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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路原理是电类专业的基础课,学好电路原理是学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关键。职业本科是本科
层次的职业教育,要求所学的内容能贴近就业市场的需求。本文先分析了当前的学情与目前教学过程中
的不足,再基于现实的情况与市场的需求,讨论了一种任务驱动、虚实结合、理实一体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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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rcuit principle is the basic course of electrical specialty. Learning circuit principle well is the key to
learning the follow-up professional courses well.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is a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which requires the content to be close to the needs of the job marke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n discusses a
teaching method of task driven, combin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and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market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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