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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社會對創新型、研究型人才的需求增大，目前許多大學越來越重視大學物

理演示實驗的作用，並且逐步將傳統的演示實驗轉型到新的模式，但是在轉型

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本文對物理演示實驗及其教學管理方式進行初步

的探討。 

關鍵字: 大學物理 演示實驗 教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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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理演示實驗採用“表演實驗”的方法，形象、生動、直觀性強。不僅有助於學

生理解和掌握物理學的理論，而且能豐富和充實學生的理論知識，擴大知識

面，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

有效方法。目前演示實驗的作用越來越被眾多大學所重視，可是目前部分學校

採用的演示實驗教學及其管理方式還有一定的問題。如何優化演示實驗教學及

其管理方法，使演示實驗教學中的弊端減到最少？本文就大學物理演示實驗的

教學方法，教學特點進行簡單的探討，並對當前的演示實驗的教學管理方式提

一些建議。  

目前眾多大學演示實驗現狀 

國內大學物理的演示實驗教學，比較出色的如清華大學，將演示實驗分為三

類：課堂演示，走廊演示和趣味演示。課堂演示是演示實驗的主體，緊密配合

教學，其中實物演示近 200 個，另外通過自拍和外購組織了 250 多個錄影片，

還有一些教學軟體和一整套大學物理的投影片和幻燈片；走廊演示 18 個，主

要是力學方面，是對課堂演示實驗的再現、補充和擴充;趣味物理演示有 50 多

個，也是作為擴充和提高。還有北京交大的物理演示實驗也走在了全國的前

列，建設了國內一流的物理演示實驗室。能開發出項目 200 多個，可提供 200
多段視頻插播片和 40 多個課堂演示實驗供教師選用。中南大學的演示實驗網

站也給出了 100 多個演示實驗的詳細介紹。還有些網站提供一些用軟體編寫的

(有的可以進行參數調節) 動畫演示實驗或者演示影片，這樣的大學物理演示實

驗網站有一定的特色，但為數不多。而眾多學校的網站上有關於該校演示實驗

教學情況的介紹，如長江大學、武漢大學、武漢化工學院、湖南大學等……。 

目前，國內一些有實力的大學在演示實驗上投入加大，但在演示實驗教學上還

存在許多困難，如實驗器材和教學實踐相脫節，實驗器材使用率低，購買的演

示實驗儀器過多，自己研發的少，實驗人員編制上不合理。其原因可從以下幾

個方面來分析。 

2.1 教師的工作負擔過重 

隨著高校擴招，學生增多，教師都要承擔比較繁重的教學任務；另外由於職稱

的壓力，教師要忙於科研、出成果，對於演示實驗無暇顧及。 

2.2 對演示實驗重視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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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物理演示實驗還是很受重視的。在麻省理工學院，諾貝爾獎獲得者也

親自參與物理演示實驗課程的建設與教學，親自參與到學生的討論中間，院長

親自編寫實驗指導書，使物理演示實驗成為物理系本科生必修的一門課程 。

而在國內，只有少部分高校在演示實驗上投入了高額經費，教師研究設計開發

儀器，更是完全要利用課外時間，而這些沒有作為工作量或教學成果計算，教

師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學生能夠通過演示實驗發展自己的探究能力也沒有

足夠的空間和條件。 

2.3 儀器設備管理維護制度有待進一步健全  

由於對演示實驗的重視不夠，管理上的疏忽，演示實驗的儀器設備更新不如普

通實驗儀器，在演示實驗的維修上也存在了一些問題，因為許多新型的演示儀

器的設計構造上比較複雜，一旦出點問題，維修起來比普通實驗要困難，從而

導致了演示實驗的使用率更低。據不完全統計一般高校的演示儀器有效使用率

不足 50 % ，重點高校的儀器使用率也沒有超過 70 %。沒有健全的管理維護

制度，以後將會引起更多的資源浪費。 

2.4 研究開發演示實驗器材的力度不夠  

大部分學校的演示實驗室裏的演示儀器都是購買的，很少是自己開發研製的。

在實驗室裏未能提供一些可以組合的實驗素材，一方面限制了學生動手的能力

的發展和創造力的培養，另一方面使演示實驗的目的只停留在“表演”的層面上。 

2.5 多媒體課件的過多應用 

隨著多媒體教學的興起，條件稍好的學校一般在日常教學中使用課件和投影，

用 FLASH、JAVA、VB 等軟體編寫的多媒體課件能動態地演示複雜的物理過

程，比起實物演示要方便的多，因此實物演示實驗受重視的程度受到了影響。 

由於以上的種種原因，我們學校的演示實驗方面做了一些改進。把實物演示實

驗分為隨堂演示實驗，走廊演示實驗和在展示廳裏進行的演示實驗。對於諸如

微觀和宏觀現象以及時間跨度很小和很大的情況，實物性演示實驗有時有困

難，而電教片型演示實驗發揮了一些作用。對於一些不便於將儀器搬進教室，

具有一定難度或費時的實驗，演示實驗電教片具有很好的效果。而對於實物演

示時現象不明顯或轉瞬即逝的實驗，或需要觀察器件內部的實驗現象，或難以

實際操作的微觀和宏觀實驗，或需要給出定量資料及圖像的實驗，我們採用電

腦類比演示實驗。在我校的大學物理課堂上，根據三種演示實驗各自適用的範

圍，將它們有效地組合使用，確實產生了良好的教學效果。並且在教學樓裏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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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設置了兩個演示實驗室，在上大學物理理論課時，能及時地把相關的演示實

驗搬到課堂上給學生看，避免了先上課，最後一次性觀看演示實驗的弊端。 

大學物理演示實驗教學方式的探討 

基於上文對演示實驗教學現狀的分析，在此筆者從以下幾個角度對當前實物演

示實驗的教學和管理方式提點建議，供讀者參考。 

3.1 關於實驗前的準備工作 

做好演示實驗前的準備工作，把每個演示實驗的圖片展示在物理實驗中心的網

頁上，並標明該實驗的知識背景，提醒學生需要提前預習的內容，接著寫明做

實驗的注意事項，達到實驗器材損壞率降低的目的。除此之外，實驗中心還要

提供一些實驗器材元件，資料，工具，以及相應的實驗題目，參考文獻。這些

工作不僅可以給學生創造一個探究的氛圍，還能更好地培養學生的知識遷移的

能力。比如我們演示實驗廳的“無線光通訊”，學生可以通過實驗中心的網頁瞭

解一些背景知識，根據網上提供的相關文獻，及實驗室裏的實驗器材元件，可

以親手做“鐳射通訊演示器”，因為“鐳射通訊演示器”與我們實驗室裏的“無線光

通訊”演示的原理很多地方很相似。由此可以培養學生活學活用的能力，達到培

養研究型人才的目的。 

3.2 採用半開放式的教學管理方式 

所謂“半開放式”的教學管理方式，就是在有老師的引導下，給予學生最大的自

由空間去實踐，探索，討論，研究，創新。這種方式不僅可以提高演示實驗器

材的使用率，更能變“表演式”實驗為“互動式”實驗。 

從實驗物件來考慮實驗要求，對於大一的學生，演示實驗在 2 個課時內完成，

要求先在老師帶領下觀摩演示實驗，大體瞭解演示實驗的原理，然後學生根據

要求，做演示實驗。可以提倡每人選一個，研究透後，演示給別人看，做一回

“小老師”。要求能把該實驗的背景，及儀器的設計思想詳細的解說給其他同學

聽。對於高年級的學生，在演示實驗觀摩之後，學生可以運用所學的物理知識，

及相關的專業知識，根據實驗室裏提供的題目，通過自行設計、自擬步驟，合

作完成實驗操作，最後分析討論、寫出實驗總結。 

關於實驗總結的形式不限，可以寫做完實驗的感想和收穫，也可寫對實驗器材

改裝後的成果論文，也可以是對現有的演示實驗器材的原理探究分析的結果。

比如在實驗中，有個實驗叫“光壓風車”，即在光壓的作用下轉動的風車。它是

由四片葉子組成的，每片葉子的一面是黑色，一面是白色。原理是：光總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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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車不同顏色的葉片表面。由於光具有能量和動量,而且黑色面和白色面對光

的吸收率不同,因此葉片上將產生一個壓力差,驅動風車轉動。由於黑面吸光、

白麵反光，又根據光的量子理論計算，可得白麵所受光壓應該是黑面的兩倍，

故應白麵先轉，實際現象是風車的黑面受的壓力大，先轉動。這個現象又如何

解釋呢？學生們通過查文獻，與老師討論，最終找到用熱輻射理論來解釋它。

在這個小實驗裏，學生真正認識和理解物理概念和規律，使演示實驗真正發揮

它的啟發和超前教學的作用。通過認真計算，一篇質量較好的研究論文就能產

生。 

3.3 關於實驗器材損壞的維修工作  

由於學生能力水平參差不齊，且都有一個從生疏到熟練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

造成實驗儀器的不同程度的損壞。然而實驗器材的維修不應該都由實驗中心解

決，如果是一些結構設計複雜的器件壞了，可以考慮找廠家來修，但是有些實

驗器材結構不是很複雜，實驗現象不明顯，或演示不成功的，可以在演示實驗

廳的一角設置一個“維修之角”，用一些適當的獎勵來鼓勵學生來維修。因為維

修的過程其實也是個學習的過程，學生能主動去查問題原因，把學過的知識用

到實踐中。當然也能節約實驗室的維修經費。維修不成功，學生和老師可以一

起考慮改裝實驗，同樣使演示實驗達到它的演示效果。比如在實驗中一個叫“聲

波可見”的演示儀器，是用大吉他改裝成的，大吉他是倒置的，把原來的弦換成

了長短不一的黑線，幾根黑線從倒置的吉他的頂端再往下延伸一段距離。在延

伸出來的黑線部分所構成的平面的一側放一個黑白相間的小滾輪，在撥動黑線

的同時，滾動黑線後面的黑白相間的小滾輪，就能看到波紋。當黑線鬆動時，

演示實驗的效果就不明顯，有些學生能提出許多方案，如通過改變一兩根弦線

的鬆緊，或改變成其他顏色的弦線，觀察波形，並思考影響“視覺暫留”的因素，

等等。 

3.4 關於成果展示的見解  

學生的製作可以實物提交、也可以電腦類比方式提交，優秀小製作在展廳展出

並署名。這樣既充實了演示專案，又可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每年評選出優秀

小製作，給予一定的獎勵，以調動學生參與演示實驗的熱情、積極性。學生提

出的設想，若有新穎性、創新性，給予指導及資金支持。 

3.5 關於演示實驗室的老師的配置問題 

目前很多學校的演示實驗老師是由大學物理任課老師擔任的。還有的學校是在

有領導來檢查或評估時，實驗中心會臨時找幾個老師來指導演示實驗。平時為

了減少實驗器材的損壞，甚至不開放演示實驗室。在此我們可以採取物理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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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和實驗中心老師值班制度，研究生可以在課餘的時間研究演示實驗的開

發原理，也從維修人員那裏學習修理技能，從與他們的交流裏可以得到互補。

研究生助教每年選聘一次，在帶實驗之前，需要在教師的指導下，不斷學習，

試講，交流。 

結論 

在我校演示實驗陳列廳建設之後，在半開放式的教學管理方式下，教學成果不

錯。 通過演示實驗，大學物理的理論知識對學生來講，不再枯燥、抽象、難

懂，而是變得直觀、生動、有趣。總之，開設大學物理演示實驗課不僅適應了

培養跨世紀人才和素質教育的要求，也適應了現代化物理教學發展的要求，我

們以後要進一步探討如何更好地來完善它，使之適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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