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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steps of the “demand-Traction” teaching
method. Taking the course of “Microwave Technology and Antenna” as an exampl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 are presented,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aching method are also
presented. It is of great help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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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需求牵引式”教学法的内容和实施步骤，以《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教学为例给出了教学
的实施过程和效果；给出了该教学法的优势，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都具有很
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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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1] [2] [3]
[4] [5]，通过教学进行人才培养，是大学老师的天职和使命。如何在传播知识与创新培养之间、在课堂教
学中寻找更为积极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每一位大学老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需要细细思索的问题。
教学方法能够使老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学习的内容能有效连接起来，使这些教学的基本要素能够在教
学活动中充分地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从而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6]。为此，
本文提出一种“需求牵引式”教学法，在教学方法的探索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所谓“需求牵引式”教学法就是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的引出是以需求为出发点，基于已有
的先验知识，以需求为牵引，引出教学内容，进而实施教学过程。
在“需求牵引式”教学法中，根据老师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将该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老师主
导，侧重于“教”；另一类则是由学生主导，侧重于“学”。这是一种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的统一，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应该是相互适应的。在第一种类型中，老师是主角，
学生是配角，既要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而在第二种类型中，老师和学生的
地位则反过来，由学生当主角，老师当配角，既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老师的辅导作用。

2. “需求牵引式”教学法中“教”的实施
“需求牵引式”教学法“教”的主要实现者是老师，具体过程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针对所讲授的内容事先确定其所能满足的需求，即需求是教学内容的必要条件；
第二步：从需求出发，说明要满足这种需求，必须具备所要讲授的教学内容，即需求是教学内容的
充分条件；
第三步：确定利用学生已有的哪些先验知识，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归纳需求，引出教学内容。
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在老师的指导和引导下，利用已有的先验知识，确认需求是教学内容的充分条
件。
例如，在《通信原理》的课程教学中，其中一个教学内容是通信系统的组成(信源、信道和信宿)。这
部分教学内容能够满足的需求就是完成一个完整的通信过程。反过来讲就是要完成一个通信过程，从需
求的角度出发，就必须要有这三个部分。当然，老师对这些是非常熟悉的，但对于学生来说，则需要在
老师的引导下，利用先验知识(这里的先验知识可以是生活中的一个通信的过程，如两个人之间面对面的
对话或者打电话的过程)，老师引导学生进行如下的思考：要完成一个通信过程，首先需要有一个信息的
发出者，即信源，这个信源可以是声、光、电等；其次需要一个信息的接受者，信息的接收对象，也就
是信宿，其接收的形式取决于信源发出的形式；最后还需要有一个信息传输的通道或途径，即信道。可
以是声音的通道，也可以是光或电的通道，也取决于信源发出的形式。这样，老师就以需求为牵引自然
而然地引出了教学内容。
再举一个《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中微波元件教学的例子，教学内容是波导连接器、功分器和定向
耦合器等常用的微波元件。波导连接器能够满足的需求就是完成波导段的相互连接，功分器能够满足的
需求就是把一路微波信号分为几路信号，而定向耦合器能够满足的需求就是把传输中的微波信号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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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耦合到另外一段波导传输线中。从需求的角度出发反过来讲，就是要满足这些需求，就必须要有
相应的元件。这里老师可以利用的先验知识是课程前面已经学过的波导传输线的知识。老师的引导过程
如下：从波导传输距离的角度指出，短距离传输用一段波导容易实现，当距离较长时，一段波导在加工、
运输等环节都难以满足实际要求，这就需要用多段波导相互连接来完成，自然就提出连接器的需求，从
而引出连接器的教学内容。如果所传输的微波需要传送给多个接收者，就需要有个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
的装置来完成，从而引出功分器的教学内容。如果想对传输中的微波进行监测或取样，则需要在传输的
微波信号中耦合出少量的微波信号，而不影响正常的传输，这就需要一个可以控制耦合大小和方向的装
置，从而引出定向耦合器的教学内容。

3. “需求牵引式”教学法中“学”的实施
“需求牵引式”教学法不仅可以用于老师的课程的“教”，还可以把“需求牵引式”教学法的思想
融入学生的“学”之中。“需求牵引式”教学法“学”的主要实现者是学生，在“教”的过程中，主要
由老师主导完成，学生不一定能感受到“需求牵引式”教学法的存在。所以“需求牵引式”教学法中“学”
的实施需要老师先把这种思路和方法告诉学生，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具体过程分为二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一个教学内容，这个步骤中先不要看任何有关的教材或参考资料，也就是说所要学习
的内容对学生来说是个全新的内容；
第二步：在老师给出的需求的前提下，分析思考满足该需求所涉及的内容及应具备的条件，这一步
需要老师事先给出明确的需求。
例如，在学习《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中的天线部分时，老师根据教学内容给出的需求是能够完成
传输线中的电磁波与自由空间电磁波的有效转换的一个装置。据此，学生展开分析如下：天线这部分内
容应该包含电磁场向自由空间的辐射，而且这种辐射是有效且具有方向性的，对于广播类应用，它应该
是 360 度全方向辐射，对于雷达类应用，它应该是某个方向上的定向辐射。
在第二步中的需求如果不是老师给出，而是学生自己根据实际应用思考分析自己得到，这就给了学
生一个独立学习的机会，对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好处。对于学生在后续的实
际工作也会大有裨益。

4. “需求牵引式”教学法的优势
一般的教学方法的模式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即首先讲解理论知识，如概念、定理和方法等，然后再
讲授这些理论在实际工程和生活中的应用。“需求牵引式”教学法是反其道而行之，首先提出的是实际
应用的需求，学生在学习理论之前，首先知道的是所学内容的应用背景和应用场合，然后再进入理论学
习，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在学习内容的过程中，一直被理论的应用所吸引，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会再出现所学理论不知如何应用的现象。
在大学本科班课程《微波技术与天线》中采用了“需求牵引式”教学法，对微波元件和天线等部分
内容进行了教学，学生们普遍反映：老师在“教”的过程中，对于教学内容的引出及概念的讲解显得自
然，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学生对于所学内容的应用背景非常明确，学习兴趣得到极大的提高。特
别是学生对于“学”的应用，学生们感到方法新颖、独特，对于提高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综合能
力具有很大的益处。

5. 结束语
需要注意的是，“需求牵引式”教学法的一个关键是能够用到学生已有的先验知识，这个知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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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活中积累的，也可以是以前的学习中学过的。如果老师在实施步骤的第三步无法利用学生的先验知
识，就不能采用这种方法组织教学。
教学方法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教学方法多种多样，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在实际应用
中应该注意和把握它的适用性，根据课程特点有选择地加以综合应用，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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