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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广东省第一届中学生物理实验设计大赛背景，分析了部分一等奖作品的特点，

并对此项活动的意义进行探讨及对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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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赛背景 

2001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的通知，要求有条

件的学校结合本地实际，遵循分步实施，分类指导的原则，开展研究性学习，并

要求各省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学校提出实施策略与方案。所谓研究性学习，

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个体的自信，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它

并不要求学生研究出什么新科技，而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希望学生每

一步都有追求，有思考，在参与、发现与体验中学习成长。为配合这一研究性学

习的开展，广东省教育厅提出在各级中学进行学生创意物理实验设计活动，并于

2001 年 11 月举办第一届广东省中学生创意物理实验设计大赛。 

创意物理实验活动要求学生可以组队或以个人参加，由学生设计出一个物理实验

去验证某个物理定理或定律，同时能够对实验有一个正确的物理解释。从选题到

实验器具的制作都要求学生自己独立完成，并在指导老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向评

委演示并对评委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整个活动中老师只是一个组织者、指导者

和评价者。创意物理实验活动的目的是给学生一个张开思维翅膀的空间，使他们

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能在这项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展示。由于广大中学生正处在长

身体，长智力，心理逐步成熟的时期，他们在观察思考有趣的物理现像的过程中，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对未知结果的探究会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激发其研究学习

的热情，而"创意"这一要求又会令学生走一条不同于教科书上的路子去发掘新的

知识，使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得到发挥和提高，借助活动

中极高的自由度，不仅能大大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增强学生

的自主性和合作性。创意物理实验设计目前已被看成是在物理学科开展研究性学

习的一种 好的形式之一。[1]-[4]  

以往内地也有很多类似的大赛，例如广州市在 95 年、97 年、98 年分别组织了广

州市中学生创意科技活动设计比赛。[5]首先由各学校先在校内广泛组织学生自行

设计与生活学习相适应的创意科技活动或创意科技实验、游戏，选拨出水平高的

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比赛。参赛的学生要写出活动的过程、携带自制用具、仪器现

埸表演及答辩，聘请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专家任裁判。这是一项对学生综合能力全

面锻炼的活动。类似的活动还有"科技夏令营"、"头脑奥林匹克活动"、"无线电工

程比赛"、"无线电定向测向比赛"、"发明创造比赛"等。这些创意科技活动设计比

赛与本次的创意物理实验大赛相比，形式上都比较相像，但本次大赛是由广东省

教育厅主办的，是在全省内开展的，可以说是规模 大，范围更广，形式 灵活，

水平也是 高的一次。而且，科技活动设计比赛的作品更多的是课外的知识，而

创意物理实验大赛却更贴近课本，更能激发学生对物理课程的兴趣。这次比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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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是在各市进行，然后按一定的比例推荐作品进入决赛。

经各市推荐进入决赛的作品有接近二百件，其中有四十件作品获得了一等奖，有

六十件作品获得了二等奖，其余的进入决赛的作品均获得了三等奖。其中，在一

等奖的作品中有十四件来自广州地区，占一等奖数量的 35％，可见以往几年广州

在开展创意科技活动的成果是显著的。而随着创意物理实验大赛在全省的开展，

相信我省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也将会得到不断地提高。 

二. 部份获奖作品分析 

1. 改良实验 

在这次大赛中，对一些课本的实验进行改良而获得一等奖的数量是 多的。这类

作品共有二十九个获得了一等奖,占一等奖总数的 72.5%，是这次比赛的大蠃家。

这类实验设计通常都是将原来笨重的仪器改为容易获得的一些废品来做实验。例

如珠海南屏中学的作品"用废弃抽液器进行大气压实验"就是利用了废弃的抽液器

代替了平时使用的笨重的抽气机进行大气压的几个实验。再有就是用一些更加复

杂、先进的仪器代替原有设备进行更加精确的实验。例如肇庆中学的"用光电门研

究自由落体运动"以及东莞中学的"向心力测定仪"都是这一类的作品。 

更多的改良则是针对实验仪器的改良。由于中学的实验基本上几十年不变，其中

有很多仪器的缺陷也都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改良实验仪器也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例如肇庆中学的"电火花定时器的改进"，潮阳谷饶中学的"电子验电器"都是这一类

的作品。 

在改良实验作品中 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是广州五中的"测量空气密度"和华南

师范大学附中的"验证动量定理实验"。这两个作品都并不是单纯对实验方法或实

验仪器进行改良，而是另辟途径采取了一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而所使

用的仪器也更简单，更易于找到， 重要的是实验效果都非常好，不像某些作品

给人有画蛇添足的感觉。 

2. 学生创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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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等奖的作品里也有一定数量的作品是用实验演示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现

像，而这个现像是用中学生所学过的知识能够解释的。在这类实验中有些实验非

常简单，却能体现出一定的学生创意。如深圳田东中学的"悬崖勒马"，只是用一

块积木拉着一辆积木小车，由于积木受到重力的作用拉着小车前进，拉车的绳子

不断改变角度使车子受到的摩擦力不断增大， 后使车子在就要掉下桌子前停下

来。这个实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它能击败如此多对手而脱颖而出，正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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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学生的自主思维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作品里几乎看不到有太多老师的痕迹，

从作者对这个作品的答辩上也可以感觉到整个作品的构思充满了学生的思维。作

者好象是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现像，然后经过慢慢的不断试验找到了一个 理想

的配置，使车子能够做到刚好在桌子边缘停下来， 后从他所学的摩擦力的知识

去解释这个现像。 

3. 类似小制作的实验 

所谓的小制作是指做出一个有一定用途的小玩意，这些小玩意有些是十分有现实

意义的，而有些则是非常有趣的。就像广州五中的"爬坡小车"利用了空气反冲的

动力让小车能在竖直的墙壁上自由走动，非常有趣。还有深圳上步中学的"盲人饮

水机"，它利用大气压控制水的自动进出，实现了不用眼看而能够及时自动开关水

制，和以往利用电来控制水的开关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法，也体现了一定的实

用价值。事实上，在这类小制作的过程中，学生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更从中

体会到了释放创意潜能能的无穷乐趣。 

三. 小结 

本次大赛的开展，使创意物理实验设计这项活动在全省各地的中学中得到了很好

的推广，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我们认为，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由于本次大赛将题目的限制条件减到 少，使参赛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得

到 大的发挥。 

2. 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整个实验有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使同学们明白如何用

已有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3. 大赛鼓励学生组队参加，有利于使学生懂得什么是团队协助及其重要性，培养

了团队意识。 

4. 要求学生答辩有助于提高同学的口头表达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也能更清楚地

考察参赛者的物理功底。 

综观总体我们感觉到，大赛对于中学生素质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是一条适应现

代教育要求的路子，而这个大赛也将会继续举办下去。为使以后的大赛能越办越

好，有些问题亦应该值得组织者考虑改进，例如在评奖的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创新

性；如何杜绝有抄袭的作品蒙混过关；如何防止老师代劳的情况出现等等。 后，

就是 好评委能对获奖作品的作者给出评价的反馈，说明作品的优势和不足，这

样能使参赛者学到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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