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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学论实验中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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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实验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实验对学生做出不同的要求，以使学生能更好的完成实验．同时还能

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演示实验的能力以及教学理论与实际技能结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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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对于物理专业学生来说，在4年的学习中会遇到

大量的实验课程。如力学实验、热学实验、电磁学实验、

光学实验等等，上述实验为专业基础实验，能使学生在

学习物理实验基础知识的同时，受到严格的训练，掌握

初步的实验能力。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和严谨的科学

作风。在实验过程中，按照给定的有限的实验器材，结

合实验原理，作出验证性、以及创新性实验，这也是物

理学专业培养学科人才所必须的。而教学论实验则与

前述试验不同，它的目的是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教学

能力，主要是培养学生从事课堂演示实验的能力，培养

学生将教学理论和实际技能结合的能力。11司

为了培养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在教学工作中需

要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有的放矢，来实现教学目的。

2实验实施方案

2．1 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顺利完成实验

在做每一个实验之前，都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教学

论实验的预习并不单单是对实验操作本身的熟悉、掌

握，还要把相关的实验理论复习一遍，因为只有这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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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整个实验能够顺畅的完成。

例如，“运用打点计时器的力学实验的研究”实验．

在实验之前学生必须把打点计时器的原理回想起来．

对于打点计时器的使用方法必须温习一遍，因为这部

分知识在大学物理中是没有的。而恰恰是中学物理的

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好好的预习，实验的完成是有

一定的困难的。我们必须在实验之前就明确在中学利

用周期打点描述的方法记录运动物体的时空信息．来

研究物体的运动规律。明确打点计时器是利用50Hz交

流电流通过电磁线圈时产生的交变磁场使其中的磁性

衔铁振动而实现打点描迹的，耍掌握使用打点计时器

之后得到纸带上的点的使用方法等。

再如。多用示教电表及相关演示实验的研究”这一

实验．在实验之前就要求学生对于电表部分的内容进

行预习、准备，了解所要求组装的安培表和伏特表的原

理，这样才能选择好需要的电阻，结合电流计，设计电

路进行安装，并在安装完成后进行相关的演示实验。

2．2明确实验器材，结合实验目的设计实验过程

由于我们在实验中所使用的仪器与实验教材上所

列会有不同，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在实验开

始之前，要求学生做出实验的设计，给出如何利用手头

器材来实现我们的实验目的的具体方案。

如：在“静电仪器与静电演示实验的研究”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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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验室中的仪器与课本上介绍的不尽相同，这也

是很正常的．那么如何完成实验?静电的起电方法，电

荷种类的判定。静电平衡时导体表面的电荷分布，平行

板电容器电容与哪些因素有关等等。这就需要在看到

实验器材之后，来分析思考，列出要实现本实验目的该

如何选取实验器材的清单，完成了这样的实验设计之

后再进行实验。利用手头的玻璃棒、橡胶棒、毛皮、丝

绸、验电器、验电羽、几种不同形状的导体、平行板电容

器等器材，结合静电学的基本原理，对照实验目的，做

出实验设计：首先利用玻璃棒、橡胶棒、毛皮、丝绸来完

成摩擦起电．利用验电器来进行检验，然后可以给不同

形状的导体上附上验电羽，再使导体带电，实现静电平

衡．根据验电羽的张合程度来判断导体表面的电荷分

布情况。改变平行板电容器的几何参数，结合验电器利

用验电器的张角变化来验证平行板电容器电容与哪些

因素有关。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能把基本的实验内

容完成了。

再如“光学演示实验的研究”实验，考虑到实验的

目的有光路的研究以及折射率的测定，进入实验室后

可根据提供的棱镜、平面镜、光栅、玻璃砖等器材来合

理设计实验。在光路的研究部分。可以使学生选择一个

或几个光学元件。设计出光路，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在折射率的测定部分，选择待测的玻璃砖，设计好光

路，以实现实验目的。

2．3根据器材思考如何进行开放性实验

对于教学论实验来说。还有一点相当重要，就是要

考虑到学生投入教学岗位之后。可能会遇到手头实验

器材不够的情况．如何进行实验，这就需要同学们能够

充分的利用已有资源．如。小灯泡伏安特性的研究”实

验就可以算这一类。

虽然对于我们的实验室来说，伏安表、安培表都是

基本的，可以直接拿来使用以研究小灯泡的伏安特性，

但是在实验中，我们对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使

用自己组装的电表来进行这个实验。这样与前一实验

相比，我frJ对组装的电表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由

于我们使用的是组装的电表．那么可以在研究伏安特

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电流表、电压表的电阻对测量

影响的研究。

通过这类实验的进行，既能使学生掌握了实验本

身，如实验的原理、实验的过程等，还能使学生注意到

实验之间的彼此相关性。也可以培养学生开放性实验

的观点，避免了人为的将实验割裂开来，破坏知识的系

统性。

3结论

通过实验教学，能够使学生掌握演示实验的方法．

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设计实验以配合教学的进

行，能够利用实验器材进行开放性实验，从而更好的提

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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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张俊扬.ZHANG Jun-yang 实验物理教学的组织化运演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16(3)
    以系统科学为理论依据,结合教学实践,探索实验物理教学中组织化运演的几个过程:构建层次性塔式课程架构,产生远离平衡态的进化分叉;提高系统

开放度,更好地吸取负熵流;组织竞争与协同,产生运演原动力;明确支配序参量,优化调控教学过程;形构催化循环子系统,涨落跃迁会聚超循环.使实验物

理教学得以螺旋式上升的组织化运演.

2.学位论文 潘洪涛 数字化信息系统实验室（DISLab）应用研究——以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为例 2007
    本文以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为例，对数字化信息系统实验室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文章在研究DISLab的特点基础上，以教学模式理论、物理教学论、学

习理论、教学设计理论、教育评价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为理论依据，通过对比传统实验室环境下的物理实验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并提出了

三个基于DISLab的高中物理实验教学模式。同时，根据这三种教学模式并结合相关教学评价理论，提出基于DISLab的高中物理实验教学评价模型，并根

据此模型开发了一套基于web的评价软件系统。

3.期刊论文 国外光电效应的模拟实验 -物理实验2005,25(10)
    介绍了美国高中物理教材中的光电效应的模拟实验,并从物理教学论的角度分析了实验设计的依据和实验要点.

4.学位论文 张浩 新课程下的高师物理中教法实验课程改革探究 2007
    中学物理教学论课程是高师物理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也是培养物理教育专业学生具备中学物理教学能力的基础课。长期以来，实验在中学物理

教学论课程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很多的高师院校里面，它并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而是作为《中学物理教学论》中的一个章节来设立的。

中教法实验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实验课时紧张、实验教材过时、实验器材落后、实验教师缺乏等等这些问题普遍存在。      本文采用文献

法、访谈法、调查法等方法对中教法实验教学的改革做了探索和实践。论文首先对物理实验与物理教学实验作了区分，并对物理教学实验在教学中的地

位和作用作了阐述。第二部分从中学新课程理念对物理实验的要求、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以及中教法实验的现状的调查分析出发，提出了改革中教

法实验的必要性。第三部分主要结合本校的中教法实验教学提出了对中教法实验改革的方案。最后，结合实际的教学要求提出中教法实验教学的一个可

行的教学大纲。      当前，无论是在大学高等教育还是在中学基础教育当中，都在热火朝天的进行教学改革。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要抓住这种契机

，改变中教法实验落后、不受重视的现状。本文希望相关的领导和教师能够认识到中教法实验的重要性及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改革的具体方案

加以实践。并希望这些实践能够给其它学校提供一些可借鉴的例子。在改革当中遇到的问题和不足能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改进和提高。

5.学位论文 张继县 普通工科院校学生物理实验数据处理能力培养的层次教学模型研究 1998
    该文应用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心理统计与测量的理论和方法,对大学物理实验中数据处理的教学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6.期刊论文 于海.王恩红 高师物理教学法实验室网络化建设的原则、设计与管理机制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8,29(8)
    为推进高师院校物理教学法实验室的建设,确保新课程标准(下称"新课标")对实验教学要求的有效落实.该文在分析物理教学法实验室现状的基础上

,依托<物理教学论>课程资源和校园网络资源,依据新课程理念和探究性学习方法,阐述了网络化物理教学法实验室的建设原则,提出了网络化物理教学法

实验室的网站设计方案和管理机制,以供同行共同探讨.

7.期刊论文 梁红 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理论基础的研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1)
    本文从物理教学论理论、脑科学理论、系统论及信息论理论来研究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理论基础,为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开展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8.期刊论文 华雪侠.姜利娜.杨亚静 新课程下中学物理实验课堂教学行为的转变 -物理通报2008(5)
    1 问题的提出  课堂教学行为问题是教育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自从人类有了教学活动的存在,就未停止过对它的探索.在理论上,物理实验课堂教

学行为研究是物理教学理论的微观研究,它有助于物理教学论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在实践上,物理实验课堂教学行为研究是在课堂教学行为中去发现问题

,并寻求问题解决的思路,不断追求教学的有效性.

9.学位论文 王菊香 关于工科院校专科学生物理实验操作技能品质研究 1998
    该文以现有的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为指导,结合物理教学实践,阐明了物理实验能力、物理实验操作技能的含义.

10.学位论文 邵泽义 中学物理CAI课件的制作及使用研究 1999
    该文首先回顾了CAI的历史沿革,介绍了国内外CAI的发展现状.然后根据对北京地区中学物理CAI实践情况的调查分析,确定了以面向物理课堂教学的

CAI为研究对象.该文以物理教学论、物理学习心理学、物理教育技术论等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物理CAI课件开发及评价的五条原则:教学性,可控性,简约

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及在课堂上使用CAI课件的五条原则:主导性,互补性,启发性,有序性和交互性.依据所提出的开发和使用原则,该文提出了编制课件的

一航方法,并编制了几个课件进行了教学实验.实验表明,符合原则的课件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最后该文对CAI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提出看法并对CAI的发

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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