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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problems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s, this 

paper proposed to use the multisim simulation softwar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teaching,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which strengthen the theory 

teaching an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hardware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basic amplifier and integrated operational amplifier that are core components in analog electronics, 

for example,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eaching methods of 

multisim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students learned as well as their practical abilities, developing sense of 

innovation and achieving ideal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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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电子技术课程的特点及教学中的问题，提出了将 multisim 仿真软件应用于模拟电

子技术课程教学全过程，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新方法。加强了理论教学，同时弥补了实验

教学硬件条件的不足。以模电中的核心电路基本放大器、集成运放的教学实践为例，分析了

基于 multisim 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加深学生

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实践能力、创新意识的养成等方面的作用。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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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模拟电子技术是通信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等电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既有严谨

的理论分析、计算，又与工程实践紧密相联。是一门培养学生抽象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工程实践能力及严谨的科学态度的重要课程，也是学习后续专业课的基础。随着教学改革的

深入及培养目标的变化，该课程的教学课时在减少的同时，加强了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的培养[1]。原来的教学方法逐渐显露出不足：一是老师占主导，学生被动的接受，学习兴趣

不高；二是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独立，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三是受硬件

条件和时间的限制，验证性实验居多，设计型、研究型实验开设不足，不能激发学习的主动

性。近年来，各院校都在进行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探索，将 multisim 仿真软件应用于教学成为

教学改革研究的热点。有的是部分的引入理论教学，对理论性强、较抽象，不易理解的内容

进行仿真，使理论教学形象生动，加深学生的理解[2]。有的直接应用于实验教学，利用

multisim 强大功能和无损的特点建立虚拟实验平台，弥补实验硬件的不足和避免用实际仪器、

元器件实验教学过程中损耗[3]-[4]。我们通过分析和研究，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将

multisim 仿真软件引入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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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课外相结合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 Multisim 简介 

Multisim 是美国 NI 公司推出的一款用于电路设计和仿真的工具软件，其仪器功能强大，仿

真效果形象逼真，是电子类专业课程教学的首选软件。multisim 它具有如下特点： 

（1）操作界面方便、友好，原理图的设计、输入快捷。 

操作界面就像一个电子实验工作台, 绘制电路所需的元器件和所需的测试仪器均可直接拖放

到屏幕上，轻点鼠标可用导线将它们连接起来。测试仪表和大部分元器件的外形与实物非常

接近，操作方法基本相同，易学易用。 

（2）元器件和测试仪器种类齐全。该仿真软件提供了 16000多种元件。同时对元件各种参数

能进行编辑修改。特别是集成了与实际仪器外形和操作方法完全一致的安捷伦仪器，如在实

验室实际操作一样，且能同时多次使用，极其方便。 

（3）仿真和分析能力强大。Multisim 提供了多种仿真分析方法。具有数字、模拟及数字/模

拟混合电路的仿真能力。 

（4）该软件是基于 Window 操作系统, 学生容易掌握，在软件上进行教学和练习。可任意改

变电路参数，分析电路性能，不用担心仪器仪表的损坏和任何元件和辅料的损耗[5]。 

3. Multisim模电教学中的应用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学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学生中笔记本电脑基本普及

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使得将 multisim 应用于教学的全过程，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成为可

能。结合模电课程的特点，教学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就 Multisim 软件如何应

用于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进行了实践和探索。 

3.1. 将 multisim 仿真应用于理论教学，加深学生理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模电课程中有的概念较抽象，不易理解，或者内容繁琐，不易理解。往往是老师费尽口舌，

学生一知半解，学生由此产生畏难情绪，没有学习兴趣。如基本放大器静、动态分析，是典

型的较抽象、不易掌握的内容，但又是学习模电的核心内容。对如何设置工作点，工作点设

置的是否合适，设置不合适会引起非线性失真，如何消除非线性失真等一列内容，用传统的

课堂讲解既费时又费力，还效果不佳。利用 multisim 软件将单管放大电路进行仿真，通过改

变偏置电阻，用虚拟示波器将静态工作点与输出波形的因果关系直观的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如图 1、图 2、所示）。通过观察输出波形变化，可找到最佳工作点[6]，对基本放大器输

入、输出信号的相位关系、截止失真，饱和失真、动态范围等重要概念也能一一轻松解答。

使学生一目了然，既生动又形象。理论课堂变得生动有趣，降低了教学难度，提高了课堂教

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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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本放大电路仿真电路图       图 2 截止、饱和失真的输出波形 

 

3.2. 将 multisim 仿真应用于实验教学，增加感性认识，激发学习热情。 

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是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两个重要环节，二者缺一不可。教学中引入

multisim 仿真软件就像把试验台、各种元器件搬进教室[9]，随时可在屏幕上搭建所分析的电

路，调用仪器，观察特性，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寓实验教学于理论教学中[7-8]，二者不再有

时间和空间上的界限，做到学做统一。还可以利用 multisim 无损的特点，可任意改变电路参

数，分析不同参数时电路呈现的不同特性，锻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

于增加设计型的实验项目，鼓励学生设计一些实用电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如集成运算

放大器线性应用实验教学中，老师在进行了理论讲解，对同相比例、反向比例运算进行仿真

演示。要求学生课后对加法、微分、积分运算电路进行仿真，绘制仿真电路图，观察仿真波

形，加深理论的理解，同时熟悉电路中各元件，信号源、示波器之间的连接关系。增加感性

认识。通过仿真，对实验内容、步骤、结果等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实验时，动起手来就较

得心应手，将仿真结果与实际电路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理解理论与实际的区别与联系。如

图 3、4所示。 

 
 

图3 同相加法运算仿真电路             图4 加法运算输入、输出波形 

 

3.3. 将multisim仿真应用于课程设计，培养创新意识。 

Multisim 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进行电子电路设计，所以在模电的课程设计中引入multisim仿

真软件对学生来说，一方面对所学的电子电路知识进行应用巩固，另一方面对multisim的设计

功能进行了有效的学习[10]。学生只要拥有电脑就相当拥有自己的私人实验室，不再受空间

和时间的限制，随时可以仿真验证自己设计的电路是否正确、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可以任

意改变电路参数和结构对电路进行分析和设计，而不用考虑实验时是否有人，是否会损坏仪

器等客观因素。使学生感到有事可做，有事能做。Multisim应用于课程设计充分发挥学生的

928



主观能动性，学习兴趣和效率明显提高，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结束语 

实践证明，将multisim仿真软件应用于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理论教学更加生动、形象，

提高了课堂效率；实验教学灵活方便，没有了损坏仪器的后顾之忧，学生可以任意改变参数，

对电路进行分析研究，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和效率；能使理论教学与实验

教学有机结合，做到学中做，做中学。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使用电脑随时仿真分析，实现了

课内、课外、课上、课下的相结合，真正实现了理实一体化教学。对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

综合应用能力，创新意识的养成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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