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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对创新型、研究型人才的需求增大，目前许多大学越来越重视大学物
理演示实验的作用，并且逐步将传统的演示实验转型到新的模式，但是在转型
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对物理演示实验及其教学管理方式进行初步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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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理演示实验采用“表演实验”的方法，形象、生动、直观性强。不仅有助于学
生理解和掌握物理学的理论，而且能丰富和充实学生的理论知识，扩大知识面，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
方法。目前演示实验的作用越来越被众多大学所重视，可是目前部分学校采用
的演示实验教学及其管理方式还有一定的问题。如何优化演示实验教学及其管
理方法，使演示实验教学中的弊端减到最少？本文就大学物理演示实验的教学
方法，教学特点进行简单的探讨，并对当前的演示实验的教学管理方式提一些
建议。

目前众多大学演示实验现状
国内大学物理的演示实验教学，比较出色的如清华大学，将演示实验分为三类：
课堂演示，走廊演示和趣味演示。课堂演示是演示实验的主体，紧密配合教学，
其中实物演示近 200 个，另外通过自拍和外购组织了 250 多个录像片，还有
一些教学软件和一整套大学物理的投影片和幻灯片；走廊演示 18 个，主要是
力学方面，是对课堂演示实验的再现、补充和扩充;趣味物理演示有 50 多个，
也是作为扩充和提高。还有北京交大的物理演示实验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建
设了国内一流的物理演示实验室。能开发出项目 200 多个，可提供 200 多段视
频插播片和 40 多个课堂演示实验供教师选用。中南大学的演示实验网站也给
出了 100 多个演示实验的详细介绍。还有些网站提供一些用软件编写的(有的
可以进行参数调节) 动画演示实验或者演示影片，这样的大学物理演示实验网
站有一定的特色，但为数不多。而众多学校的网站上有关于该校演示实验教学
情况的介绍，如长江大学、武汉大学、武汉化工学院、湖南大学等……。
目前，国内一些有实力的大学在演示实验上投入加大，但在演示实验教学上还
存在许多困难，如实验器材和教学实践相脱节，实验器材使用率低，购买的演
示实验仪器过多，自己研发的少，实验人员编制上不合理。其原因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分析。
2.1 教师的工作负担过重
随着高校扩招，学生增多，教师都要承担比较繁重的教学任务；另外由于职称
的压力，教师要忙于科研、出成果，对于演示实验无暇顾及。
2.2 对演示实验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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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物理演示实验还是很受重视的。在麻省理工学院，诺贝尔奖获得者也
亲自参与物理演示实验课程的建设与教学，亲自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间，院长
亲自编写实验指导书，使物理演示实验成为物理系本科生必修的一门课程 。
而在国内，只有少部分高校在演示实验上投入了高额经费，教师研究设计开发
仪器，更是完全要利用课外时间，而这些没有作为工作量或教学成果计算，教
师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学生能够通过演示实验发展自己的探究能力也没有
足够的空间和条件。
2.3 仪器设备管理维护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
由于对演示实验的重视不够，管理上的疏忽，演示实验的仪器设备更新不如普
通实验仪器，在演示实验的维修上也存在了一些问题，因为许多新型的演示仪
器的设计构造上比较复杂，一旦出点问题，维修起来比普通实验要困难，从而
导致了演示实验的使用率更低。据不完全统计一般高校的演示仪器有效使用率
不足 50 % ，重点高校的仪器使用率也没有超过 70 %。没有健全的管理维护
制度，以后将会引起更多的资源浪费。
2.4 研究开发演示实验器材的力度不够
大部分学校的演示实验室里的演示仪器都是购买的，很少是自己开发研制的。
在实验室里未能提供一些可以组合的实验素材，一方面限制了学生动手的能力
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使演示实验的目的只停留在“表演”的层面上。
2.5 多媒体课件的过多应用
随着多媒体教学的兴起，条件稍好的学校一般在日常教学中使用课件和投影，
用 FLASH、JAVA、VB 等软件编写的多媒体课件能动态地演示复杂的物理过
程，比起实物演示要方便的多，因此实物演示实验受重视的程度受到了影响。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我们学校的演示实验方面做了一些改进。把实物演示实
验分为随堂演示实验，走廊演示实验和在展示厅里进行的演示实验。对于诸如
微观和宏观现象以及时间跨度很小和很大的情况，实物性演示实验有时有困
难，而电教片型演示实验发挥了一些作用。对于一些不便于将仪器搬进教室，
具有一定难度或费时的实验，演示实验电教片具有很好的效果。而对于实物演
示时现象不明显或转瞬即逝的实验，或需要观察器件内部的实验现象，或难以
实际操作的微观和宏观实验，或需要给出定量数据及图像的实验，我们采用计
算机模拟演示实验。在我校的大学物理课堂上，根据三种演示实验各自适用的
范围，将它们有效地组合使用，确实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并且在教学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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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设置了两个演示实验室，在上大学物理理论课时，能及时地把相关的演示
实验搬到课堂上给学生看，避免了先上课，最后一次性观看演示实验的弊端。

大学物理演示实验教学方式的探讨
基于上文对演示实验教学现状的分析，在此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当前实物演
示实验的教学和管理方式提点建议，供读者参考。
3.1 关于实验前的准备工作
做好演示实验前的准备工作，把每个演示实验的图片展示在物理实验中心的网
页上，并标明该实验的知识背景，提醒学生需要提前预习的内容，接着写明做
实验的注意事项，达到实验器材损坏率降低的目的。除此之外，实验中心还要
提供一些实验器材组件，数据，工具，以及相应的实验题目，参考文献。这些
工作不仅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探究的氛围，还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的
能力。比如我们演示实验厅的“无线光通讯”，学生可以通过实验中心的网页了
解一些背景知识，根据网上提供的相关文献，及实验室里的实验器材组件，可
以亲手做“激光通讯演示器”，因为“激光通讯演示器”与我们实验室里的“无线光
通讯”演示的原理很多地方很相似。由此可以培养学生活学活用的能力，达到培
养研究型人才的目的。
3.2 采用半开放式的教学管理方式
所谓“半开放式”的教学管理方式，就是在有老师的引导下，给予学生最大的自
由空间去实践，探索，讨论，研究，创新。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提高演示实验器
材的使用率，更能变“表演式”实验为“交互式”实验。
从实验对象来考虑实验要求，对于大一的学生，演示实验在 2 个课时内完成，
要求先在老师带领下观摩演示实验，大体了解演示实验的原理，然后学生根据
要求，做演示实验。可以提倡每人选一个，研究透后，演示给别人看，做一回
“小老师”。要求能把该实验的背景，及仪器的设计思想详细的解说给其它同学
听。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在演示实验观摩之后，学生可以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
及相关的专业知识，根据实验室里提供的题目，通过自行设计、自拟步骤，合
作完成实验操作，最后分析讨论、写出实验总结。
关于实验总结的形式不限，可以写做完实验的感想和收获，也可写对实验器材
改装后的成果论文，也可以是对现有的演示实验器材的原理探究分析的结果。
比如在实验中，有个实验叫“光压风车”，即在光压的作用下转动的风车。它是
由四片叶子组成的，每片叶子的一面是黑色，一面是白色。原理是：光总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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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车不同颜色的叶片表面。由于光具有能量和动量,而且黑色面和白色面对光
的吸收率不同,因此叶片上将产生一个压力差,驱动风车转动。由于黑面吸光、
白面反光，又根据光的量子理论计算，可得白面所受光压应该是黑面的两倍，
故应白面先转，实际现象是风车的黑面受的压力大，先转动。这个现象又如何
解释呢？学生们通过查文献，与老师讨论，最终找到用热辐射理论来解释它。
在这个小实验里，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物理概念和规律，使演示实验真正发挥
它的启发和超前教学的作用。通过认真计算，一篇质量较好的研究论文就能产
生。
3.3 关于实验器材损坏的维修工作
由于学生能力水平参差不齐，且都有一个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
造成实验仪器的不同程度的损坏。然而实验器材的维修不应该都由实验中心解
决，如果是一些结构设计复杂的器件坏了，可以考虑找厂家来修，但是有些实
验器材结构不是很复杂，实验现象不明显，或演示不成功的，可以在演示实验
厅的一角设置一个“维修之角”，用一些适当的奖励来鼓励学生来维修。因为维
修的过程其实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学生能主动去查问题原因，把学过的知识用
到实践中。当然也能节约实验室的维修经费。维修不成功，学生和老师可以一
起考虑改装实验，同样使演示实验达到它的演示效果。比如在实验中一个叫“声
波可见”的演示仪器，是用大吉他改装成的，大吉他是倒置的，把原来的弦换成
了长短不一的黑线，几根黑线从倒置的吉他的顶端再往下延伸一段距离。在延
伸出来的黑线部分所构成的平面的一侧放一个黑白相间的小滚轮，在拨动黑线
的同时，滚动黑线后面的黑白相间的小滚轮，就能看到波纹。当黑线松动时，
演示实验的效果就不明显，有些学生能提出许多方案，如通过改变一两根弦线
的松紧，或改变成其它颜色的弦线，观察波形，并思考影响“视觉暂留”的因素，
等等。
3.4 关于成果展示的见解
学生的制作可以实物提交、也可以计算机模拟方式提交，优秀小制作在展厅展
出并署名。这样既充实了演示项目，又可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每年评选出优
秀小制作，给予一定的奖励，以调动学生参与演示实验的热情、积极性。学生
提出的设想，若有新颖性、创新性，给予指导及资金支持。
3.5 关于演示实验室的老师的配置问题
目前很多学校的演示实验老师是由大学物理任课老师担任的。还有的学校是在
有领导来检查或评估时，实验中心会临时找几个老师来指导演示实验。平时为
了减少实验器材的损坏，甚至不开放演示实验室。在此我们可以采取物理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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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和实验中心老师值班制度，研究生可以在课余的时间研究演示实验的开
发原理，也从维修人员那里学习修理技能，从与他们的交流里可以得到互补。
研究生助教每年选聘一次，在带实验之前，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不断学习，
试讲，交流。

结论
在我校演示实验陈列厅建设之后，在半开放式的教学管理方式下，教学成果不
错。 通过演示实验，大学物理的理论知识对学生来讲，不再枯燥、抽象、难
懂，而是变得直观、生动、有趣。总之，开设大学物理演示实验课不仅适应了
培养跨世纪人才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也适应了现代化物理教学发展的要求，我
们以后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更好地来完善它，使之适应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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