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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中主流物理教材实验难度及

探究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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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１９）

　　摘　要：从实验内容、器材、难度、探究水平及探究技能等方面对中美高中主流物理教材实验进行了全面的量化比较

研究．研究表明：中美教材实验内容各具特色，但都注重探究类实验；中国教材实验器材彰显现代化，美国教材则更注重

生活化；中国教材实验总难度高于美国教材，但平均实验难度低于美国教材；中美教材的探究水平表征均较低，且各环节

不均衡，美国教材表现相对略好．另外，在目的确定环节，中国教材探究水平高于美国；在方案实施、结论形成、反思交流

３个环节，美国教材探究水平高于中国，方案设计环节差异较小．在探究技能表征方面，美国教材偏重于分析解释技能的

表征，中国教材偏重于观察技能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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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作为物理学习的重要载体，不仅能

揭示实验事实与学生原有认知上的矛盾，还能有

效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

过实验可以使学生的认知过程简化、纯化、反复再

现，从而使学生获得具体明确的感性认知，为物理

概念、规律的建构及应用奠定基础［１］．教材作为师

生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教学资料，其质量直接影

响教学活动的效果．

教材内容的文本比较分析，通常分为横向比

较［２３］和纵向比较［４］．中外高中物理教材比较研

究中，中美教材对比视角居多，宏观研究包括中美

课程标准、课程结构特征等分析，侧重于基于课程

改革背景分析中美课程理念和教育目标［５６］；微观

研究主要为知识点编排及处理、教材栏目设置、习

题、物理学史、插图、难度等细致化的分析［７９］．关

于中美物理教材实验难度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

主要有对中美等十国教材实验难度的研究［１０］和

部分单元实验的研究，例如光学实验设置［１１］、能

量守恒实验设计方案［１２］、万有引力与航天实验编

排插图［１３］等．此外，对中美实验栏目和环节差异

也有所研究［１４］．梳理文献发现，研究人员对２００４

年版的中国教材高中《物理》（人民教育出版社）和

２００３年版美国教材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Ｐｒｅｓｓ）研究校多，

由于教材年代较为久远，研究比较分散，因此缺乏

对实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对实验探究水平及技能

表征的比较研究．本文以中国２０１９年版高中教

材《物理》（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版”）和美

国２０１３年版高中教材《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Ｐｒｅｓｓ）（简 称

“ＰＰＰ”）中的实验为研究对象，从实验的内容、器

材、难度、探究水平及探究技能等多方面进行系

统、深层次地分析比较，既丰富、更新了高中物理

教材实验内容的研究，又为完善国内教材编写理

论和实践提供了参考［１５］．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实验难度计算模型

采用廖伯琴课题组的研究思路，即基于实验

广度对教材实验内容难度进行静态文本分析［１６］．

广度是指教材实验所涉及的范围，难度是指实验

内容的难易程度．其中，影响实验难度的４个因



素为：实验原理、实验仪器、实验操作量和实验探

究．每个因素可划分为简单、中等和偏难，依次赋

值为１，２，３．由于４个因素对实验难度的影响程

度不同，为确定各因素的影响程度，选取３１位课

程教学论专家及中学一线专家型教师对各个因素

的影响权重进行了调查，并通过对偶分析法确定

了各个因素的影响权重，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因素对实验难度的影响权重

因素 权重 因素 权重

实验原理 ０．２８ 操作量 ０．２３

仪器 ０．２０ 探究 ０．２９

　　依据模型对每个实验的实验原理、仪器、操作

量、探究４个因素赋值，加权求和后得到数值的４

倍即为每个实验的难度值，将所有实验的难度值

相加即为教材实验的总难度值，将实验总难度值

除以实验广度值，即可得到平均实验难度值．

１．２　探究水平及探究技能分析框架

探究水平是指学生在探究活动的探究环节中

表现出的水平高低程度，与学生的参与程度有关．

本研究采用王世存等人［１７］建构的实验类探究水

平分析框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从

缺失水平到自主性水平，学生的参与度不断提高，

探究水平也逐渐提高．

表２　实验探究水平分析框架

环节 缺失水平 控制性水平 引导性水平 自主性水平

目的

确定
－ 直接提供探究目的

提供情境素材，借助问题引导学生

得出探究目的．

提供情境素材，学生自主得出探究

目的．

方案

设计
－

直接提供完整的探

究方案

提供设计思路，引导学生设计探究

方案．
学生自主设计探究方案．

方案

实施
－

直接提供实验现象

或实验数据

提供获取实验现象和数据的外部

支持等，引导学生得出结论．
学生自主观察，记录现象和数据．

结论

形成
－ 直接提供探究结论

提供分析现象和数据的思路，引导

学生得出结论．

学生自主分析处理实验现象和数

据等，得出结论．

反思

交流
－

直接提供探究活动

的反思

提供反思或者总结交流的角度，引

导学生进行反思交流．

学生自主进行探究活动的反思与

交流．

　　探究技能是指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具备的思维

方式和操作技能［１８］．课程标准中对科学探究技

能要素进行了明确表述，认为科学探究是基于观

察实验，提出问题、形成猜想假设、设计实验方案、

获取处理信息、基于证据得出结论并做出解释，以

及对过程与结果进行交流、评估和反思的能

力［１９］．根据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可知探究技能由８

种技能构成，这些技能按其复杂程度可划分为基

础技能和综合技能，如表３所示．

表３　实验探究技能分析框架

基础技能 综合技能

测量（Ｃ１）

观察（Ｃ２）

推断与预测（Ｃ３）

处理数据（Ｃ４）

识别与控制变量（Ｉ１）

制定实验方案（Ｉ２）

分析解释（Ｉ３）

交流质疑（Ｉ４）

为了保证文本分析的可信度，由２名熟悉研

究框架和方法的课程教学论专业研究生进行独立

分析统计，得到难度、探究水平和探究技能的相关

性系数为０．９６０，０．８８０和０．８５０，说明分析结果

的可信度较高．随后，对分析结果有不同意见的

文本进行交流讨论，最终达成一致．

２　研究结果及分析

２．１　实验内容

２．１．１　教材实验广度比较

人教版教材实验总广度（数量）为１１９个，

ＰＰＰ教材为８７个，人教版教材的实验总广度大

于ＰＰＰ教材，２种教材的实验内容差异较大．将

教材实验按照力学、电磁学、光学、热学、近代物理

５个模块进行分类，统计其广度及所占比例，结果

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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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中数据显示：中美主流教材中的力学实

验和电磁学实验均占据主要地位，其中在人教版

教材中的占比约８０％，在ＰＰＰ教材中的占比约

６９％，占比差异最大的是近代物理模块，该模块在

人教版教材中仅有１个实验，而在ＰＰＰ教材中有

９个．

表４　中美主流教材实验广度及所占比例

教材 模块 广度 占比

力学 ５３ ４４．５４％

电磁学 ４２ ３５．２９％

人教版 光学 １０ ８．４０％

热学 １３ １０．９３％

近代物理 １ ０．８４％

力学 ３６ ４１．３８％

电磁学 ２４ ２７．５９％

ＰＰＰ 光学 １２ １３．７９％

热学 ６ ６．９０％

近代物理 ９ １０．３４％

以实验目的为依据，除去实验目的相同的实

验，统计中美主流教材中各自独有的实验内容，并

计算其占该模块实验总量的百分比，结果如表５

所示．

表５　中美主流教材独有实验数量及所占比例

教材 模块 独有实验数量 占比

力学 ３９ ７３．５８％

电磁学 ３４ ８０．９５％

人教版 光学 ５ ５０．００％

热学 １３ １００．００％

近代物理 １ １００．００％

力学 ２１ ５８．３３％

电磁学 １６ ６６．６７％

ＰＰＰ 光学 ９ ７５．００％

热学 ６ １００．００％

近代物理 ９ １００．００％

表５数据显示：两国主流教材的独有实验内

容差异非常大，人教版教材的光学模块占比最小，

比例为５０％；ＰＰＰ教材力学模块占比最小，比例

为５８．３３％；且教材中的热学和近代物理模块呈

现的实验内容完全不同．

分析两国主流教材中的独有实验内容，发现

知识点设置不同是导致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例

如，力学模块中，人教版教材为了加深学生对天体

运动的学习，设计了感受、探究向心力以及绘制椭

圆实验．ＰＰＰ教材则呈现了与刚体运动相关的力

矩、转动、滚动特性实验．同时，ＰＰＰ教材还设计

了功率、声音、测量分贝等实验，而这些内容是在

中国初中教材中呈现．

２．１．２　教材实验环节设计比较

人教版教材实验并无明确的环节设计，在实

验内容中一般不会以标题形式明确呈现实验环

节．ＰＰＰ教材实验有一些固定的环节设计，例如

步骤、分析等．除此之外，不同栏目的实验环节设

计也各有不同．在起步实验栏目中，设计了批判

性思维环节，让学生将实验获得的结果进行反思

扩展．其中，物理实验栏目设计的环节最多，具体

包括：问题、目标、实验步骤、分析、形成结论与应

用、进一步探索和生活中的物理学．

值得一提的是ＰＰＰ教材中的进一步探索环

节，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学生在掌握理

解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散思考，或者运用该实

验方法解决新问题，即对实验进行拓展，例如“设

计实验证明开普勒第三定律的正确性”．

２．１．３　教材实验类型比较

依据实验设置目的将实验划分为探究类、验

证类和应用类实验．不同的实验类型所侧重训练

的能力不同，分类统计结果如表６所示．

从整体角度分析，中美主流教材中，３类实验

所占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依次都是探究类、应用类

和验证类，且各类型实验所占比例较接近．其中，

探究类实验占比均超过６０％，表明中美两国都注

重训练学生应用知识、设计实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符合新时代对人才的培养要求．

从模块角度分析，中美主流教材在各模块中

的实验数量和分布均不同．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力学模块，超过了４０％，占比第二的是电磁学模

块，说明力学和电磁学在两国教材的地位与要求

一致．

２．２　实验器材

将实验涉及到的器材分为实验室类和生活

类．对教材实验中使用的器材进行分类统计，并

计算各模块中生活类（实验室类）器材在总的生活

类（实验室类）器材中的比例，如表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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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中美教材各模块实验类型分布统计

教材 模块
广度

探究类 验证类 应用类

占比

探究类 验证类 应用类

力学 ３５ ６ １２ ６６．０４％ １１．３２％ ２２．６４％

电磁学 ２５ ７ １０ ５９．５２％ １６．６７％ ２３．８１％

光学 ７ ０ ３ ７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０％

人教版 热学 １１ １ １ ８４．６２％ ７．６９％ ７．６９％

近代物理 １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总计 ７９ １４ ２６ ６６．３９％ １１．７６％ ２１．８５％

力学 ２０ ４ １２ ５５．５６％ １１．１１％ ３３．３３％

电磁学 １９ ３ ２ ７９．１７％ １２．５０％ ８．３３％

光学 ８ ２ ２ ６６．６６％ １６．６７％ １６．６７％

ＰＰＰ 热学 ４ ０ ２ ６６．６７％ ０　 　 ３３．３３％

近代物理 ４ ４ １ ４４．４４％ ４４．４４％ １１．１２％

总计 ５５ １３ １９ ６３．２２％ １４．９４％ ２１．８４％

表７　中美主流教材实验器材类别数量及比例

教材 模块
广度

实验室类 生活类

占比

实验室类 生活类

力学 ６６ ２７ ３１．１３％ ４７．３７％

电磁学 ８０ １０ ３７．７３％ １７．５４％

人教版 光学 ２９ ９ １３．６８％ １５．７９％

热学 ３４ １１ １６．０４％ １９．３０％

近代物理 ３ ０ １．４２％ ０

力学 ７５ ３０ ３１．３８％ ３４．８８％

电磁学 ６３ １７ ２６．３６％ １９．７７％

ＰＰＰ 光学 ５３ ２２ ２２．１８％ ２５．５８％

热学 ２０ ７ ８．３７％ ８．１４％

近代物理 ２８ １０ １１．７１％ １１．６３％

总体来看，ＰＰＰ教材选用生活类器材的种类

多于人教版．ＰＰＰ教材善于从生活中取材，降低

实验成本的同时，又能降低学生的认知负荷，特别

是在微观和抽象内容较多的近代物理实验模块，

其生活类器材占比可达１１．６３％．运用日常生活

用品，转换角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

模型内容，这种处理方法值得我国物理教材借鉴．

数字化实验是指利用传感器、数据采集器等

数字化器材收集实验数据，并借助计算机分析得

出实验结论的现代化实验．人教版教材中的数字

化实验有８个（力学４个、电磁学２个、热学和光

学各１个），而ＰＰＰ教材没有呈现数字化实验，因

此ＰＰＰ教材实验在数字化设计上略微逊色于人

教版，另一方面也折射出ＰＰＰ教材的实验编写理

念与人教版不同．

２．３　实验难度

在表４实验广度的统计基础上，计算每个知

识点的平均实验数量．同时根据实验难度模型，

对中美主流教材实验难度的４个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提取并赋值，计算总实验难度及平均实验难

度，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８　中美主流教材的实验难度

教材
知识点

广度

实验

广度

平均实

验数量
总难度

平均

难度

人教版 ６２７ １１９ ０．１９ ７９４．９２ ６．６８

ＰＰＰ ６９７ ８７ ０．１２ ６８９．０４ ７．９２

表８数据显示：人教版教材知识点广度低于

ＰＰＰ教材
［２０］，但平均实验个数高于ＰＰＰ教材，说

明人教版教材善于利用实验呈现物理知识，或善

于通过实验帮助学生探究规律、理解内容；在实验

难度上，ＰＰＰ教材实验的总难度小于人教版教

材，但是平均实验难度高于人教版教材．为探究

出现该情况的具体原因，对影响实验难度的４个

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各个因素对应的难度值，

如表９所示．

表９　中美主流教材实验４个影响因素对应的难度值

教材
难度值

实验原理 仪器 操作量 探究

人教版 ２４８．６４ １４４．８０ ２２６．３２ １７５．１６

ＰＰＰ ２３４．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３．４４ １４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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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９数据显示：中美主流教材中对实验总难

度贡献最大的因素均为实验原理，其次为操作量、

探究和仪器．结合难度模型的水平划分，人教版

教材中的实验原理、仪器、操作量均为中等水平，

探究为简单水平；ＰＰＰ教材中除了仪器位于简单

水平，操作量位于偏多水平外，其他２个因素的水

平与人教版教材相同．表明中美主流教材实验的

探究多为定性或简单的定量探究．

以模块为单位，进一步分析中美主流教材各

模块中实验的总难度和平均实验难度，结果如表

１０所示．

１）实验总难度方面，除光学、近代物理模块

外，其余模块均为人教版教材实验难度高于ＰＰＰ

教材．人教版教材实验总难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力

学、电磁学、热学、光学、近代物理，ＰＰＰ教材实验

总难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力学、电磁学、光学、近代

物理、热学．在近代物理模块中，ＰＰＰ教材实验总

难度是人教版教材的１０倍左右．

２）平均实验难度方面，人教版教材热学最高、

力学最低；ＰＰＰ教材光学最高、热学最低．经对比

分析可知，ＰＰＰ教材中热学模块的平均实验难度

稍低于人教版教材，其余均高于人教版教材．其

中，差异最大的为光学模块，分析该模块下各难度

影响因素的平均水平可知：人教版与ＰＰＰ教材实

验在仪器、操作量上的平均水平相同，即仪器处于

中等水平，操作量处于偏多水平；在实验原理方

面，ＰＰＰ教材实验处于偏难水平，而人教版教材

处于中等水平；在探究因素上，ＰＰＰ教材实验处

于中等水平，人教版教材处于简单水平，差异主要

是由实验原理和探究２个因素的难度不同所导

致的．

表１０　中美主流教材各模块实验难度和平均实验难度

教材 模块 总难度 平均难度

力学 ３４７．３６ ６．５５

电磁学 ２７９．８０ ６．６６

人教版 光学 ６６．６８ ６．６７

热学 ９４．２４ ７．２５

近代物理 ６．８４ ６．８４

力学 ２８４．４０ ７．９０

电磁学 １９３．４４ ８．０６

ＰＰＰ 光学 １０２．２４ ８．５２

热学 ４３．２０ ７．２０

近代物理 ６５．７６ ７．３１

２．４　实验探究水平

２．４．１　实验探究水平表征比较

依据探究水平划分标准，分析并统计中美教

材实验各环节的探究水平，并计算各环节不同探

究水平在总实验中的占比，结果分别如表１１和表

１２所示．

表１１　人教版教材实验探究水平的表征频次和占比

环节
频次

缺失水平 控制性水平 引导性水平 自主性水平

占比

缺失水平 控制性水平 引导性水平 自主性水平

目的确定 　９ １０７ ３ ０ ７．５６％ ８９．９２％ ２．５２％ ０　　

方案设计 　０ １０３ １３ ３ ０　　 ８６．５５％ １０．９３％ ２．５２％

方案实施 　４ ５４ ２４ ３７ ３．３６％ ４５．３８％ ２０．１７％ ３１．０９％

结论形成 　２１ ６５ １４ １９ １７．６５％ ５４．６２％ １１．７６％ １５．９７％

反思交流 １０８ 　５ ５ １ ９０．７６％ ４．２０％ ４．２０％ ０．８４％

表１２　ＰＰＰ教材实验探究水平的表征频次和占比

环节
频次

缺失水平 控制性水平 引导性水平 自主性水平

占比

缺失水平 控制性水平 引导性水平 自主性水平

目的确定 ０ ８７ ０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方案设计 ０ ８１ ６ ０ ０　　 ９３．１０％ ６．９０％ ０　　

方案实施 ０ １ ３１ ５５ ０　　 　１．１５％ ３５．６３％ ６３．２２％

结论形成 ５ ０ ６７ １５ ５．７５％ ０ 　 ７７．０１％ １７．２４％

反思交流 ５２ ０ ３５ ０ ５９．７７％ ０ 　 ４０．２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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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１数据显示：人教版教材除反思交流环节

集中于缺失水平外，其余环节多集中于控制性水

平．说明学生的主体性在实验设计中体现的还不

够充分，因此仍需适当增加学生基于问题的自主

探究机会．另外，方案实施环节的探究水平最高，

３１．０９％的实验处于自主性水平；结论形成环节次

之；反思交流环节的探究水平最低，９０．７６％的实

验处于缺失水平．以上结果表明：人教版教材注

重发展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形成科学结论的能

力，对学生的反思交流能力关注度较低．

　　表１２数据显示：ＰＰＰ教材整体探究环节呈

现较好，只有３个环节存在部分缺失．其中，方案

实施和结论形成环节均处于高探究水平，表明

ＰＰＰ教材实验设计侧重于实验操作和对实验现

象的分析，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物理分析思维；

目的确定和方案设计处于低探究水平；反思交流

环节虽有５９．７７％处于缺失水平，但在引导性水

平上的分布较高，比例为４０．２３％．教材中大多以

“进一步探索”和“生活中的物理”等小标题呈现，

以反思性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以培养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２．４．２　教材实验各环节探究水平的差异

依据表１１和表１２的统计数据，将中美主流

教材实验各环节探究水平占比进行相减，从而确

定两国主流教材实验探究水平的差异，结果如表

１３所示．

表１３　中美主流教材实验各环节探究水平占比的差异统计

环节
占比

缺失水平 控制性水平 引导性水平 自主性水平

目的确定 ７．５６％ －１０．０８％ ２．５２％ ０　 　

方案设计 ０ 　 －６．５５％ ４．０３％ ２．５２％

方案实施 ３．３６％ ４４．２３％ －１５．４６％ －３２．１３％

结论形成 １１．９０％ ５４．６２％ －６５．２５％ －１．２７％

反思交流 ３０．９９％ ４．２０％ －３６．０３％ ０．８４％

依据表１３数据分析可知，人教版教材在方案

实施、结论形成和反思交流环节中，低探究水平的

比例要高于ＰＰＰ教材，而ＰＰＰ教材在目的确定

和方案设计环节中，高探究水平的比例要高于人

教版教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美主流教材实

验各环节探究水平的差异存在不均衡性．进一步

对中美主流教材在各环节中的探究水平差异进行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目的确定环节，人教版教

材探究水平明显高于ＰＰＰ教材；在方案实施、结

论形成和反思交流环节，ＰＰＰ教材探究水平要明

显高于人教版教材；在方案设计环节，两国主流教

材的差异较小．

２．５　实验探究技能

根据探究技能分析框架，对中美主流教材实

验中所呈现的探究技能进行分析统计，并计算占

总实验数量的比例，结果如图１所示．

１）基础技能表征（Ｃ１～Ｃ４）．中美主流教材

在基础实验技能表征上不均衡，相对而言ＰＰＰ教

材表现稍好．人教版教材中，观察技能（Ｃ２）所占

比例最大，测量技能（Ｃ１）次之，推断与预测（Ｃ３）

呈现比例最低，极差约６０％．ＰＰＰ教材中，观察

（Ｃ２）和测量技能（Ｃ１）比例相当，且超过一半的实

验都有表征，极差约３０％．总体来看，中美主流教

材的基础探究技能呈现均以观察（Ｃ２）和测量

（Ｃ１）为主，推断与预测（Ｃ３）、处理数据（Ｃ４）技能

呈现较少．

图１　中美主流教材实验探究技能所占比例统计

２）综合技能表征（Ｉ１～Ｉ４）．中美主流教材在

综合技能表征上同样不均衡，相对而言人教版教

材表现稍好．人教版教材中，分析解释技能（Ｉ３）

在４个综合技能中占比最多，为５４．６２％，这说明

人教版教材重视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表征最少

的为交流质疑技能（Ｉ４），仅为４．２０％．ＰＰＰ教材

中，综合技能表征有明显侧重，即分析解释技能

（Ｉ３）占比高达９０．８０％，大多数实验都会呈现“分

析”小标题，引导学生获得实验结论；在制定实验

（Ｉ２）、识别与控制变量（Ｉ１）技能方面表征较少．因

此，中美两国的主流教材实验在综合技能表征上

均重视分析解释技能（Ｉ３）．从整体实验技能角度

分析，中美主流教材实验表征较多的前３个技能

［分析解释技能（Ｉ３）、观察技能（Ｃ２）和测量（Ｃ１）］

相同，但ＰＰＰ教材更偏重分析解释技能（Ｉ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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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版教材更偏重观察技能（Ｃ２），较少关注交流质

疑技能（Ｉ４）．两国主流教材实验表征差异最大的

为分析解释技能（Ｉ３），差异最小的为处理数据技

能（Ｃ４）．

３　启　示

１）优化实验设计，创新实验内容．在实验设

计上，增设与生活联系紧密的实验内容，提升学生

实验研究的热情与学习兴趣．尤其在近代物理模

块中，可利用简单易接触的仪器，增加模拟实验，

以加强学生对于微观粒子模型的理解与掌握；在

实验难度上，适当弱化部分模块的实验难度，尤其

是热学模块．

２）提高探究水平，均衡技能表征．ＮＣＴＭ（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认为学

生学习的机会并不是简单的将学生放入到小组

中，而是学生投入的思维水平和种类决定他们将

会学到什么［２１］．因此，教材中不同水平的活动任

务会带给学生不同的思维机会，这些思维将会潜

在地影响学生的学习．人教版教材要完善实验探

究环节，提高实验探究水平，且探究水平应遵循从

控制性水平到自主性水平过渡呈现的趋势，从而

符合学生的思维发展特点．同时，对于技能不均

衡性，教材实验应尽量关注各种探究技能的全面

呈现，尤其是综合技能中的制定实验技能和交流

质疑技能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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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张静，郭玉英．中、芬、韩、加、澳、美高中物理课程标

准的比较与启示［Ｊ］．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３６（６）：

９３９８．

［７］　胡忠国．中美高中物理教材中关于“力的合成和分

解”内容的比较［Ｊ］．物理教师，２０２１，４２（３）：７８７９，

８２．

［８］　李鼎，冯容士．数字化实验在 ＡＰ物理教材中的呈

现特点及其启示［Ｊ］．物理教学，２０２０，４２（８）：１６

１９．

［９］　吴宏伟，焦振兰，闹加周．中美高中物理教材“质点”

模型内容的比较［Ｊ］．物理教学，２０１８，４０（９）：７３

７７．

［１０］　廖伯琴，左成光，苏蕴娜．国际中学科学教材实验

内容难度比较：以高中物理为例［Ｊ］．全球教育展

望，２０１７，４６（４）：２３２９，１０８．

［１１］　印晓明，陈坤．中美高中主流物理教材在“光学”部

分内容呈现的差异与启示：基于培养学生科学领

域内“核心素养”的视角［Ｊ］．物理教师，２０１６，３７

（２）：７４７７．

［１２］　董文杰．中美高中教材中能量守恒实验的比较与

分析［Ｊ］．物理教师，２０１８，３９（３）：７７８０．

［１３］　卞望来．科学探究视角下的中美高中主流物理教

材比较研究：以“万有引力与航天”单元教学为例

［Ｊ］．物理教师，２０１９，４０（７）：６６６８．

［１４］　刘运新．值得借鉴的美国主流高中物理“学材”的

特点分析［Ｊ］．物理教师，２０１３，３４（２）：６９７０．

［１５］　曹周天．教科书研究主题的盘点与展望［Ｊ］．上海

教育科研，２０１８（１１）：５１５５．

［１６］　廖伯琴，左成光，苏蕴娜．国际中学科学教材实验

内容难度比较：以高中物理为例［Ｊ］．全球教育展

望，２０１７，４６（４）：２３２９，１０８．

［１７］　姚娟娟，王世存，姚如富，等．高中化学教材中实验

类栏目的探究水平和探究技能研究［Ｊ］．化学教

学，２０２０（１０）：１９２３，２９．

［１８］　柴西勤．小学科学课上发展学生“猜想与假设”能

力的思考［Ｊ］．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９，３９（７）：

１２７１３１．

［１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Ｓ］．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０］　郭芳侠．中美高中物理教材比较研究［Ｍ］．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２０２１：７０７４．

［２１］　徐亚，隋佳源．小学数学教科书认知复杂程度的比

较研究：以中国、日本、新加坡教材的分数问题为

例［Ｊ］．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１５（１２）：３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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