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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1922年，南开大学物理学系创立之初即开设物理实验课程

历史积淀

1952年，物理系实验室经院系调整得到了很大发展

1978年，组建了实验物理教研室

1999年，创建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7年，“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获评国家精品课程

2009年，“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团队”获评国家级教学团队

2009年，“自制、自拟、自组、开放”的基础物理实验教
学体系和创新平台建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3年，“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物
理人才能力培养体系”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8年，“衔接中学-大学物理综合素质教育新模式的探究
与实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开设课程：
《物理演示实验》《预备实验》《基本实验技能训练》
《IYPT-学习物理新思路》
《基础物理实验一》《基础物理实验二》《大学基础物理
实验》
《近代物理实验(I)》《近代物理实验(II)》《近代物理实验》
《高等物理实验》
25个不同年级专业的2719名学生，授课的总课时量达
183084人时数。

基础物理实验室、近代物理实验室、物理演示实验室
教学面积3700m2

固定资产2967万元，总设备3682台(套)

实验中心坚持开放，通过学术竞赛、开放实验等活动，构
建良好的课外实验学习实践的指导团队及设备平台，做到
课内与课外结合。
       积极参加各项学生实验活动，组织第五届全国大学生
物理实验竞赛、承担CUPT南开大学代表队、IPT中国代表
队、IYPT中国代表队的队员进行了培训工作。



IYPT系列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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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PT，学习物理新思路》
• 面向全校文理科学生开设   72学时   
• 丰富目前通识教育的驾驭目标，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
和科研素质 

已开设课程

《物理实验基础能力训练》
• 物理学院低年级学生   32学时     
• 固定实验和设计性实验结合，锻炼学生进行基础实验
时的基本能力

《基本学术能力训练》  
• 物理学院一年级学生   32学时  
• 将基本学术能力的培养与训练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注重过程化考核，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科研素养、团
队合作、解决实际问题及交流表达等能力的培养，达
到全方位、全过程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https://pt.nan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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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PT系列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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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术能力训练》

余华 教授

课程负责人

教
学
改
革

“点”培养

团队合作和学术交流
表达能力缺失

师生互促互进/双向
交流平台不足

“全方位”培养

基于NKPT，团
队学习、合作

课上、课下交流

课上讲授 ：基本科研能力与素养；

科研方法、理论建模及常用理论模拟
软件、学术PPT制作及规范性；实验室
操作规范和主要仪器使用规范和安全
事项；学术表达规范；学术论文写作
及规范介绍等。

课下实践：NKPT题目的实验研

究及现场讨论、交流（力、热、光
电和流体力学等部分）及优化；基
本学术能力展示交流等。



IYPT系列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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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PT，学习物理新思路》

团队及成员背景
• 2018年，南开大学物理学术竞赛教学团队申报的

“衔接中学-大学物理综合素质教育新模式的探究
与实践”项目获得天津市教学陈果一等奖及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 物理学术竞赛教学团队，获2017年天津市级教学
团队。

• 2019年，CUPT十周年，物理学术竞赛教育教学
改革奖优秀个人。

• TEAL“未来课堂”教学团队，获2018年南开大
学教学团队。

• 2009-2019，中国大学生物理竞赛(CUPT)全国特
等奖/一等奖。

• IPHO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领队，2013-2018。
• CUPT、IPT、TCPT领队等。



IYPT系列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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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PT，学习物理新思路》

24学时讲授

48学时实验

Stage IStage II

Stage III Stage IV

认知

实践学习

选题

1.2节 3.4节 5.6节 7.8节 9.10节 11.12节

熟悉实验室、学长经验交流 自主实验

• IYPT-解决物理问题思路及其发展
• 案例式分析IYPT题目特点（李川勇）

• How to do PT?（陈靖）
• 物理实验的基本方法(王槿） 

培养文科生的科学人文情怀，开
拓理工科学生的科学视野，提高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负责：王槿 李文华

•上届CUPT,NKPT学生经验交流•建模、模拟、数据处理

•实验准备—力热、光、电磁、专题实验、数据处理
（王槿、文小青、刘丽飒、刘东奇、惠王伟、王晓
杰、张春玲、李文华）



IYPT系列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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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验基础能力训练》

《物理实验基本能力训练》课程开设始于2013年，
是和南开大学开始实行夏季暑假小学期的教学安排相
关的。课程为32学时，分四周课程。主要目的是锻
炼学生进行基础实验时的基本能力，分力热、光学、
电学等展开。
课程主要经过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采用固定实验方案为主，所有选课
同学都要进行所有实验。
        第二时期是2017年以后，主要向设计性实验转
化，除了保持部分成熟实验方案外，转向以指导教师
开设的灵活的自选课题为主。学生选定实验课题，在
指导教师指导下开展整个实验设计。 在这两个阶段
中，都有采用IYPT课题进行设计的案例，例如非接触
千分尺、快链、管中球、头发温湿度计。 



IYPT系列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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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开展效果

1. 建立了30余位教师在内的智囊团和帮扶团队。
2. 系统化和专题化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建pt.nankai.edu.cn

网络资源平台，设计和安排了针对不同学习群体受众的
学习内容。

3. 自开课以来，有近300名学生选修课程，覆盖物理学类
各专业学生，并辐射至其他理科学院的相关专业。 

        课程是伴随着课程群、实践平台、团队和交流平台建
设和协同发展一同成长起来的，学生对于课程的评价为
“优秀”；基于本课程的建设，获得省部级以上相关教学
改革立项8项；另获省部级以上的教育教学奖励13项。据统
计，选修此课程并参加CUPT学生中96%的继续深造，超过
一半的学生进入世界一流高校攻读博士学位，体现了良好
的科研基本技能和素养。 



IYPT系列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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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持续建设计划包括：

1、数字化建设方面：争取到2022年，完成课程从

线下到线上线下混合式转换。

2、完善考核机制。深入进行全过程考核与评。

3、将理论课程转化到实验室内进行。

4、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5、课程辐射——继续完善实验室开放平台。

6、与其它教学项目关联。

课程改进方向包括：

1. 课程配套资源的研发。

2. 课程建设推动本/硕/博贯通培养。

3. 建立更加合理的考评机制。

关于课程推广方面，计划包括: 
1. 今后五年，在做好现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注重课程的

拓展及其教学模式的创新，继续深化基于该课程以及包
含该课程在内的教学新模式的教育教学改革。

2. 面对全校开放，扩大受益范围，进一步推动该教学模式
在其他学科的应用。

3. 建立对选课学生的反馈回访渠道。以5-10年为期限对学
生的发展进行跟踪、回访，获得学生的反馈评价。以此
为参考，对课程的长期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和修正。 

  课程持续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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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实验项目建设-自制仪器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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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冰的熔解热实验装置    文小青
静态磁化特性曲线教学实验仪  惠王伟
自制荧光光谱成像装置  刘东奇

静态磁化特性曲线教学实验仪 （滚动支持） 惠王伟
显微光谱成像实验系统（滚动支持） 刘东奇

双臂折射率色散测量仪  王槿
粘滞系数测量装置   文小青
磁石缓降演示仪  赵春红
光在非均匀介质中的传播及海市蜃楼演示仪的研制  王晓杰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激光衍射法测量仪   李文华
一种可替换式大型莫尔条纹现象演示仪   王晓杰
自制普朗克常数测量仪 潘崇佩



校级实验项目建设-交叉学科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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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全校公共基础实验课程有针对性的学科培养效果，
提高具有南开特色的人才培养质量，实验室设备处拟设立南开大学
实验教学课程改革项目，重点支持各级各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实
验教学课程改革，发挥公共基础教学对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支撑
作用。

南开大学实验教学课程改革项目立项申报工作于2019年3月启
动，5月基础物理实验中心共有3项交叉学科教改项目审批通过，其
中包括：大学基础物理实验（化学院）、大学基础物理实验（医学
院）、近代物理实验（电光学院）。

项目的目的和作用：开设有针对性的实验项目；增强有针对
性的学科培养；促进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渗透；提高交叉
学科人才培养质量。



校级实验项目建设-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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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超分辨成像技术实验

Ø 高压电仿真虚拟实验

Ø 核衰变及高速带电粒子动能动量测量

Ø 伽马射线综合虚拟实验

Ø 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屏蔽原理

一项入国家级评选，三项入市级虚仿建设项目，两项校级建设使用中。



校级实验项目建设-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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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由度、多层次系列教学实验

研究生

伯苓班

物理类

理科生

文科生

演示性

传统性

扩展性

自主探
究性

科研技
能性

基本原理、仪器
系列实验

综合设计型
系列实验

研究探索型
系列实验



校级实验项目建设-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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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索型系列实验

Ø 核衰变及高速带电粒子动能动量测量
Ø 伽马射线综合虚拟实验
Ø 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屏蔽原理

物理相互作用的基础学习

传统实验复现

应用型实验开发

探究型实验



校级实验项目建设-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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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际科研技术
真实可信

可与实际数据对比

内容丰富
基于实体实验
高于实体实验

可用于专业学
生科研方法、

技术训练
真

物

丰

简

广

专
线上线下

基于浏览器
应用广泛

注重物理内核
课题导向

探究型实验

微观、抽象物理
过程动态展示
直观易于理解



2019年修购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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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公能物理实验室



2019年修购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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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机加工实验室



2019年成果

20



2019年各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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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