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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现状与思考

———基于 ２０１４ 年楚雄州初中物理骨干教师培训班的调查∗

尹德都， 司民真， 董　 刚

（楚雄师范学院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云南 楚雄　 ６７５０００）

摘要：通过对参加楚雄州初中物理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员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该地区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存

在的一些具体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进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建议，诚盼能为该地区的中学物理实验教学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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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物理

事实的表述，物理概念定律的建立以及物理结论的

得出都离不开物理实验［１］，物理实验教学的水平

直接影响着物理教学的质量．长期以来，由于教师

教学观念陈旧、实验设施短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中学物理实验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学生的动手能

力及创新思维得不到有效培养．借楚雄州初中物理

骨干教师培训之际，笔者对楚雄州部分中学物理实

验教学及实验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并结合调查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逐步改善中

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

１　 调查方法、对象和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来自

楚雄州 ８ 县 １ 市 ４０ 所不同中学的 ４１ 名初中物理

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员展开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

问卷 ４１ 份，收回有效问卷 ３８ 份，有效率达 ９２．７％．
调查内容包括教师对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认识，中
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条件及教学效果等方面．
调查对象既有县市中学也有乡镇中学，这些学校的

办学条件及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调查结果对该地区

的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现状研究起到示范辐射作用．

２　 调查结果统计

２．１　 教师对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认识及教学效果

　 从表 １ 可以看出，可喜的是近 ８７％的中学物理教

师非常重视或重视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但由于某些

原因，仅有 ５０％的教师中学物理演示实验的开课

率达到 ７０％以上，甚至有超过 ３２％的教师演示实

验的开课率不足 ５０％，这种现象不容乐观．
表 ２ 可以看出，仅有 １３．２％的中学物理教师在

教学中偶尔会对教材中的实验进行拓展，这将使中

表 １　 教师对中学物理实验的重视度及开课率统计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中学物理教学中您是否注重实验教学

Ａ．非常重视 Ｂ．重视 Ｃ．不太重视 Ｄ．不重视

您所在学校中学物理演示实验的开课率可达到

Ａ．７０％以上 Ｂ．５０％～７０％ Ｃ．３０％～５０％ Ｄ．３０％以下

２１．１％ ６５．８％ １３．１％ ０ ５０％ １８．４％ １５．８％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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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拓展情况及教学效果统计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中您是否

会对教材中的实验进行拓展？

Ａ．经常拓展 Ｂ．偶尔会 Ｃ．不会

您所教班级考试中实验题及与生活联系

紧密的题型相对于其他题型得分率？

Ａ．偏高 Ｂ．持平 Ｃ．偏低

０ １３．２％ ８６．９％ １３．１％ ４７．４％ ３９．５％

学物理实验教学缺乏生机与活力，不利于全面提高

学生科学素养，严重影响了学生创新性思维及科学

探究等能力的培养．因而，学生在教学效果检测中，
实验题及与生活联系紧密的题型相对于其他题型

得分率偏高的比例明显低于偏低的比例．
２．２　 影响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常见因素及教学中

的困难　 ［多选］影响贵校中学物理实验的开课率

因素有：Ａ．领导不重视；Ｂ．教师不重视；Ｃ．缺乏仪

器；Ｄ．学生对实验无兴趣．调查结果见表 ３，由表 ３
可以看出，影响中学物理实验开课率的主要因素集

中在学校领导不重视、授课教师不重视和缺乏实验

仪器 ３ 方面．同时笔者设计了一道主观题：“您在中

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常遇到的困难有哪些？”以保证

被调查教师畅所欲言．据该题的调查显示：近 ３５％
的教师认为学校实验仪器不足或实验仪器与教学

内容不配套；近 ３０％的教师认为学校及教师不重

视且教学任务紧而实验费时间；近 １９％的教师认

为学生动手能力差或教师难以驾驭实验课堂；近
１６％的教师认为实验现象不明显 ．该调查再次表

　 　 表 ３　 影响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常见因素统计

　 　 Ｔａｂ．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领导不

重视

Ｂ．教师不

重视
Ｃ．缺乏仪器

Ｄ．学生对实

验无兴趣

３０．８％ ２６．９％ ３６．５％ ５．８％

明，学校领导或教师不重视及实验仪器不足是影响

中学物理实验正常教学的主要因素．
２．３　 教师解决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困难的常用方法

　 结合我校物理学专业教育实习反馈的信息，在中

学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经常会遇到缺乏实验仪器

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乡镇中学尤为明显．为此，笔者

调查了中学物理教师如何解决因仪器不足带来的

实验教学困难．结果显示，５４．４％的教师选择用多媒

体演示代替实验，２６．３％的教师选择用理论讲解代

替物理实验，仅有 １９．３％的教师选择自制教具进行

实验演示．可以看出，多媒体演示代替中学物理实

验的方法所占比例最高，而认为多媒体演示物理实

验的教学效果很好的教师比例却偏低．在此笔者设

计了一道主观题：“您认为能否用多媒体演示物理

实验代替中学物理实验教学？ 为什么？”以进一步

了解多媒体演示物理实验的教学效果．在该项调查

中，８１．３％ 的中学物理教师认为多媒体演示物理实

验不能代替中学物理实验，其主要理由可概括为：
多媒体演示物理实验导致学生动手技能没有得到

培养，会使学生缺乏实际动手探究及创新的能力；
科学探究重在动手实践，学生应亲身体验动手探究

的过程；多媒体演示太理想，学生会认为假；演示实

验更能激发兴趣，更能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等．而
少数教师认为多媒体演示物理实验能代替中学物

理实验，他们主要认为有些物理实验演示现象不明

显或仪器短缺而多媒体演示实验简便省时且准确、
直观、可见度高．

表 ４　 教师解决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困难的常用方法统计

Ｔａｂ．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多选］若教学中实验仪器不足您会如何解决？

Ａ．自制教具
Ｂ．多媒体

演示代替

Ｃ．理论讲

解代替
Ｄ．其它

您认为利用多媒体演示物理实验效果如何？

Ａ．很好 Ｂ．较好 Ｃ．不好 Ｄ．不清楚

１９．３％ ５４．４％ ２６．３％ ０ １５．８％ ５７．９％ ２３．７％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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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显示，由于楚雄州部分中学物理实

验仪器短缺、部分教师对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不够

重视、实验教学观念陈旧、教学中未能对中学物理

实验进行必要的拓展研究等原因，严重影响中学

物理实验的教学效果进而影响中学物理的教学质

量．调查还显示出，当中学物理实验教学遇到困难

时，超过 ８０％的教师采用了多媒体演示或理论讲

解的方式代替，如此简单的实验教学方式如何能

有效提高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及创新思维？
物理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

节，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实施者和教学资源的开

发利用者，其对中学物理实验教学资源的开发利

用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学物理的教学质量．基于以上

分析，楚雄州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任重道远，为此，
我将就有效开展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对策展开探

讨，以期对改善中学物理实验教学有所帮助．

４　 中学物理实验高效教学的对策

中学物理教学大纲指出：观察现象、进行演示

和学生实验，能够使学生对物理事实获得具体的、
明确的认识，这是理解概念和规律的必要的基

础［２］ ．因而，加强实验教学，提高物理实验教学效果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有必要克

服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可能出现的困难，以保证

中学物理实验的高效教学．
４．１　 加大实验经费投入、改善实验教学环境　 新

课程标准强化了实验教学、增加了实验数量、尤其

注重实验探究教学模式的实施、它对中学物理实

验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材编写与社会、生活、
科技前沿等联系紧密，教学中更注重与生产生活、
科技文化的联系，充分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
物理走向社会的新课程教学理念［３］ ．鉴于物理实验

教学的重要性和楚雄州当前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

现状，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大对建设物理实验

室和配备物理实验仪器的经费投入，切实改善实

验条件，完善实验教学设施，为实验教学提供优质

的教学资源．
学校领导也应充分认识到物理实验教学的重

要性，落实好教师进行实验教学或研究的相关考

评及待遇，调动他们参与实验教学的积极性．为进

一步改善实验教学环境，学校甚至可以开放实验

室．实验室的开放可为师生提供实验探究的平台，
这有利于师生实验探究兴趣及实验操作与创新能

力的培养．
４．２　 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一名

合格的中学物理教师必须贯彻以实验为基础的教

学思想，具备一定的实验素养和实验教学研究能

力，才能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培养创新人才

的需要［４］ ．根据本次调查，教师认为实验浪费时间、
实验现象不明显、教师难以驾驭实验课堂、实验仪

器不足等因素造成当前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环节薄

弱．而实验对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实验操作与探

究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等具有不可代替的作

用［２］ ．由于教师的教学理念及方法存在一定误区，
当实验教学遇到困难时，大多数教师或用多媒体

模拟演示、或用理论讲解实验代替甚至不做实验，
这与中学物理实验的教学必须注重学生的参与和

实验的探究过程背道而驰．
实验教学现状的改进在于教育观念的转变，

只有教师认识到实验的重要性并在教学中改变用

讲解理论代替实验教学等陈旧的教学模式，才能

有效发挥物理实验的作用．针对部分教师的教学理

念及方法得不到有效更新，相关部门应尽量为教

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组织他们参与有效的教

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为其教育观念注入新鲜血液，提高他们的实验素

养和实验教学研究的能力．
４．３　 开发教学资源、自制实验器材　 物理实验教

学离不开实验教学资源，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中
学物理实验仪器的配备逐年增加，但不少学校尤

其是乡镇中学实验仪器紧缺仍是有效开展物理实

验教学的一大难题．但在教学中，尤其是初中物理，
多数实验为简单的定性分析，其精度要求也不太

高，实验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将物理现象通过实验

演示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除一些基本量具仪器

及专用、通用设备外，多数实验器材可通过自制或

由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获得，因而物理教育家朱正

元教授也提出了“坛坛罐罐当仪器，拼拼凑凑做实

验”的教学思想［３］ ．生活的常用物品：如饮料瓶、气
球、铅笔、铁钉、橡皮、塑料品、泡沫块等都可以用

来做十分有趣的演示实验．以饮料瓶为载体，我们

可以用它来演示大气压的存在、液体压强的特点、
物体的沉浮条件及潜艇的工作原理、气体对外做

功内能减少、光的反射或折射、失重和超重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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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作为一名优秀的物理教师应具备自制教具开

展低成本实验的能力［３］，但调查中会通过自制教

具克服实验教学中遇到的困难的教师不足五分之

一．教师要认识到自制教具的重要性，必要时相关

教育主管部门也应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鼓励师

生参与课外实验活动．教师也可指导学生参与课外

教具制作或进行小发明，这样不仅可以弥补当前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资源不足的现状，培养学生动

手、创新能力和实验探究精神，有效强化师生的实

验意识，还可通过自制教具将实验室现有的一些

废旧器材进行整合，实现变废为宝而有效开发教

学资源．
４．４　 体现探究、注重实验教学的拓展和延伸　 正

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教学中仅

满足于教材中的实验教学已达不到新课标的要求．
中学物理教材中的实验方案较为单一，其教学目

标除了对某一理论进行验证之外，更重要的是让

学生通过实验掌握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

的实验操作技能、探究能力及创新性思维．教学中

教师应注意对教材中的实验进行拓展和延伸，使
学生向各方面各层次进行创新设计，以延伸知识

体系、拓宽知识面，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究能

力［５－６］ ．
近几年中高考物理实验模块的趋势越加注重

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其体现在基于教材所涉内

容，提出一些研究方向，要求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

案．为此，教学中我们既可将同一实验项目尽量设

计多种方案，也可引导学生利用相同器材设计不

同的实验项目，进而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以
电阻的测量为例，我们不能局限于教材中伏安法

测电阻的单一方案．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多种电学

器材，让其根据自己的思路自选器材进行实验设

计，将教材中单一的实验方案变为开放性实验，从
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培养学生的实验创新能力和

发散思维．
４．５　 扬长避短、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　 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多媒体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学

中，其图、文、声并茂及生动的画面、形象的演示优

化了课堂教学结构．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当中学物

理实验教学遇到困难时，超过一半的教师选择了

用多媒体演示代替物理实验．回首传统的中学物理

实验教学：如超重与失重实验现象发生时间短暂

而中学物理静电实验易受环境因素影响；或如螺

旋测微器、游标卡尺、温度计、常规电学仪表等物

理仪器可见度低，不便于远距离观察；再如 α 粒子

散射实验、布朗运动、轻核聚变、重核裂变等微观

领域很难具备实验条件等因素严重影响中学物理

实验的教学效果．若利用多媒体制作动态课件，模
拟这些物理（实验）现象的过程，对学生理解物理

知识有很大的帮助［７］ ．但多媒体课件不仅信息量

大，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在信息轰炸下学生往

往无法分清重点，给学生的记忆带来负担，而且教

学干扰信息太多，如 ＰＰＴ 的色彩、画面易使学生精

神疲劳［８］ ．
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手段，对传

统的中学物理教学尤其是不便于观察或操作的中

学物理实验教学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拓展，但它

不能完全代替物理实验．在实验教学中，多媒体演

示实验缺少了学生亲身体验物理实验的过程，不
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操作及探究能力．教学

中，能当堂演示的实验或能通过改进实验仪器及

方法就可增强实验效果的实验，就要尽量让学生

亲自体验实验过程．

５　 结束语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具有其他教学手段无法替

代的优势和作用，但受传统教学观念、实验环境、
教师的实验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楚雄州中学

物理实验教学还存在许多问题．望广大教育工作者

充分认识实验教学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地位，相
关部门给于政策支持，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并提高

实验素养，努力探索出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有效

途径，把中学物理验教学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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