，在讲解系统函数与频率特性知识点时，给学生介绍了卫星信号的去噪方法，把频率特性的应用简单
进行了描述，讲到了频率与噪声混合在一起怎么办，同时向学生介绍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过程和方法，与
他们分享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让他们初步领略所学知识与科研的关联度，激起对知识的渴望。
教师还可以把研究项目进行分类、整理，让学生参与项目的研究。鼓励学生走进实验室，把课外与
课堂的内容结合，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研讨。辅导本科生进行论文的撰写，将教学与培养创新性人才
结合起来。

3.3. 学生与教师的相互促进
教师尽管比学生专业知识要丰富和深入，对于自己专业内的理论要优于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
强于学生。但是对于新知识、新技能的获取速度也许不敌一些优秀的学生。所以教师可以抽出时间让学
生在课堂上分享自己从网络或其他地方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一方面可以鼓励学生大胆的展示自己的
才华，活跃课堂，强化学生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学生分享的知识与技能有很多教师自己也不知道。在这
样的课堂上，有时教师的收获甚至比学生还多，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互相促进，共同进步。
所以，教师应该拿出一部分原来的讲课时间与学生开展交流讨论，克服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枯燥、实
用性不强等缺点。启发学生的兴趣点，以思考与探索为中心，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活跃课
堂气氛，加强师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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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互动教学引入课堂已经不是新的概念，但围绕着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还需要教师的精心设计和准
备。尤其是基于比较枯燥的大学专业基础课程，更需要结合学生的特质，充分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
本文设计的互动教学模式，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学习需求、授课的时间极限，科学划分课程知识点，
探究了课前、课堂、课后的互动教学方法，以先启发、后学习、再思考的设计理念，有意识的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文章以戴维南定理为例，给出了设计实例，通过两个学期的实用，学
生非常认可，并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如果后续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还能够积极引导，相信对学生的能力
提高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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