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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无线电元器件和电子技术的原理为基础，根据电子电路的性能和特点稍加改造，制作各种体育

课电子教学器具，编排快乐体育课的授课形式。按运动生理学原理和游戏规则的要求，将各种制作编排和串

联成在体育课上使用的教学用具，开拓快乐体育课模式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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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ies of radio components and electronic techniques，people can invent various teaching aids
used in the PE class and arrange new instruction from named“Happy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in the light of the functions
and traits of electronic circuit . On the request of sport physiology and rules of games，we can translate various creations into
the teaching aids applied in the PE classes and develop new idea of“Happy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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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样的办学要求和目标，就有什么样的体育课组织

形式。具有游戏休闲性质的运动方式，并配备一些灵活多变

的电子器具和设施，较适合以健康为目的的锻炼。如何开发

和利用电子教学器具将成为学校体育课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增添和调整体育课的教学用具，对体育课的教学方式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目前，重体育游戏、快乐体育、娱乐体育等形

式的体育课模式被逐步倡导，优秀的教学内容、模式要跟上，

对高校体育教学必须重新审视。

1 快乐体育与教学器具结合的初衷

对现有的体育课和身体娱乐手段加工改造，以不同学科

领域的功能为辅助条件，引进到学校体育课堂中来，这是体

育课伴随现代文明和现代化手段走向科学化、个性化、多元

化的重要内容，以实现高校体育课与快乐体育的接轨。

快乐体育进入课堂，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器械配合才能

达到完美程度，并促进其发展与完善，获得生命力而演化成

为体育健康课的重要形式。但是怎样引导这种体育课的内

容和形式健康发展，如何使其走进课堂变成授课内容，是体

育教师不能回避的问题。快乐体育走进体育课堂逐渐得到

认可，但实际教学中，更多的是运用于体育课的准备部分和

结束部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快乐

体育没有光明前途。快乐体育必须与一些器材配套结合，方

是完美的，才能有发展前途。如果配备电子器具之后，作为

教学内容，在锻炼形式、时间、强度、内容等方面就具有可操

作性。用电子技术制作的器具同样也能起到与篮球板，足球

门、排球网、单双杠等同样的功效，这样可将现有的竞技项目

内容进一步演化，既不改变原有项目的性质，又变得更有趣

味性。

2 电子教学器具和授课模式的框架

2 .1 电子教学器具的设想

（1）思路来源：在许多娱乐游戏场所的设备中，大力士

锤、老鼠吹气球、电子打靶等都是很成功地将健身和娱乐有

机结合在一起的例子。近年从日本传入的单人和多人的跳

舞毯，高档次带电脑屏幕的跳舞机，欧美国家刚流行的一项

集锻炼、游戏和表演性质于一身的极限攀登运动都有与电子

技术相结合，配备电子器具以求更高的趣味性。许多游戏厅

内的游戏形式可以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将这种方式精心组

装、拼合，配套成系列游戏活动，尤如大型游戏一般，就可组

编入体育课的授课内容。

（2）电子教学器具设计概况：以无线电元器件的工作原

理、电子技术为蓝图，最常见的各种简易实用的电子电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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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电子节拍器、魔术灯、蜂鸣器、多用定时器、触摸延时开

关、开门告知器、电子打靶、信号抢答器、各种声控光控电路、

各种电子玩具的电路等。上述制品，技术理论都不复杂，经

过组合编排就可用于体育课之用，通过教学器具控制、调整

游戏的玩法、规则和强度。可以组合，可以分拆；可以小型，

也可以大型，灵活多变。设计者根据教师的需要，教具的使

用可随意变换各种形式，可随身携带，也可以固定在某一处，

还可根据需要套用和编排健身锻炼方式。如果技术和质量

要求再高精一些，也可利用显示屏幕、电脑等。

2 .2 如何在体育课中使用电子教学器具

用节拍器调整游戏节奏，感应器感知动作幅度，明暗灯

和各种彩灯的变换告知动作的方向、线路，触式控杆可检测

对某一设定力量产生的效果；收音或扩音机指导你寻找目

标，计算显示器运算你的得分情况，电子延时器控制每一环

节的时间，电子心率测量器可了解脉搏、运动强度等。

（1）快乐体育课教材中的教具

快乐体育课常与游乐场中的游戏融合，演化成为设想中

配备有电子教学器具的快乐体育课形式。首先，有一块排球

场大小的空地，分成红绿两队，每队人数根据情况调整，四周

固定有各种电子教学器具。第 1 环节（类似体育课游戏中常

进行的叫号赛跑），有 50 个红灯和绿灯在场四周不停地变换

位置闪烁，亮灯时间非常短，在瞬间亮灯时按动它，即可通过

电子电路自动计算和显示得分情况。当红灯亮时，红队按动

红灯，绿队可阻止红队接触红灯。绿灯亮时依此类推。灭灯

后再按动则不能得分，规定时间内先完成任务的队可进入下

一个环节。第 2 环节（类似 3 m 往返跑），每隔 3 m 成“之”字

形在地上安放触动开关，全体队员按照电子节拍器的频率，

有规律地同时进行，来回触动开关，达到限定次数后，语音提

示器告知是否可进入下一环节。第 3 个环节（类似跳绳），红

外线射灯在膝盖高度来回照射，在红外线感应灯照射到腿部

之前要跳起来，否则红外线感应器遇到障碍，会自动鸣叫。

第四环节（来源于游乐场的老鼠吹气球游戏设施），在不同的

地点有许多小老鼠，快速从洞中探头后马上退回，红队和绿

队的全体队员各持一个大型软质锤，在小老鼠从洞口探头的

瞬间击打。各自击打本队色彩的小老鼠，在洞口停留时间长

而被击打的老鼠少，得分相对就低。最后，通过电子教学器

具对每一个环节质和量的统计，判定红、绿两队游戏效果。

（2）现行体育课模式（竞技运动项目）辅助器材的教具

足球技术教学课中的运球依次绕过不同角度的标志杆，

然后射门的教学环节与电子技术教具之结合的应用。足球

的练习或考试中“S”形运球过杆时，每个杆上安装有电子感

知运球跑动速度、离杆距离、是否少绕标志杆的电子仪器，检

查运球人技术掌握情况。足球门上可安装激光探测器，球门

上以踢球角度的难易程度，化分若干个得分区域，足球射入

球门的某个区域即可显示分数。这种电子技术教学器具通

过各种仪器的使用，展示了体育与电子技术融合表现出的现

代化教学魅力。

2.3 授课教师的培养

（1）自我钻研：体育教师懂解剖、生理知识，知道怎样的

运动强度、频率违反科学锻炼原理，锻炼时的安全性和教具

的危险性，对人体运动的科学性有较深的理解，有多年的学

习和掌握体育健康锻炼知识和组织体育课功底。如果再对

无线电和电子技术感兴趣，将有益于教具的制作。了解教具

的功能、作用、特点对于制作教具可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一些常见的小毛病也便于维修。有对无线电元器件方面知

识的掌握，便于研制、编排各种身体锻炼的方式和制作各种

体育游戏、休闲娱乐的锻炼器材。制造、编排中可能存在的

问题是，体育教师对无线电元器件和电子电路的功能不甚了

解，制作的教具和编排的体育游戏内容不一定完美，许多元

器件和电子电路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制约着编排者和制作

者的想象能力及快乐体育课教学方案的多样性。

（2）与他人合作：几乎每个学校都可找到一些掌握无线

电和电子技术常识、懂无线电制作原理、器具制造知识的教

师。而从事体育工作的人不懂制作常识，而会制作的人又不

懂体育锻炼原理。如果将编排与研制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

起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3）建立设计制造教具的人才培养专业：目前，任何的体

育院系还没有体育游戏、休闲娱乐器械制造设计课程和培养

体育健康娱乐器材制造、开发的专业。如果开设这样的专

业，专业课重点是学习研制、开发各种各样锻炼器材方面的

知识及制作，培养体育游戏、休闲娱乐器械设计制造或竞技

体育辅助器材的研制人员。

3 电子教学器具进入课堂的建议

要取得电子器具制作经费，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正确

的舆论导向，对这种授课模式进行大量的宣传。

大胆尝试，使那些有可能形成体育课教学器具的新理

念、新设想得到支持。让电子技术制作的教学器具在学校的

体育课中获得一席之地。重中之重是这种授课模式的可行

性，是否符合体育课教学的要求和未来体育课的发展方向。

大力扶持，开辟专栏或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知名人士

和教育学者等进行论证，并获得认可，将电子教学器具引入

课堂，成为教学手段，促进体育教学理念更新，从而形成新的

体育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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