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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传统实验与数字实验各有特点和优势，本文从实际教学入手，从数据记录的精确

度、实验现象的可视化、实验数据的处理以及传统实验与数字实验的优化融合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给出了促进传统实

验与数字实验融合，使得实验效度最大化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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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是基于观察、实验，并通过严格科学推

理与论证形成的学科，实验在物理学中占据极其

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实验本身还是实验的教育功

能上，其在中学物理教学中都有着其他方法无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提出了物理教学要培养学生的物理

核心素养，包括观念、思维、探究、态度与责任等多

个方面［１］．要想使学生学会科学知识、掌握科学

方法、具有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就必须充分发挥

实验教学的功能，特别是实验教学在物理教育中

的探究功能．另外，《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还

进一步增加了对实验的具体要求，例如在形式上

增加了探究型实验的比例，在方法上增加了对现

代教育技术及数字实验的要求，并明确提出“要重

视数字实验，创新实验方式”．

数字实验是现代教育技术中的重要部分，随

着技术的进步，现代教育手段越来越丰富，实验教

学的作用及效果也越来越明显．如何更好地发挥

各类实验的特点，提高实验教学效果，是广大物理

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

文总结了中学物理教学中传统实验与数字实验的

特点，探讨了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各自优势，加强实

验教学．

１　传统实验和数字实验的特点分析

传统实验，主要是利用传统物理实验器材（弹

簧测力计、打点计时器、电压表、电流表、多用电表

等）所做的实验．其优点为：

１）教师相对熟悉；

２）原理直观便于理解；

３）实验器材大多与学生生活经验相关联（如

弹簧、秒表等）；

４）学生基于对原理的理解，可以进行开放性

实验设计．

不足为：

１）数据采集和处理较为繁琐；

２）不易观察突变物理量的变化；

３）部分物理量不易测量（如磁感应强度）；

４）耗时较长．

传统实验在观察测量能力方面要求学生会观

察仪器的结构、精度、铭牌参量等，了解仪器的基

本原理和正确使用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提升学生对待科学的严谨性；在数据分析能

力方面侧重培养学生实验操作能力、数据处理能

力和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描点、画图、

数据计算等）．



数字实验，主要是指ＤＩ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实验技术，又称“数字化信息系统”，是由

“传感器＋数据采集器＋实验软件包（教材专用软

件、通用扩展软件）＋计算机”构成的新型实验系

统［２］．其优点为：

１）省时；

２）数据采集和处理方便；

３）可实现数据的高频采集，可观察突变物理

量的变化情况；

４）可测量传统实验难以测量的量；

５）有利于学生理解涉及传感器的设备原理．

不足为：

１）教师需要学习不同系统的使用方法，并对

学生进行相应的培训；

２）装置大多基于传感器，数据直观但原理不

易讲解；

３）部分成品装置对学生的约束较多，而基于

不同平台开发的高级实验上手较难．

数字实验对学生观察能力的要求没有传统实

验高，例如数据的采集可由数据采集器完成，减少

了因测量带来的估读问题．数字实验主要侧重于

培养学生的数形结合能力，数据的计算和处理大

多由计算机完成，学生的主要任务在于根据数据

选择合适的函数拟合，能够迅速得出各种图像和

结果．

２　发挥各自所长，统筹设计实验

虽然传统实验与数字实验各有特点，但二者

的实验目的及本质相同．传统实验和数字实验的

区别在于测量的手段和方法，但二者教育的本质

意义相同．能够代表实验教学本质的要素有：

１）基于实验结果得出科学结论的思维准则．

该准则是构建现代科学的基石，可以表述为：演绎

法只有在观察法和归纳法的配合下，才能够建立

科学的逻辑体系，是需要学生领会并传承的科学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通过实验得以揭示出物质世界的因果

律———实验条件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基

于该因果关系，学生才能逐步建立“尊重事实和证

据，有实证意识和严谨的求知态度”的科学思想．

无论是传统实验还是数字实验，都拥有面向

真实实验对象的观察、测量、操作和数据分析过

程，充分发挥二者特点，不仅可以让学生学到更多

方法、手段，还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以达到核

心素养教育目标．因此，教师应当在充分了解传

统实验与数字实验特点的基础上，让二者充分融

合，设计出更优秀的实验方案．

３　实验选择策略分析

综上所述，传统实验和数字实验均有各自特

点和优势，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在实验教学中，

有些实验只用传统实验即可完成，有些实验可能

更适合用数字实验完成，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如

何能更好地将２种实验手段进行整合，以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下面将从实验数据记录的精确度、

实验现象的可视化、实验数据的处理和优化融合

４方面探讨实验教学的选择策略．

３．１　实验数据记录的精确度

在教学策略选择中，从数据记录的精确度需

求来看，对于以定量探究为主要目的的实验，当传

统实验仪器的测量精度不能满足测量需求时，应

选用测量精度高的数字实验作为主要测量手段．

以计时工具为例，传统实验中秒表的最小精度为

０．１ｓ，打点计时器的最小计时单位为０．０２ｓ，而

ＤＩＳ实验系统中测量时间的精度为０．１ｍｓ．如果

实验对时间的精度要求较高，应考虑采用数字实

验方案来进行时间测量．

对于数据记录精度要求不高，传统实验也能

完成的实验，应优先选择传统实验方法．例如“探

究２个互成角度的力的合成规律”的实验，弹簧测

力计的精度就可以满足实验要求，因此可以首选

传统实验方案，如图１所示．另外，选用数字实验

方案（见图２）也可进行实验，但不如传统实验操

作灵活．

图１　探究力的合成规律的传统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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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探究力的合成规律的数字实验方案

３．２　实验现象的可视化程度

实验现象的可视化程度影响实验目的的达

成，而实验目的也决定了对实验现象可视化程度

的要求．当传统实验方案的实验现象能够直观展

示物理规律时，优先选用传统实验方案；当实验需

要体现隐性或者变化较快的物理过程时，可以利

用数字实验高频采集数据的特点，将隐性物理过

程显性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研究迅速变化的物理

量的特点．

以“通电自感”演示实验为例，该实验目的是

通过实验了解通电自感现象．教材提供了通电自

感演示实验电路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通电自感演示电路

教学中采用和电路图相同的电路板进行演示

实验，通过观察２个小灯泡的发光情况，间接了解

电流大小的变化（电流越大，灯泡越亮），从而了解

线圈发生自感现象对电流的影响．实验过程中，

当开关Ｓ闭合，可观察到Ａ２ 灯泡先发光，灯泡Ａ１

滞后发光（肉眼可辨识先后，现象明显）．由实验

现象可以直观得出线圈通电时对电流的增加有阻

碍作用，通过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和楞次定律相

关知识，可以判断出感应电动势的方向，从而解释

通电自感现象．可见本实验利用传统装置进行，

演示效果明显，可以达到让学生通过实验了解通

电自感现象的实验目的，并且教师能够借助此实

验引导学生围绕实验现象、利用所学知识解释现

象．若使用数字实验装置进行该实验，则需对电

流变化曲线进行分析，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分析

能力和图像处理能力，对学生来说难度有所增加．

因此，通电自感演示实验可根据不同教学目标进

行不同选择．

以“测量静摩擦力”的演示实验为例，传统实

验如图４所示，把木块放在水平长木板上，用弹簧

测力计沿水平方向拉木块．拉力犉增大到一定数

值前，木块不会运动，静摩擦力大小等于拉力大

小，但若继续增大拉力，静摩擦力会突然转变为滑

动摩擦力，该变化不易观察．传统实验方案中是

在指针下轻塞１个小纸团，标记指针到达的最大

位置，然后继续用力，观察到木块开始移动时，拉

力变小．如果加入数字实验手段，用力传感器代

替弹簧测力计进行实验，得到拉力随时间变化的

犉狋图像，如图５所示，突变过程被放大，有助于

学生更直观和完整地体会摩擦力的变化过程．

图４　测量静摩擦力的传统实验装置

图５　测量静摩擦力的数字实验方案结果

３．３　实验数据处理的需求

在实验教学中，想要借助实验数据处理达到

不同实验目的，可选择不同的实验方案．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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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让实验者对数据进行定性分析和体会物理

原理，通常用传统实验即可，传统实验操作简单、

原理直观，能很好地服务于该类教学．当实验目

的是让实验者经历实验探究过程，并通过处理实

验数据得到物理量间的定量关系，而实验数据较

多，运算量较大，则数字实验的优势更为明显．

以“测量纸带的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实验为

例，教材用打点计时器记录纸带的运动，介绍了平

均速度和瞬时速度的测量方法，学生通过实验及

处理数据，了解２种速度的区别与联系，关键是时

间间隔选取的长短不同，反映物体运动快慢的精

度也就不同．学生对这样的传统实验装置比较熟

悉，且数据处理直观，所以对于初学者理解平均速

度和瞬时速度的物理概念，使用传统实验方案更

有帮助．

以“探究向心力大小的表达式”实验为例，教

材让学生先感受向心力，体会向心力与哪些因素

有关，然后再进一步探究向心力大小的表达式，最

后能够应用向心力的表达式解决问题．该实验可

使用图６所示的实验装置展开定量探究，通过小

球所在横槽上的刻度可以知道小球做圆周运动的

半径大小，竖直标尺上露出的标记线能够间接反

映向心力大小的变化情况．实验者通过手摇带动

装置转动，根据皮带传动线速度大小相同的特点，

可知小球转动的角速度之比，再结合转动半径比

即可得到小球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度之比．此

传统实验方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控制变量法，设

计对照实验展开实验探究．但用于定量探究仍存

在以下不足：

１）由横臂的杠杆作用使套筒下降来间接反映

向心力大小，向心力的测量不够直观．

２）手摇控制转速，很难保证圆盘转速稳定．

３）转动过程中不方便读数，数据精度不高．

图６　探究向心力大小的传统实验方案

数字实验系统中，探究向心力大小的实验装

置如图７所示，该实验装置可借助计算机处理数

据，便捷直观地得出实验结果，以弥补以上不足．

图７　探究向心力大小的数字实验装置

３．４　优化融合案例

除一些典型的需要传统实验或数字实验来完

成的实验外，通常可发挥二者的优势，进行优化融

合式设计．在优化融合式设计中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考虑：

１）在实验中并行或交替使用传统和数字实验

手段．

２）在导入阶段，首先介绍传统实验方法，便于

学生了解物理模型，并建立验证或探究的逻辑关

系框架，完成实验设计．

３）最大化发挥传统实验和数字实验的优势．

３．４．１　电容器的充放电演示

在介绍电容器的充放电演示实验中，需要让

学生观察和了解电容器充、放电的电流方向相反，

利用传统实验方案可以观察到电流表指针的偏转

方向，如图８所示．

图８　电容器充放电的传统实验方案

充放电过程中，由于电容器两极板间的电压

变化规律以及回路电流的变化规律等均不易观

察，因此可以利用电流传感器替换电流表，显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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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支路电流随时间的变化，让学生更直观地了

解充电电流的变化规律，如图９所示．在完成传

统实验后对部分电路略做改动，将传统实验与数

字实验相结合，以增强实验效果，拓宽学生的实验

思路．

图９　电容器充电电流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３．４．２　断电自感现象研究

在断电自感现象的演示实验中，教学难点在

于让学生掌握流过小灯泡的感应电流的方向和大

小的变化情况．对于传统实验方案，学生可以从

实验电路中直观地观察到电流大小的变化，但电

流方向的改变不被能观察到，需要学生进行电路

分析．基于此问题，本文设计了优化融合案例，具

体方案如下：

１）采用传统实验方案，让学生通过灯泡的点

亮、熄灭及其亮度变化建立对断电自感现象的初

步认识；

２）引入数字实验方案，将电流传感器与电阻

犚串联后（代替传统实验的小灯泡），与线圈并联，

接在电源两端．断开开关后，通过计算机拟合电

路中的电流时间（犐狋）图像，帮助学生了解断电时

线圈产生的自感现象对回路电流的影响；

３）基于灯泡亮灭规律引导学生猜测通电自感

和断电自感的犐狋图像可能呈现的特征，并在黑

板上画出学生预测的图线；

４）闭合电路，稍后再断开，得到断电自感电流

状态的犐狋图像，如图１０所示；

５）重复步骤４），鼓励学生用语言描述犐狋图

像的物理过程，总结断电自感的特点．

通过以上设计可以看出，传统实验电路板不

能直观反映感应电流的方向，需要学生基于实验

现象，利用电磁感应和电路知识做出解释；而利用

数字实验得到的犐狋图像不仅能直观反映感应电

流的方向和大小变化，还能从电流图像中直接读

出开关断开前后流过灯泡的电流大小，从而得出

灯泡闪亮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该实验还可以进

行拓展研究：改变线圈和电阻的阻值大小关系进

行实验，利用传感器读出开关断开前后流过灯泡

的电流大小．即使感应电流小于原电流，也可以

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而在此种情况下利用传统

实验装置进行实验，灯泡将不会闪亮，从而难以观

察到电流的变化．

图１０　断电自感状态下的犐狋图像

４　结束语

通过实践研究对比可知，传统实验和数字实

验各有优势．不论传统实验还是数字实验，只要

对达到实验目的有利，就是教学需要的．随着教

学改革的推进，信息时代的来临，传统教学形式有

了新的发展空间，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学

手段不断被引入到传统教学．因此，在实验教学

中，要基于教学目的充分利用现有实验设备，不断

优化整合实验方案，将实验效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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