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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ew teaching method called DAST is proposed. It aimed at Microwave Technology
and Antennas course teaching in radar engineering specialty and highlighted to the engineering
teaching. In view of a group of teaching contents, a device or antenna is selected to be reproduced
the design idea through structure decomposition and assembly, supplemented by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It is a comprehensive large-scale project teaching mode, which will
keep several knowledge points throughout the design process. It is helpful to transform and expand the thinking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principles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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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雷达工程专业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特点，突出工程实践化教学，新提出了一种称之为“D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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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即针对一组教学内容，精选一个器件或天线，通过结构的分解和组装，辅以仿真和实验验
证，实现器件或天线设计思想的再现。教学过程中，将若干知识点始终贯穿于设计全程，有助于转换和
扩展学生思考视角，实现技术原理与工程实际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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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化教学的迅速普及，为教育革命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支撑，促进了教
育的变革，引发了教育理念的创新。在这一背景下，教育更加强调以知识学习为基础，以能力发展为核
心，着力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作为电子、通信类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理
论课程，兼顾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在实际课程中，普遍存在课程理论知识难度大、概念抽象、理论与
工程脱节等一系列问题[1] [2] [3] [4]，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员的学习效果。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将
和工程实际紧密相关，和学员能力培养紧密相关的内容设置好、讲清楚，这对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针对课程教学实际，紧贴工程实际教学，在充分应用“网络 + 虚拟 + 实装”
教学平台的基础上，新提出了一种称之为“DAST”(D：Dismantle 分解；A：Assemble 组合；S：Simulate
仿真；T：Test 实验)的教学方法，将多门课程、多个知识点的内容进行重组、混搭、交叉、互联，建立
一种综合式大项目教学模式，有助于转换和扩展学生思考视角，实现技术原理与工程实际的有效结合。

2. DAST 教学法
“DAST”主要代表分解、组合、仿真、实验，如图 1 所示。它是专门针对雷达天馈系统、微波射频
器件等内容凝练提出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Figure 1. The block diagram of DAST
图 1. DAST 方法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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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AST 教学法中，D：分解，将一个系统、综合的教学内容首先分解成学员已经学习过的最基础
最简单的知识点；A：组合，然后按照工程设计思路，引导学生将不同课程、不同章节的“碎片化”的
知识点按照一条主线融会贯通，重新组合还原；S：仿真，充分利用虚拟软件进行建模仿真，将组合还原
过程中每一个抽象的、看不到摸不着的现象及结果，生动形象地展示给学员；T：实验，最后带领学员走
进实验室，走入实物场地进行实践验证。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强调教学内容设置要科学合理、目标明确，
更强调教员应具备扎实全面的专业功底以及丰富的工程经验。通过利用“DAST”教学法，不断提升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同伴之间的合作能力及自我实现的激励能力。

3. 应用实例
3.1. 课程内容设置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结合前续课程的学习基础，将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重组，其中基础
理论部分占 45%，其余的微波元件和天线分别整合成 10 个项目专题，专题内容紧贴雷达系统常用的射频
器件和天线形式，尤其是天线部分，专门针对工程实装教学实际，分别按照雷达天馈系统功能，划分为
单脉冲天线、相控阵天线、切割抛物面天线等，每种天线类型设定一个专题，每个专题的内容都能涵盖
天线基本参数、阵列理论、方向图综合等等，重点是讲天线设计思想、设计过程、实现方法等。

3.2. 课程教学模式
采用“网络 + 虚拟 + 实装”的混合教学模式，其中网络是让学员可以在课下利用网络开展在线的
自习、自测及答疑，可以阅读及观看优质的文献及视频资源，尤其是教员根据课程教学难点专门发布的
微课、课件、题集等，如图 2 所示。虚拟是指课上利用仿真软件搭建微波模型，将电磁现象生动形象的
呈现给学员，如图 3 所示。实装是指专门针对工程实际装备进行专题授课，提高学员学习兴趣，为今后
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在完全体现混合教学模式的基础上，DAST 教学法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全过
程，具体如图 4 所示。

3.3. 课堂组织实施
选择某型雷达天线为授课内容。该型天线是一种具有高增益的阵列天线，要求在方位面 360 度机械

Figure 2. The courses micro-lectures
图 2. 课程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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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icrowave simulation model
图 3. 微波仿真模型

Figure 4. The block diagram of mixed teaching mode
图 4. 混合教学模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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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在俯仰面具有简单的相扫功能，并具备一定的测角精度。在这节课之前，典型的单元天线、阵列
天线的基础理论学员已经学习掌握，但面对庞大复杂的阵列天线，学员还是很迷茫，不知如何分析。因
此采用了 DAST 教学法，进行了天线阵的拆解和再组装，引导学员真正走进工程设计，完整的学习了解
该天线的设计理念及方法，具体授课流程图如图 5 所示。图中先将该雷达天线拆分成最基本的对数周期
天线(对数周期天线的基本工作原理学员在天线基本理论介绍中已经学习掌握，通过在线上发布思考题、
微课等资源，引导学员课后复习，进一步巩固知识点)，然后紧紧围绕该雷达天线的性能指标，按照增益、
波束宽度、副瓣电平的设计目标，进行天线阵的重新组合，此过程中穿插进行天线阵方向图乘积原理、
波束宽度、雷达测角精度、阵列综合等新知识的学习，并对每一环节充分应用 HFSS 高频三维场仿真软
件进行建模仿真，将每一步的设计结果展示给学员，并验证设计的正确性。最后，将重新组合的天线阵
达到的外观尺寸、增益、波束宽度等性能与实际天线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及在工程设计中需
要注意的细节。通过 DAST 教学法，让学员能够真正领会天线的设计思想，真正掌握工程实装的工作原
理，并且对跨课程知识点的贯穿融合也有助于提升学员的创造力。

Figure 5. Teaching flow chart
图 5. 授课流程设计图

DAST 教学法是混合式教学与项目化教学的有机融合和进一步提升改进，是一种既注重教学内容组
织，又突出教学过程设计和教学手段应用的多元化教学方法。相比项目化教学，DAST 教学在教学手段
上充分发挥了网络的运用，在项目选择上更加注重的是典型的、前沿的、在设计上有引领性的实际装备，
不仅对学生和老师综合素质的要求更高，而且对教学平台的要求也更高。相比混合式教学，DAST 教学
注重的是教学内容的工程化重组，强调的是若干知识点的再组合、再搭配以及如何去更好地贯通。在教
学手段的运用上不如混合式丰富，但教学的覆盖性和针对性更强。

4. 结论
“DAST”教学法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在针对工程教学实际和《微波与技术天线》课程体系
的基础上，经过多个期班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提炼的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教学中既突出网络化、虚
拟化、实装化的混合教学模式，又注重应用新的教育平台和教育资源，尤其是凝聚了课程团队的多元化
观点和前沿化理念，使得教学方法多样化、工程化。下一步，课程团队将进一步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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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充分应用网络开展线上线下的教学辅导，进一步完善数字化资源，不断完善拓展 DAST 教学法，
使其真正能成为专业课教学的一种有益借鉴和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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