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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教育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教材理念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教材

模式——立体化教材。这种新型教材由课本、光盘和网站组成，这三个部分又

相互联系，实现教材的一体化。本文重点讨论光盘和网站的特点，并给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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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教材功能定位 

新教材课程改革，在教材内容、教学目标及教学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1]。

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既是本次课程结构调整的三条基本原则，又是新课程

结构区别于现行课程结构的三个基本特征[2]。既要承认每门课程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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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让它们在实现新课程的培养目标上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尽可能体现中学

教育阶段各学科课程应首先服务于学生发展的功能。旧课程理论指导下的教材

内容繁、难、偏、旧, 过分强调学科自身的系统性、逻辑性,从而使学生的学习

方式成为被动的封闭的接受式,极大的阻碍了学生发展,也与我们所提倡的尊重

学生,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相违背[3]。新课程、新教材、新教法强调以学生发展为

本，强调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既要关注学生的未来生活，也要关注学生

的现实生活。在这种形势下,一种符合新课程理论要求又能灵活应用新教法的新

型教材,成为迫切的需求,也是本次新课程改革对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这种新

型教材应该是能有助于改变传统封闭的接受式学习方式，有助于实施具有开放

性、活动性的探究、合作、参与等新型学习方式，充分体现个性化的教育方式。 

基于这种需求,我们在新课程理论指导下，根据《物理课程标准》的教材编写建

议，对新教材的框架进行构想，初步形成一套新教材模式，即集课本、光盘、

网站三位于一体的高中物理立体化教材。这种新的教材改变了传统的教材观

念，使教材的概念不再局限于课本，而是由三种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的部分组

成。这三个部分分别从教师和学生熟悉的学习交流方式——课本，到课堂辅助

教学用的光盘，再到结合时代特点给师生提供的广泛的学习交流空间的网站，

既继承传统方式的优点，又具有传统方式所没有的独到之处。下面分别从三个

方面加以阐述。 

二、高中物理立体化教材的组成 

课本、辅助教学光盘和网站是立体化教材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三个部分与

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交互性的体系，如下图所示： 

 

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之间的媒介除了传统课本外，教师在课堂上还可以使用一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五期，第一册，文章七，第三页(二零零四年四月) 
汪向征、王笑君 

基于新课程理论的高中物理立体化教材初探 
 

 

 
Copyright (C) 2004 HKIEd APFSLT. Volume 5, Issue 1, Article 7 (Apr.,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体化设计的辅助教学光盘，使课本中的部分内容可视化和多媒体化，使得课堂

教学更加丰富、生动，教学效率得到提高。另外，立体化教材提供配套网站，

为学生广泛求知提供一个广袤的空间。网站由教材的编写者和教师提供丰富的

学习资源，某些资源甚至可由学生推荐，资源内容是与教材紧密结合的。网站

还设立在线练习系统，并附有讨论区，学生可将课堂学习中的体会和平时学习

的方法心得上传，教师对学生的问题加以引导，并解答疑难问题。网站是除课

堂教学以外的另一个交互区，在这里，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效果可得到及时

反馈，一方面拓展了课堂教学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又深化了课堂教学。 

三、辅助教学光盘的特点 

立体化教材中光盘的定位是给教师课堂辅助教学用的。 

自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运用以来，课堂教学活动从“一支粉笔、一根教鞭、一

块黑板”的固定模式中解放出来，令学生对课堂的体验耳目一新，效果倍增。

可以说，现在的一堂好课，少不了一个好的课件相辅佐。课件可以呈现书本上

和黑板上都难以呈现的视听觉效果，以生动形象的动画展示一些复杂的物理过

程，使之变得浅显易懂，易于接受。课件固然是好，但做出一个好的课件却决

非易事，他要求制作者熟悉计算机操作，熟悉课件制作的常用软件；要有大量

的时间精力投入；要有审美观，做出的课件要看着悦目，用着顺手，用后觉得

物有所值。这些还不够，还要懂得哪些内容讲解时需要用课件展示，做课件时

从那些地方着手，从什么地方切入，做得不好的课件容易造成内容涵义的曲解，

还不如不用。对一些直接用书面表达或者口头解释就可以使学生明白的内容就

没有必要花费心思了。但是工作在教育第一线上的教师并不是每一个人精通计

算机操作，即使精通计算机操作并且具备自行开发课件能力也不一定有时间精

力去做好它，毕竟教学工作不仅仅只是做课件的工作。对于买来备用的成品课

件或网上一些做得非常精美的课件，也因为教师教学的个性化而不一定适用。

立体化教材中辅助教学光盘的设计就力图改变这一状况。 

1、仓储式 光盘实质上就是一个课件库（如图 1）。 

这个课件库由各个小基元组成，这些小基元都是由精心制作的画面和动画呈

现，这些画面中的元器件和小图示又都来自教材或者清晰的实物照片，简洁明

快，形象直观，又一目了然。小基元是相互独立的，只要在库中找到所需要的

小基元的编号（这个编号就是对应小基元的文件名），就可以脱离这个库独立

使用。每个小基元都用一个形象化的来自课本的图示显示，只要看过课本，大

概浏览一下课件库，可以很方便地找到需要的小基元，加以组合，便能够满足

教师个性化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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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仓储式课件库 

2、分步骤 每个小基元自身有许多独特之处。资料元的内容都根据教材分步讲

解，每一步都可在教师的掌控之下，次序合理，条理清晰（如图 2），便于课堂

上师生间的交流。 

         

图 2 平抛仪 

3、 非线性  因为小基元呈现的内容是分步的，教师根据需要可以在讲解的顺

序上作出调整，既可反复强调某些步骤，也可简单掠过。如下图 3 在透镜成像

的讲解中，可先让学生观察实物再进行抽象讲解，也可先根据情景让学生讨论，

再用理论证明，还可以在讲解完毕之后根据教学内容的重难点分步回顾强调某

些知识点。（点击下载图 2、图 3 课件） 

http://www.ied.edu.hk/apfslt/v5_issue1/wangxj/kejian.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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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透镜成像课件中的非线性 

4、 一体化  辅助教学光盘不仅使书面教材内容生动形象化，又可以激起学生

对学习内容的兴趣，从而引发他们更进一步了解和拓展知识的需求，主动去网

站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辅助教学光盘体现了立体化教材的一体化。由

于本套教材的显著特点是课本、光盘、网站一体化，所以数据库中的课件完全

是依照立体化教材的课本制作，光盘只有与相应的课本配合使用，才能发挥更

大的功效。 

因此，教师在使用这些课件时要注意，一定是在非常熟悉讲课内容，并能熟练

运行操作课件的情况下才能使它们成为得力助手，用起来得心应手。 

四、配套网站的特点 

通常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有成绩很好的和成绩很不好的，这些学生在同样

的班级、使用同样的教科书、接受同样的教学，但学生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正确认识学生差异是实施个性化教学的前提。学生之间有生活经验的差异，思

维水平的差异，原有基础的差异。我们要采取方法让每个学生在自己原有的基

础上都得到充分发展。 

网站（参考网址：http://physics.scnu.edu.cn/gzwl）是立体化教材的第三大组成

部分，其主要特点就是多媒体化和交互性。其内容分成教材指定内容和参考内

容两个部分（图 4），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和需要选看不同内容，因而可照顾到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个体性差异，弥补有限时间内课堂教学的不足，使学生的学

习更加个性化。 

http://physics.scnu.edu.cn/gzwl%EF%BC%89%E6%98%AF%E7%AB%8B%E4%BD%93%E5%8C%96%E6%95%99%E6%9D%90%E7%9A%84%E7%AC%AC%E4%B8%89%E5%A4%A7%E7%BB%84%E6%88%90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五期，第一册，文章七，第六页(二零零四年四月) 
汪向征、王笑君 

基于新课程理论的高中物理立体化教材初探 
 

 

 
Copyright (C) 2004 HKIEd APFSLT. Volume 5, Issue 1, Article 7 (Apr.,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内容的选取以课本中“我们的网站”栏目上的指引为基准，还包括一些与

知识点相关的科学动态和背景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网站与教材中“资料活页”

栏目虽然都是对课本内容的拓展，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 

1、 表现形式 数据活页以静态的文字或图像呈现在课本上，一些需要动态展示

的东西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就无法显示。而网站上除有一些文字图像外，还有很

丰富的多媒体数据库，以生动形象的动画呈现给读者，更利于加深对所学知识

的理解应用。 

2、 获取方式 数据活页直接把内容呈现出来供学生阅读，可放到课堂上教师和

学生一起完成，也可作为学生课下阅读作业，但网站上的知识却是只能供学生

课下自己查阅的。并且，网站上数据的获取还有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即学生

要对搜索到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处理，选择性吸收。 

3、 内容呈现 由于数据活页是书面教材的一部分，它的内容是直接呈现的，缺

乏交互性，网站却不同，它可以附带有相应的习题或者一些仿真实验，如图 5
－a 所示牛顿第二定律仿真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点击左上角的“设”图标，

可打开设置接口如图 5－b 所示，对初始条件、物理常量、扫描属性、显示属

性以及外界条件影响等进行设置，验证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牛顿第二定律的

普适性。在功能设置中，应不选中考虑重力作用的复选框，若选中物体将做斜

抛运动，若学生有兴趣可做尝试。设置完毕，运行仿真实验，通过小球的运动

情况可以看出，在拉力相同质量不同时，小球运动情况不同，质量小的小球运

动较快；拉力不同质量不同但二者之比相同时，小球运动情况相同。从实验可

以看出，加速度与物体的质量和所受拉力有关。点击“实验数据曲线”按钮，

通过时域设置小球的运动起始与终止时间，进行坐标设置选择不同的坐标变

量，可画出不同的运动曲线。如果设置纵坐标为位移，横坐标为时间，则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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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下图所示的位移－时间曲线。让学生亲自动手去尝试模拟一些经典实验，

巩固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加深印象，便于后续课程的理解和运用。 

 

图 5－a 牛顿第二定律仿真实验 

  

图 5－b 牛顿第二定律仿真实验设置 

网站和数据活页包含与立体化教材之中，虽有不同之处，但都为教材所要讲述

的知识内容服务，使学生理解更深入，既拓展知识的深度，又开阔视野。 

网站的在线练习系统(参考网址：http://physics.scnu.edu.cn/czwl/homework )和电

子档案袋体现了其方便快捷的交互性。在线练习系统针对书本教材设计的配套

多媒体习题，具有更接近事实的情景设置及交互性，教师布置作业、学生完成

作业、教师批改作业等都具有时空的弹性。配套设计的电子档案袋，用于记录

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成长的轨迹，例如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以及自己一

次小小的发明创造，对某个问题的独到见解等都可以放到自己的电子档案里。

教师学生之间还可以通过在线论坛（图 6）实时交互，交流一些学习心得体会。

学生也可提出对教师教学的建议，或者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寻求教师或学

http://physics.scnu.edu.cn/czwl/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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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帮助。 

  

图 6 电子档案袋和在线练习系统 

课程标准指出：各学科力图结合本学科的特点提出有效的策略和具体的评价手

段，引导学校的日常评价活动更多地指向学生的学习过程，从而促进学生的和

谐发展。而电子档案袋收集学生自己认为能够证明自己的学习进步、创新精神

和知识技能的成果，可以包括计划、中间过程的草稿、最终的成果、以及教师

的评价、相关的资料等，它反映了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最终结果，并具有自激励

与他激励性，可以成为学生学业成就的直接评价依据[4]。这种形成性评价可以

由教师给出，或者自己为自己给出，也可由同学给出，教师给以恰当的指导。

教师对学生的成绩加以肯定，鼓励需要帮助的学生，使每一位学生都能感受到

教师对自己与众不同的关注，同时也为学生的学习进步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增

强了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和自我责任感。 

目前基础科学教育的要害在于，知识大都以现成的结论形式呈现给学生，没有

为学生提供探索与发现的机会，这种传统的传授式教学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素质

的全面发展[5]。我们希望这套基于新课程理论的立体化教材，随着不断发展完

善，能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课程改革的实验，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方案验

证，更是一个充满探索、创造和建设的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要完成这个任务，

决非朝夕之功，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探索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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