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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背景下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几点探索
∗

吴　 岚， 曾春平， 彭海鹰

（昆明理工大学 理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针对“卓越计划”提出的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

技术人才的目标要求，结合大学物理实验教学，通过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和方法，培养勇于创新的教育理念，引进

先进的教学方法，提高实验教师专业素质水平，探索一条适应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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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启动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是教育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的重大改革项目，拟用

１０ 年时间，培养百余万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

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

人力资源优势，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

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迎

来重大战略机遇期．”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副主

任左铁镛院士说，“此时启动‘卓越计划’，着力解

决高等工程教育中的实践性和创新性问题，加紧培

养一批创新性强、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

各类工程科技人才，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实现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１］ ．
“卓越计划”提出了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方

向：一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二是学校按

通用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工程人才，三是强化培养

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２］ ．针对强化培养学生

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一重要特点，物理学是一

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物理规律的研究都以严格

的实验事实为基础，并且不断受到实验的检验．大
学物理基础实验教学目前针对的主要是大一和大

二的学生，让学生树立起一种物理思想，掌握物理

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提高学生

的动手、动脑能力，同时也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创
新精神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
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科学知识的素质和能力，为后面

的课程学习乃至今后踏入社会后的实际工作、科学

研究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科毕

业生，可满足社会需求的工程师仍就显得紧缺，与
之不匹配的是很多毕业生到了工作岗位，出现动手

能力差，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够，
难适应岗位需求，产生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多

方面的，笔者从基础课教学的角度进行剖析，以大

学物理实验教学为例，进行探讨．

１　 目前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

１．１　 学生方面 　 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

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说，虽然本身具备一些高中物理

实验课的基础，但与大学物理实验课的起点和要求

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做好实验课前的预习准备工

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上好实验课的基本保

障．一般来讲，学生的课前预习主要是看实验教材

和指导书，但在教学中发现，预习手段在实验课上

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 ２ 个方

面：一是不能为学生提供必要的预习条件；二是学

生对于实验课的重视程度不够，课前的预习报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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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照抄书本，作为一种交差了事，应付老师的手段．
随着近年来高校扩招，新生的整体素质下降，

高校学生绝大多数来源于全国的各个地区，由于有

着不同的生活、文化和教育背景，在学习的过程中

接受能力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

堂实验课上同样的教授内容，有的同学操作起仪器

已经“驾轻就熟”，而另一些则是“教过就忘”呢［３］？
因此，因材施教，多元化的教学是势在必行的［４］ ．
１．２　 教学方面　 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

的影响，我国工科类本科生教育多以知识传授为

主，讲究备课“无微不至”，课堂上“保姆”式、注入

式的教学方法［５］，而忽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

是创新实践能力．
其次，新生代教师大多数没有工程技术的背

景，讲授实验内容重复、单一，教师往往更注重教授

学生如何进行实验，而缺乏对学生将实验现象与生

活现象、企业生产联系思考的引导，创新能力的培

养也受到局限，加之硬件条件的不足，实验教学不

能更好地利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来给予辅助，
空泛的讲述，难免会造成实验教学的枯燥无味，并
且绝大多数课程开设的都为传统经典验证型实验，
与现在多元化的专业设置，不能很好的匹配．

２　 物理实验教与学的改革探索

“卓越计划”要求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工程实

践能力，实验课程教学要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开

放的、自由的、有利于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培

养的环境．
（１） 针对学生如何能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物

理实验中心可在周一至周五的上午 ９ ～ １１ 时开放

物理实验中心（实验课大多安排在下午进行），学
生可以通过教务处的网站查看自己下周要做的实

验，链接物理实验中心的主页，进入预约界面，进行

预做预约，实验教师根据预约人数的多少，帮学生

安排预做实验的顺序和时间，这样学生可利用课余

时间针对物理实验预习环节中对实验仪器、实验方

法和步骤有兴趣或有疑问的地方都可以到相应的

实验教室进行课前的预做和学习，这个过程实验教

师不进行指导，学生遇到问题可以可以与老师进行

沟通和交流．这样一来，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

“主动学习” ［３］ ．俗话说的好， “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大学物理实验课中开设的许多内容与中学的

有很大的区别，新奇的、有意义的知识和问题，比较

能激发起学生的兴趣．
（２） 为了更好地达到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及创新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尤

为重要，“为什么学？”，“为谁学？”这些问题就需要

我们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即是一个“知识的传授

者”，也是一个“学习的引导者”，即不只负责教授

实验的原理、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引导大多数同学都能主动学习起来，积极探索

适合个人的学习方法．比如，在教授杨氏弹性模量

测定的实验中，对如何在读数望远镜中找到清晰的

标尺像的过程，学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具体

操作起来，却有一些同学即使在教师演示过后也无

法调整好位置，顺利进行实验，因而会产生挫败情

绪，这个时候身为教师，不应过多的责怪，相反在实

验过程中，可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其树立信心．几
周实验过后，笔者发现部分力学实验能力薄弱的同

学在电学方面却表现得很突出，有更强烈的兴趣，
这时可以征询学生的意见，让他们自由组合成为兴

趣小组，作一些如声控开关、遥控滑轮车的小制作、
小发明．

很多时候，实验教师可根据课堂教学情况，在
课程结束前 １０ ｍｉｎ，鼓励大家提问和讨论，调动学

生积极思维，也为师生的沟通搭建一座桥梁，为探

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创造一个良

好的条件，也为学生今后能从事科学研究，培养一

种善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３） 教师在上实验课的过程中，可采取多种教

学模式，与多媒体技术结合，内容充实有趣的一份

课件，可以包括图片、声音效果、实验项目背景知

识、原理知识，乃至在实际生活中或是企业工程技

术领域的应用介绍，都会使实验更具趣味性．实验

过程中，老师原则上不做具体的指导，多鼓励，引导

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在实验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６］ ．

３　 实验项目的改革和物理实验中心的开放

式创新型管理

（１） 除开设经典验证型实验外，增设综合型、
运用型的实验项目，使实验项目与学生的课程设置

建立一个良好的衔接 ，不再是空泛的毫无联系，强
调各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联系，在教学环节

上对于实验技能、实验数据的处理，尽可能多地运

用一些有效、快捷的方法，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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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尝试，比如温度传感器这个实验中电阻－温度特

性的计算过程，需要使用迭代法、最小二乘法拟合；
这些对大二的学生来说显得费时、费力．考虑到物

理实验中心拥有一个公共机房，现在学生的计算机

拥有率也很高，于是我们向学生介绍了美国 Ｗｏｌｆ⁃
ｒａｍ 公司研制开发的数学软件系统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它
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户在数值计算、符号运算、图
形处理都在同一窗口进行，它不但可作为教学用的

辅助工具，对求解中小型实际课题也都是非常理想

的．教师之前对软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操作，之
后向学生教授，这一方法经过 ２ 个学期的试行，得
到了师生的普遍好评．

（２） 实验中心可逐步形成全面开放式管理，开
放实验内容，开放实验仪器，开放实验时间，按教学

日历开放，网上预约开放［７］，保证工作日全天侯开

放．开放实验教学计划外的实验项目，包括综合创

新型、设计型实验，课外科技活动，科研创新型、自
选实验课题型等，构建大学生创新基地，鼓励学生

搞科研创新［８］ ．根据实验条件的不断完善，逐步扩

大开放实验的内容，通过网络或其它方式及时对学

生公布，其中，综合创新型实验实行预约式开放，课
外科技活动，科研创新性、自选实验课题型实验实

行自由式开放，学生自愿报名，根据个人兴趣志向

自由组合．实验中心还可在每学期末，组织一些物

理实验的竞赛活动，鼓励学生多做一些发明、制作

等，营造一个自由、创新的教育学习氛围．

４　 实验教师队伍的培养

“卓越计划”实施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建设高

水平工程教育师资队伍，这就要求实验教师能从单

一的知识传授者逐渐转变为引导学生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能够解决问题的指导者．我们的管理机构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针对实验教师组织安排

培训，如：①聘请一些有工程技术背景的老教师来

授课、指导，对新进教师起到一个传、帮、带的作用；

②组织一些实验课教学的观摩活动，利于教师之间

的相互交流，探讨和学习；③聘请企业优秀的工程

技术人员授课，在一定程度上使实验内容与企业生

产实际得以联系；④鼓励实验教师提升学历，加强

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自身科研水平的提高．

５　 结束语

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是促进我国

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笔
者工作的昆明理工大学于 ２０１１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

为第二批“卓越计划”高校，大学物理实验课作为

工科类学生的一门基础课程，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

下，通过实验教学模式、方法的改革，创新教育理念

的培养，师资队伍培养等方面的一些改革举措，期
望能为国家、社会在工程技术方面培养更多人才奠

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为工科类院校在物理实验的

改革举措上提供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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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 ｎｅｗ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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