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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磁场”平台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周希朗，何广强，王君艳，李旭光

(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工程系，上海 200240)

摘要:“电磁场”是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的平台课程。针对该课程难教、难学的特点，我们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引入课

程教学。本文详细讨论了该课程的教材内容和课程体系、现代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以及合理的多媒体技术与新型的实验手段等。教学实践

表明，本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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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to Plateform Course on Electromagnetic Field

ZHOU Xi-lang，HE Guang-qiang，WANG Jun-yan，LI Xu-guang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Electromagnetic Field is an important plateform course for the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feature of the course which 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teachers to teach，we introduce a series of teaching reforms to this course． In this paper，the textbook contents and
course system，modern teaching ideas and teaching methods as well as rational multi-medi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new experiment means etc．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teaching quality and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is further raised．
Keywords: plateform course; electromagnetic field;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0 引言

“电磁场”课程是电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而

近些年来少学时“电磁场”平台课程一直是各有关

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重点之一。少学时“电磁场”
平台课程包含的信息量大，而教学资源却相对匮

乏［1］。如何改变教学方法以及改革实践环节，是国

内高校努力探索的一项教学研究课题。
自从 2005 年以来，我校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为建设本科教学大平台，相继开设了 54 学时的

“机电能量转换( 含电磁场) ”以及 45 / 42 学时的少

学时“电磁场”平台课程。自 2009 级开始，本校的

“电磁场”平台课程又分为多学时的“电磁场与波”
和少学时的“电磁场”两门课分别开设。根据多年

从事“电磁场与波”以及“电磁场”的教学实践，笔者

针对少学时平台课程“电磁场”( 42 / 34 学时) 的教

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以进一步提高本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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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总体构想

我们结合长期积累的有关“电磁场与波”和“电

磁场”等课程的教学经验，已将课堂教学、现代化辅

助教学和实践教学手段进行有机结合，构成少学时

“电磁场”平台课程的创新型培养模式。
我们在少学时“电磁场”的课堂教学中，除了讲

授基本概念、定律定理和基本内容以外，在部分班级

的课堂教学中倡导案例式教学模式。案例式教学与

以往讲课按教案展开不同，教师编写的学案，只需创

设课堂教学情景、目标、学习指导以及学生需要完成

的任务。这样，学生在学习相关章节时，对某一部分

内容、例题和习题、某些分析和解题方法进行探析和

总结，使他们学得更为主动积极。

2 课程建设与改革内容

2． 1 教材选用与建设

国内外出版的与“电磁场”课程内容相关的教

材种类繁多，但能直接用于少学时“电磁场”课程的

教材却数量不多。笔者认为，章节安排上采用演绎

法或演绎与归纳结合的方法组织课程内容较为合

适。这样不仅可以使电磁场理论的阐述更为简洁紧

凑，而且使整个课程内容以麦克斯韦方程组为主线，

形成“易、难、易、难”的内容安排方式( 即为矢量分

析→时变电磁场→静态场→平面波和导行波) 。这

样可以避免同先修课程内容的不必要重复。
尽管“电磁场”教材一般采用“归纳法”组织内

容［2，3］，但少学时“电磁场”教材的编写遵循“演绎

法”组织内容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目前本校

少学时“电磁场”课程采用的教材是自行编写的同

名教材［4］。尽管该教材并不十分适用于少学时的

课程，但笔者在该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特别注意到其

体系的严谨性、系统性以及普适性。该教材经本校

少学时“电磁场”课程的使用，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2． 2 教学内容

在少学时“电磁场”的教学中，我们以麦克斯韦

方程组为主线，按照基本内容、重点内容分层次选择

教材中的内容，以保证教学大纲的要求。同时，与

“案例式”教学方式进行有机结合，在压缩教学时数

的同时，也尽可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在

教学过程中，我们还注意补充教材的不足，适时更新

教学内容。

2． 3 课堂教学

在少学时“电磁场”课程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始

终贯穿“案例式”教学模式。同时，还根据具体内

容，适时采用逆向思维法、换位思考法以及相互对照

法等手段进行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本课程任课教师还适时介绍利

用 Matlab 实现教学内容中的可视化平面、立体和动

画图形，鼓励学生利用 Matlab 编程分析、计算“电磁

场”课程中有关的习题和问题，如标量场的梯度、矢
量场的散度和旋度、静态场的分布、平面波的各种波

形图形以及金属波导中的导行波的场结构的可视化

图形等。此外，授课教师还适时将专业的仿真软件

介绍给学生，并鼓励他们利用仿真软件分析并绘制

“电磁场”课程中，有关的电磁场分布和面电流分布

等图形，提高学生的空间感和形象思维。
2． 4 实验与辅助教学手段

我们利用已开发的 CAI 软件以及多媒体教学

手段，在授课过程中适当穿插部分演示实验的内容，

并将多学时课程中的部分基础验证性实验部分改为

演示实验。我们增加利用 Matlab 编程计算、分析和

利用专业仿真软件进行仿真的综合设计性实验，使

学生在更好理解课堂的教学内容的同时，也使他们

的工程意识和实践能力得到一定培养。
在少学时“电磁场”课程的教学中，我们还利用

业已建设的课程网站，为该课程提供有关的电子课

件、习题答案、模拟试题精选、CAI 辅助教学软件以

及师生互动平台等。
2． 5 “案例式”教学实例

这里以“静磁场”一章的课堂教学为例，说明

“案例式”教学的具体实施。
授课过程中，任课教师根据“静磁场”的内容特

点，花费二节课时间采用对照法将“静电场”和“静

磁场”的内容进行类比和归纳，使学生在短时间内

熟悉该章的内容及其与“静电场”内容在形式上的

关联性和不同性，并给学生提供教师的学案和预留

讨论题以及习题，安排学生课后阅读该章的学案和

教材中的内容并准备讨论题、习题的求解方法。任

课教师则在下次课堂上利用一节课的时间，将全班

分为若干小组进行 15-20 分钟的课堂讨论。然后教

师随机抽查，安排几位学生到讲台前进行问题的讲

解、剖析和讨论。
( 下接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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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论的概念，可以加深理解其内在本质。例如，通过

对文字和图像信源的熵值对比，发现图像信源的熵

值要大得多，说明其不确定性更大，则图像编码时需

要更长的码长，这一点结合学生在文件存储容量的

大小上已有的体会。使学生在理解信息量度量对编

码的意义的同时，也了解了本课程的实际应用。
4) 采用合适的辅助教学手段

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为主、黑板

讲授为辅的方式。把主要标题、公式书写在黑板上，

使学生在学习新的内容时不断地复习使用重要的公

式，让学生产生更深刻的印象。
我们还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要求学生利用 C

语言或 Matlab 对离散信源进行费诺编码、霍夫曼编

码和线性分组码的编码和译码。课后查阅资料，编

写程序代码，由实验结果判断编码算法本身的优劣。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信息论”课程的特点和存在问题，

提出了适合研究生教学的大纲，为灵活课堂教学提

出了一些建议和方法。上述措施在我院信息论的多

轮教学中被采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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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在少学时“电磁场”课程的教学工作中，教师采

取了诸多教学改革方法和措施，解决了长期以来

“电磁场”课程存在的知识结构老化，教师不好讲，

学生听不懂的被动局面，使学生逐渐认识到本课程

的重要性、内容的鲜活性以及知识的实用性，也进一

步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开拓精神以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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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效果

学生在短学期的综合程序设计成果最能够反映

我们提出的“做什么”与“怎么做”相结合的教学方

案的实施效果。我们将二届学生的程序设计情况作

了统计，学生组队的人数一般每组为 2 ～ 4 人，所有

小组完成综合程序设计题目的达到 97%，基本上能

完成 指 定 功 能 的“做 什 么”; 实 现 功 能 延 拓 的 占

78%，有的小组在自动阅卷系统中加入了播放节奏

舒缓的音乐的功能，有的小组在心理学测试中加入

了对测试结果的提醒和非常个性化的安慰，这些都

能够反映出学生在短学期的程序设计过程中的一种

明快自然的情绪，能够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地自我提

高。此外，这些与实际贴合的设计题目也让学生在

学习编程语言的同时，对本专业以外的研究领域

( 比如心理学，城市规划设计，图像处理等) 有了一

定程度的了解，很好地拓展了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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