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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条件和实验教学实施现状，本研究对来自北京市各区县的 79 名初中物理教师展开问

卷调查，运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硬件条件基本满足教学需要，但仍然存在着

资源浪费和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我市普遍比较重视学生动手能力，学生分组实验的开出率较高，并且对于课本中的

一些演示实验教师也会让学生进行分组操作． 另外，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对影响初中物理实验课程实施的因素

做了层次划分和关系解释，发现实验仪器使用的便利程度是影响实验课程实施的直接因素; 教师对实验资源的了

解和课时安排的限制是二级影响因素; 教师对实验操作成功的信心是三级影响因素; 对教师实验技能的培训考核

及设备、实验室的局限是第四级影响因素; 而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中考考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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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发端于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逾十

年( 2002 年至今) ，2014 年，高中课改亦满十秋． 义

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 试行) 》实施建议中着重强

调了要发挥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实验是物理

学的基础，也是物理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和教学方式，

在有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 就北京而言，初中学校里实验条件的一

般情况是怎样的? 现今初中物理实验课的实施状况

如何? 实验条件对实验课的实施有着怎样的影响关

系? 实验课程能否符合物理课程标准的要求? 我们

希望通过对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条件的调查，研究

物理实验课程的现状及授课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

结合北京初中学校的实际情况给初中物理实验评价

体系一些建议．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研究于“课改十年”前夕，以北京市初中物理实

验教学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法和解释结构模型

法(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简称 ISM) 为研

究方法，就一下内容展开了研究．
①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条件如何? 本研究的实

验条件指学校的实验室和实验仪器、耗材等硬件．
②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实施现状是怎样

的? 包括教师如何准备实验和 79 个初中物理实验

教师对于实验的开设是如何处理的．
③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实施的情况是否与

实验条件相关? 或者还有哪些影响因素，这些因素

是如何影响教师实施教学的?

3 研究过程

3. 1 编制调查工具

针对不同的被调查者和研究方面，笔者编制了

两份调查工具．
问卷一是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条件和实施现状

调查教师问卷，问卷分为实验条件和实验实施情况

两部分． 与北京市十一学校初中物理实验员做过交

流后，在实验条件部分笔者确定了三个维度: 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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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和自制教具． 对于固定资产的调查，主要有

实验室和实验仪器两方面，笔者征求过顺义杨镇中

学一线教师的意见后，对于实验仪器的调查按照教

学内容分为声、光、力、电、热五部分; 按照实验类型

分为中考中常出现的演示实验、学生实验、用多媒体

演示放映的实验、操作要求不高、中考中也不是重点

的实验以及很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验． 在实验实施部

分笔者从实验开出情况、准备情况、实施行为和教学

效果四个方面展开了调查．
问卷二是有关影响物理实验教学实施的因素调

查． 笔者经过阅读文献，初步提出七条影响实验教学

的因素． 之后，在北京市市区和远郊区县各选一所学

校( 北京市十一学校和延庆四中) ，征求部分一线教

师的意见，修改了影响因素，最终确定了影响实验教

学实施可能的因素有以下七点:①课时安排的限制，

实验课时间紧②考纲对实验的要求③对教师实验技

能的培训、考核④实验仪器使用的便利程度⑤教师

对学校实验资源的了解⑥教师对实验操作成功的信

心⑦设备、实验室的局限． 该问卷是解释结构模型中

确定选择关系的重要条件．
3. 2 实施调查

3. 2. 1 问卷调查

问卷一的一部分发放是在 2011 年 4 月北京五

中分校举办的全市初中物理新课程改革教学研讨会

上，本次发放正式问卷 96 份，收回 67 份，其中有效

问卷 64 份． 另一部分问卷的发放是在延庆县物理教

研员的帮助下，通过网络对延庆的 15 位教师进行了

调查． 教师问卷共收回的有效份数为 79 份，基本情

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学校类型 城镇学校 43 份，乡村学校 36 份

教师任教年级 一直教初二 10 份，一直教初三14 份，初二和初三55 份

性别 男教师 24 人，女教师 52 人，3 人未填写

教龄 1 ～ 5 年 17 人，5 ～ 10 年 15 人，10 年以上 44 人，3 人
未填写

职称 中教二级 34 人，中教一级 25 人，高级 11 人，9 人未
填写

教材版本 北师版 28 份，人教版 39 份，新课改版8 份，4 人未填
写

3. 2. 2 成立 ISM 小组，确定解释结构模型中各因

素之间的影响关系

解释结构模型小组由延庆县教研员和延庆四中

的四位初中物理教师组成，其中包括了主要工作者

学校一线教师和区县教研专家． 在确定了关键问题

和导致因素后，小组成员商讨导致因素之间的关系，

并按影响关系式填写框图．
3. 3 处理数据

3. 3. 1 问卷的处理

教师问卷采用 SPSS 17. 0 进行分析和处理．
教师问卷的前二十道题采用了五级制量表，分

析出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793，被认为有相

当好的内在一致性，问卷可信． 对于每道题都进行了

均值和标准偏差的计算，便于统计分析． 同时，还应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城乡的实验条件做了差异性

分析; 对于第二十一到二十六题进行了均值、频率和

标准偏差的计算; 对于初中课本中出现的 129 个物

理实验实施类型的勾选，笔者做了频率的计算．
学生问卷同样采用 SPSS 17. 0 进行分析和处

理． 对于问卷中的二十道题，笔者做了均值和频率的

计算; 前 9 道 问 题 采 用 了 五 级 量 表，分 析 出 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718，被认为有较好的内

在一致性，问卷可信．
3. 3. 2 解释结构模型数据的处理

根据最终选择关系建立可达矩阵，得结构模型，

并根据结构模型建立解释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4 研究结果及分析

4. 1 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条件现状

4. 1. 1 北京初中物理实验条件的一般情况

( 1) 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条件和实施情况调查

教师问卷的有关实验条件

结果显示，在有关实验条件的调查中，最低得分

为第四题 ( 托里拆利实验的器材是否满足教学需

要) ，平均分 2. 68，同样在 3 分以下的还有第七题

( 音调与频率的关系的实验器材是否满足教学需

要) ，平均分 2. 77 和第八题 ( 光的反射定律的实验

器材是否满足教学需要) ，平均分 2. 92． 最高分为第

五题( 用温度计测水的温度的实验器材是否满足教

学需要) ，平均分为 3. 97． 其余的题目平均分在 3. 3
到 3. 9 之间不等，总体看来，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条

件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但针对不同类型的实验稍

有差异．
第四题结果反映出: 对于中考中经常出现，但用

多媒体演示更安全、教学效果更加明显的实验，校方

较少开发该方面的实验仪器． 第七题的结果反映出:

对于操作技术要求不高，中考中也不是重点的实验，

校方和教师对该方面的实验仪器开发较少． 第八题

的结果反映出: 虽然我市实验条件普遍较好，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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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影响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实施的主要因素解释结构模型图

一些中考时经常出现的学生分组实验，由于某些原

因，实验仪器还是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五题

的结果反映出: 一些中考经常出现的演示实验仪器

配置比较好．
有关实验耗材是否满足教学需要的第一题平均

分为 3. 51，教师普遍认为实验用小灯泡、电池等耗

材是充足的． 然而，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由于耗材

的购买和使用比较灵活，如果课前对于耗材的准备

不到位，很可能影响教学效果． 对于耗材这一方面，

需要教师和实验员一起精心准备．
第九题有关实验室的数量是否满足教学需要的

平均分为 3. 33，我市初中物理实验室勉强可以满足

教学需要． 可是，对于这一结论，笔者经过访谈了解

到两种典型情况． 郊区某重点初中，实验设备方面十

分齐全，但实验室却较少，经常出现四位老师的实验

课冲撞的现象; 市内某重点中学共有 12 间物理实验

室，其中 9 间用于高中，3 间用于初中． 高中的物理

实验室偶尔会出现闲置的情况，初中的实验课却常

常因为实验室的限制而需要与其他学科调课． 这说

明初中实验室的使用还是比较紧张的，校方应该合

理配置一下资源或者加大初中实验室的建设．
第十、十六、十七题是有关自制教具的调查，其

中第十题( 对于演示效果不明显的实验，您是否愿

意自制教具) 平均得分为 3. 86，第十六题( 对于现象

不明显的实验您是否倾向用动画演示) 平均得分为

3. 96，第十七题 ( 对于现象不明显的实验您是否倾

向用录象播放) 的平均得分为 3. 87． 由此可见，该三

种情况的选择较平均，都为初中教师所接受． 也可以

看出，教师主动自制教具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 2) 学校拥有实验室情况通过“学生实验一般

都几人一组”进行调查，数据统计如表 2．

表 2 学生实验一般都几人一组调查结果
二十一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2. 00 63 79. 7 79. 7 79. 7
3. 00 2 2. 5 2. 5 82. 3
4. 00 14 17. 7 17. 7 100. 0
Total 79 100. 0 100. 0

表 2 中显示: 选择学生实验两人一组的有 63
位，占 79. 7%，三人一组的有两位，占 2. 5%，四人及

以上一组的有 14 位，占 17. 7% ． 也就是说，大部分

学校的实验条件可以满足学生分组实验做到 3 人以

内一组，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学生分组实验的

小组人数偏多，这也许会导致不能使每个人都有做

实验的机会．
( 3) 关于新型数字化实验仪器的调查 ( 我校是

否配备了数字化实验系统? a． 有，教学中也应用 b．
有，但教学中不便使用 c． 有，但我不会操作 d 没

有) ，显示结果如表 3．

表 3 学校配备数字化实验系统调查结果
二十三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1. 00 8 10. 1 10. 1 10. 1
2. 00 34 43. 0 43. 0 53. 2
3. 00 9 11. 4 11. 4 64. 6
4. 00 28 35. 4 35. 4 100. 0
Total 79 100. 0 100. 0

可 知，配 备 了 数 字 化 实 验 系 统 的 学 校 占

64. 6%，而真正运用到教学中的仅 10. 1% ． 很大一

部分人选择了学校配有数字化实验系统，但教学中

不便使用或者没有该仪器这两个选项，也有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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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择不会使用新型数字化仪器． 故新型实验仪器

有待进一步推广到实施使用中来，从侧面也可看出，

很多实验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4. 1. 2 北京初中物理实验条件的差异分析

对于教师问卷的前 20 道题，笔者进行了城乡均

值比较的统计，其中城镇 43 份问卷，乡村 36 份问

卷． 应用 SPSS 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大部分问题

的 Sig-2 tailed 均在拒绝域外，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而

第七题的 Sig-2 tailed 等于 0. 05，刚好在拒绝域内，

认为有显著性差异．
总体而言，城乡在初中物理实验条件上无太大

差异，都与北京市一般情况相近，说明北京市普遍实

验条件都比较好． 但是在操作上要求不高，中考中也

不是重点的实验仪器建设上，无论重点校与非重点

校，城镇明显比乡村学校开展得更好．
4. 2 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课实施现状

4. 2. 1 北京初中物理实验课的开出情况

( 1) 北京市初中物理演示实验的开出情况

调查表明，北京市初中课本( 北师版和人教版)

中出现的 111 个演示实验的开出率分布并不均匀．
其中开出率最高的实验是连通器，平均开出率达到

92. 5%，超过 90%的实验还有奥斯特实验和碘的升

华和凝华; 开出率最低的是第 72 个实验超导现象，

开出率仅有 6%，同时开出率未达到 30% 的实验还

有第 55 个实验水轮机、水电站、潮汐电站、风力发电

机，第 71 个实验常见的半导体器件及第 89 个实验

地磁场．
然而，在一些中考考纲要求的重要实验的开出率

也普遍偏低，针对这种现象，我们重新检查数据，发现

有些规定的演示实验教师安排了学生分组操作．
将这类学生分组实验也视为进行了演示实验，

则演示实验开出率统计显示，平均开出率明显高于

未增加前． 由此可见北京市初中学校对于学生实验

操作能力的培养是很重视的． 但图象的总体趋势与

未增加前相比是相近的，说明各类实验受到某些条

件的制约，学校开出的实验有侧重点．
( 2) 北京市初中物理学生实验的开出情况

调查表明，显然，学生分组实验的平均开出率比

演示实验的开出率高，说明北京市初中比较重视培

养学生物理实验的操作能力． 在北京市课本中出现

的十八个学生分组实验中开出率最高的达到 96%，

为第 9 个实验“用天平称固体和液体的质量”． 同

样，开出率达到 90% 的实验还有第 13 个“用天平和

量筒测定固体和液体的密度”，第 65 个实验“用电

流表测电流”，第 67 个实验“用电压表测电压”及第

79 个实验“测小灯泡的电功率”; 开出率最低的是第

29 个实验“研究液体的压强”，仅有 32% 的学 校

开出．
( 3) 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中仅用多媒体演示的

实验开出情况

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仅用多媒体演

示的实验平均值超过 50% 的有两个: 一个是第 55
个实验水轮机、水电站、潮汐电站、风力发电机，另一

个是第 89 个实验地磁场． 同时，比例还比较高的有

第 32 个实验托里拆力实验、第 41 个实验轮船、飞

艇、气球、潜水艇、第 85 个实验安全用电和第 95 个

实验电磁式电话．
( 4) 仅作为课后作业开出的实验情况

数据显示，仅作为课后作业开出的实验比较少，

其中比例较高的为第 124 个实验压缩气体做功，温

度升高和第 3 个实验测变速直线运动的平均速度．
( 5) 不开出的实验情况

调查表明，北京市初中物理中有个别课本里的

实验在教学中不开出的情况比较明显，其中包括第

7 个实验超导现象、第 6 个实验常见的半导体器件

和第 48 个实验轮轴．
( 6) 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课的开出场所

教师问卷的第 24 题 ( 我校实验课的授课场所

曾在以下地方可多选 a． 教室 b． 实验室 c． 博物馆展

览馆等 d． 野外 e． 其他) ． 结果数据统计显示，北京市

98. 3%的学校实验课在实验室开出，而在博物馆、展
览馆和野外等地开出实验课的只占 6. 4% ． 实验室

是实验教学主要的场所，我们也可以看出，更广阔的

实验场所像博物馆、野外等地是增强实验课开设，扩

充学生知识面的另一学习场地，但此举尚未得到普

遍推广．

表 4 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课开出场所调查结果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1. 00 1 1. 3 1. 3 1. 3

2. 00 33 41. 8 42. 3 43. 6

12. 00 39 49. 4 50. 0 93. 6

25. 00 1 1. 3 1. 3 94. 9

123. 00 3 3. 8 3. 8 98. 7

1 234. 00 1 1. 3 1. 3 100. 0

Total 78 98. 7 100. 0

Missing System 1 1. 3

Total 79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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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北京初中物理实验课实施的准备情况

实验课程的准备在课程实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然而，针对物理实验北京市的物理教师是否做

了长期准备和短期准备呢? 笔者在教师问卷中就长

期准备和短期准备分别设置了一项调查． 调查显示，

教师会在实验课前做好准备，亲自操做一下，熟知实

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道题的平均得分为 4. 39，

说明我市物理教师在态度上很重视物理实验课程．
4. 3 影响实验教学实施的原因———郊区城镇学校

访谈后应用解释结构模型的分析

建立了影响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实施的主要因

素解释结构模型后，可据此进行分析． 由解释结构

模型图可知，影响物理实验课实施的因素是一个

具有五级的阶梯结构，第五级也是最根本的导致

因素有一个: 考纲对实验的要求． 第四级导致因素

有两个: ①设备、实验室的局限②对教师实验技能

的培训． 第三级导致因素有一个: 教师对实验操作

成功的信心． 第二级导致因素有两个: ①课时安排

的限制、实验课紧凑②教师对学校实验资源的了

解． 第一级也是直接导致因素为: 实验仪器使用的

便利程度．
解释模型显示: 考纲对实验的要求是影响实验

实施的根本原因． 同时，考纲对教师实验技能的培训

和考核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各区按照考纲的要求

着重对教师进行培训; 考纲还对学校的实验设备和

实验室建设有着影响，很多教师会在考前让学生进

实验室复习一下考纲中标注的实验考点，这就极大

程度上促进了考纲中出现的实验设备的建设; 考纲

还影响了教师对实验操作成功的信心，对于考纲中

经常出现的实验，教师们会准备的很充分，但对于考

纲中出现较少的实验，由于疏于接触，有些教师做实

验的信心就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对教师实验技能的培训、考核及实验

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也影响着教师对实验操作成功

的信心． 教研活动中如果对教师进行了有效的实验

技能培训，则教师在教学中操作实验的信心就会

更足．
实验仪器使用的便利程度是影响实验课实施的

直接因素，影响这个因素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教师

对学校实验资源的了解程度，教师只有对学校实验

资源有了充分的了解后才能掌握仪器使用的便利程

度，也就是需要教师多了解、接触实验仪器; 另外一

个是课时安排的限制对实验仪器使用的便利程度有

影响，如果实验课时有限，那么学校就会重视仪器使

用的便利性，尽可能地减少实验课上的时间浪费． 同

时，实验课如果过于紧凑，学生对于实验仪器的掌握

就不会特别熟练，导致仪器使用起来也不便利．

5 小结和讨论

5. 1 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条件现状

经过调查分析可知，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硬件

条件普遍较好，能够满足教学需要． 但也不乏存在一

些问题． 其中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源没能得到

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实验室的配置还不能完全满

足教学，校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实验室的数量或

合理调配实验室的使用; 对于一些新型的实验仪器，

教师还未能将其充分带入教学中，教师可以探索如

何将新型实验仪器与教学相结合进而推广新仪器的

使用，使学生对物理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以此激发学

生对物理的喜爱，渗透 STS 教育． 另一个问题是，对

于中考里的个别重点实验，学校配置的仪器也许不

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这需要我们的教师多一些

自己的创意，因地制宜地自制一些教具辅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实验内涵．
5. 2 北京市初中物理实验课程实施现状

我市普遍比较重视学生动手能力，学生分组实

验的开出率较高． 同时，受实验安全性和考纲影响，

教师会用多媒体演示来实施实验教学． 据了解，现今

许多学校在计划课程内安排学生去科学院等地学习

参观，以此增强学生对物理等学科的认识，但在调查

中显示，我市的物理实验课程普遍在实验室开展，去

科技馆、博物馆等地的情况还有待推广．
此外，教师比较重视实验课的准备，大多会在课

前自己亲自尝试操作一遍实验内容以此来发现可能

出现的问题． 但在平时实验技能的积累上，稍微欠缺

从书面上获取间接知识的习惯．
5. 3 实验条件对初中物理实验课程实施的影响

关系

在影响实验教学实施的原因分析中，我们提出

的七个可能因素为①考纲对实验的要求②设备多

少、实验室的局限③对教师实验技能的培训④教师

对实验操作成功的信心⑤课时安排的限制、实验课

时间紧⑥教师对学校实验资源的了解⑦实验仪器使

用的便利程度． 其中，涉及实验条件的有两个． 分别

为②和⑦． 研究结果表明: 实验仪器使用的便利程度

是影响实验课程实施的直接因素，所以校方应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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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有效管理，合理配置人员维护和分配实验

资源是关键． 实验设备多少和实验室的局限是对实

验课实施的第四级影响因素，是根本因素“考纲要

求”的导出因素之一，而并非根本因素． 由此可见，

实验条件对实验课程实施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实

验课程实施的最根本影响是“考纲要求”，因此，我

们优化实验课程可以从实验条件入手，逐级研究，最

后再从考纲出发审视课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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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Physics Experiment ＆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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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epartm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Beijing No. 35 high school，Beijing 100032;

2． Capital Institute of Bas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Ｒesearch，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On the bas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s of Beijing，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good

teaching condition for experiment in Beijing，and there is still a resource-wasting phenomenon． Secondly，this
paper detailedly analyzes the objectiv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and restrict the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it
gives the factors a reasonable arrangement besides an explanation．

Key words: 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ing，Teaching Condition for Experiment，Experiment Implemen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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