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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rtion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facility in aviation military equipment is 
increasing these years. Moreover, the function of these facilit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werful. It is necessary for flight cadets to lay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stage of basic theory 
learning for the informationized high-tech war. The mode of TEA in the course of 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s integrates theory, experimental and assessment organically. A high degree of unity among 
learning, application and examination is achieved. After education pilot,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TEA 
module can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course for flight cad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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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航空军事装备中电气电子设备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需要飞行学员在基

础理论学习阶段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满足未来信息化高技术战争的需要。电工电子课程

的TEA模式将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和考核有机融合，实现学、用、考三者高度统一，经过试

点教学初步验证，能够提高飞行学员电工电子课程的学习效能。 

1．引言 

空军航空兵职业发展方向非常明确，就是驾驭飞机，打赢战争。在成为空军航空兵正式

一员之前，空军飞行学员所有的体能、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学习与培训，都是为了更好地实

现这个目标。从二代机开始，随着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空军装

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尤其机载电子设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例如飞机上的电气电子系

统，每个设备类别都是以多种具体设备、硬件电路及传感器为基础。目前的四代机中，机载

电子设备的造价甚至能够达到整机成本的60%-70%，这就要求空军航空兵的职业素养中，电

子技术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要随之提高。 
在飞行学员的培养过程中，《电工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以下简称为电工电子课程）是

其全面接触电子技术的起点，目的是建立概念，形成认知，在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

的同时，循序渐进地形成相应的思维模式，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为航理课程、飞行

技术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军事航空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分支，具备独特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思维模式，具

体教学实施要尊重其独有的个性和规律。同时电工电子课程具有内容较多、难度较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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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验相辅相成等特点。学员在学习中常常会遇到理解和领会的困难，教学实施也常常受到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知识储备是基础环节，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

养成和动手能力的锻炼[1][2]。本文提出的TEA教学实践方式，为飞行学员提供了“理-实-考”

一体的学习模式，能够及时反馈学习效果，提高学习效率，完善考核方式，从而更好地满足

职业发展需求，为飞行学员更好地驾驭先进装备打好基础。 

2．电工电子课程TEA模式的设计思想 

TEA是theory、experiment、assessment的首字母缩写，以“理论-实验-考核”有机融合为

指导思想，实现学、用、考三者高度统一。在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有机结合的基础上，针

对飞行学员的职业需求，根据教学对象高素质精英教育的特点，以知识储备和思维养成为核

心，结合课程内容模块化明确的特点，紧密结合过程性考核，教学、实验、考核三个环节环

环相扣，使教学过程达到“学以致用，考以反馈”，构建以学员为中心的闭环教学流程。在

对课程内容合理划分模块的基础上，将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一体化，在具备电工电子特色的

创新教室实施教学，边学边练，学练结合。课程设计紧紧围绕概念掌握及方法应用，利用目

标导向或者问题导向设置教学进程，引发学员学习自主性。丰富实验项目，为学有余力的学

员提供更高技术水平的平台，也为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工程机器人竞赛等国家级竞赛储备

和选拔人才提供依据。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智能设备，减少时间成本和空间距离，让学员在

学习中处在教学资源中心，有极大自由度调取立体化学习资源，丰富学员学习渠道。依据内

容模块分阶段实施过程性考核，教学目标和考核内容高度统一，实现学员自我评估和教学效

果反馈相结合。 

3．电工电子课程TEA模式的具体实施 

电工电子课程是普通物理课程中的电学部分的延伸与扩展，课程内容分为多个知识模块，

具备明显区分度，能够作为独立实施教学的个体，同时各个模块之间有着紧密的衔接关系或

者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具备知识结构上的稳定性，使得各个知识模块构建成为正门课程。具

体来说，在课程内容方面，包括电路理论、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三个区分度明显的部分，并

且三个部分的内容相辅相成，衔接紧密，并且各部分内容都有典型电路实例；在课程形式方

面，有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理论是实验的总结，实验是对理论的复现，两者密不可分，通

过典型电路的分析与实践，能够将理论与实验有机结合。对于不同模块教学内容，还能够灵

活运用多种不同的先进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有利于实现知识、能力与素质三位一体的课程

培养目标，也有助于将过程性考核结合课程模块同步进行，使考核方式立体化。具体实施流

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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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电工电子课程TEA模式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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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课程内容模块划分 

遵循以概念切入、以分析方法为基础、以典型电路为核心的总体思路，将课程内容划分

为电路基本概念与分析方法、交流电路、电磁设备、分立元件模拟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电

路、组合逻辑数字电路和时序逻辑数字电路等七个模块，如图2所示。每个模块设置若干具体

教学单元以及相应内容电路实验，每个教学单元及模块内实验均为2学时。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电路基本概念

与分析方法
交流电路 电磁设备

集成运算放大
器电路

组合逻辑

数字电路

时序逻辑

数字电路

分立元件

模拟电路

 
图2  课程内容模块划分 

3.2  理论与实验有机结合 

在教学内容方面，每个模块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展示基本概念、电路分析方法和各个知识

点。每个模块下按照教学实际划分若干个单元，单元类型包括纯理论单元、理论加仿真单元

以及理论加仿真加实验单元。其中，理论内容为专业概念、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适当减少

器件内部原理及分立元件电路方面的内容，注重于功能性和实用性；实验内容为具体操作，

是对重要理论的验证与复现，具体感受实验的具象和复杂，使理论内容的学习落实为技能的

掌握和思维方式的养成。实验项目具体设置如表1所示。 

表1  课程实验项目设置 

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知识点 

实验 1 识别与检测电路元件 
认识并使用万用表；理解电阻、电容以及电感的特

性，并会用仪器测量电压、电流等；掌握基尔霍夫

两大定律。 
实验 2 

RLC 串联谐振的特点 
认识并使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掌握交流电路中

电压和电流的测量方法；理解串联谐振的特点。 
实验 3 光控电子开关的设计与制作 二极管、三极管、小型继电器的原理及外特性。 
实验 4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与制作 BJT、OCL、OTL、集成功放的原理以及应用。 
实验 5 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制作 变压器、整流、滤波以及稳压块的原理及应用。 
实验 6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门电路的应用；中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 
实验 7 

计数显示器 
555 定时器的原理及应用；计数器的原理及应用；

译码器以及数码显示器的原理及应用。 

3.3  考核方式立体化 

课程考核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始终，主要分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试两个部分。过程性考

核结合课程模块实施，为教员和学员提供及时有效的学习效果反馈，让教员能够有的放矢地

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学员能够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学习策略，从而提高教学效率。过程性考核

与期末考试具体比例为60:40，具体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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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考核比例设置 

过程性考核包括课堂考勤、课堂活动、作业和实验评价，考核学员教学活动参与质量，

比例为5:10:10:35，图4所示为二极管课堂教学活动参与考核实例；实验操作包括实验效果和

实验报告评价，考核学员的思维方法、动手能力及实验效果。实验操作考核是紧密结合每个

模块相应理论内容设置，使过程性考核有的放矢，落实对学员综合能力考核的细节；同时学

员能够及时验证理论内容，加深学习印象，持续性激发学习兴趣，及时检验学习效果。期末

考试采取传统笔试形式，由题库生成考核内容，考核基本知识点、电路分析方法等内容掌握

情况。过程性考核全程监控教学效果并形成反馈， 终与期末笔试成绩共同作为课程考核成

绩，实现理论考核和能力考核相结合，知识掌握与能力锻炼并重。 

 
图4  教学活动参与考核实例 

4．电工电子课程TEA模式的实践分析 

为了在电工电子课程教学中实施TEA模式，需要在教学设施方面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资源。

教室以实验室为基础改建，使用整面益涂墙代替传统黑板；教学用电脑联接两台投影仪，用

以同时显示教学幻灯片和仿真实验；教员桌面设置摄像头，投射到另外一台投影仪上，用以

放大展示教员实验操作；同时，这台投影仪也可以无线方式联接到任意一个学员的电脑，用

以学员展示；每个学员座位上都有电工电子实验平台及相关设备，包括示波器、直流稳压电

源及信号发生器等，配套电子元件按照课程设计成套准备；课堂录像设备及大容量存储设备，

用以记录课堂，方便补充考核、检查，以及课堂典型案例回顾及讨论，便于完善及改进教学

细节。教室硬件条件能够满足理论、演示、实验、讨论等多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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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资源准备完成的基础上，于2018年秋季开设了两个试点班，每班20人，学员来源

为随机选择一个40人普通期班，拆分为两个试点班。按照TEA模式实施电工电子课程教学，

并将 终成绩与其他期班进行对比，具体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两个试点班的成绩较为接近，

并且明显高于同期其他期班成绩，以及往届总体成绩。此外，在教学中教员明显感觉到试点

班的教学环节衔接更为紧密，学员接受的过程较以往更为顺畅，教学效果较好。虽然试点班

人数较少，并且只试行了一届，总体样本较少，但是无论从总体成绩还是教学过程体验来说，

TEA教学模式提高了电工电子课程的教学效能。 

 

图5  TEA模式试点班与其他期班成绩对比 

5．结束语 

飞行学员电工电子课程的TEA模式是以学员学习目标的达成为目的组织教学，整个教学

过程以及教学资源都是以学员为中心，让学员有时间和空间调动学习资源，推进教学进程，

深度参与学习和实践，有利于激发学员创新思维，加强创新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

员在教学过程中重点关注学习效果反馈情况，有利于针对不同的具体教学对象特点持续调整

教学细节；按照教学模块实施过程性考核，使考核贯穿课程始终，有利于学员得到及时的学

习效果反馈，及时调整学习方式方法，也有利于客观全面评价学员综合素质，并且能够有针

对性地对教学过程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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