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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师范生传统物理实验考核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种新的普通物理实验课考核模式，采取了多样化

的量化考查手段全面考查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能力，并进行了长达两学期的课堂实践． 结果表明新的考

核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研究结果能够为高校师范类专业实验

课程考试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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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普通物理实验课程是物理教育专业必修的一门

重要基础课程，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学生既能够掌

握科学实验的基础知识，又能够培养实验动手能力，

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和严谨的科学作风［1］． 实验考

核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

环节． 目前，大多数师范专业采取的实验课考核方式

与其他理工科专业考核方式相同，即采取实验报告

成绩与实验操作成绩综合评价方式，这种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过于单一，没有突出教师教育的专业特色，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抄袭实验报告现象比较严重，实

验操作考核过程中偶然因素影响较大，学生的教学

技能和教学水平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2-5］． 基于上

述分析结果，我们结合本院物理教育专业的实际情

况提出了一种适合物理教育专业的物理实验考核模

式，采取多样化的考核手段，突出了对学生平时学习

过程和教学技能培养的考察，并进行了两个学年的

初步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现将考核模式的

主要内容及教学效果描述如下．

1 考核的内容与方式

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6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的 40% ． 平时成绩又包括实验预习成绩、实验操作

成绩、实验报告成绩、创新能力和调研能力成绩．
1. 1 对实验预习情况的考核

将全体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 根据实验项目的

数目，最好每组成员不多于 10 人，原则上每个小组

分一个实验项目) ，每个小组由全体组员选举产生

一名负责人． 负责人制定每次实验的预习大纲，主要

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主要仪器及操纵

规范、实验内容及数据处理方法等，并将资料的查询

任务分配给该组成员，最后由负责人收集汇总各项

资料内容，并撰写预习报告． 教师根据预习报告的内

容给出成绩．
根据预习报告成绩，确定其中一组的一到两名

成员运用多媒体向全班同学对本次实验项目进行讲

授，预习报告成绩不及格的组不得参加讲授，原则上

一组参加一次讲授，讲授结束后，组内其他成员对没

有讲到的或讲授不清楚的地方进行补充，然后其他

组成员进行提问，主讲人或组内其他成员回答，最后

由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裁判组根据讲授情况和回答

问题情况对本小组的讲授结果进行评价打分． 成绩

分为 A、B、C、D 四等，主讲人讲授过程中需做到目

的明确，重点突出，逻辑清晰，无明显专业错误，符合

以上四条者成绩为 A，符合其中三条者成绩为 B，符

合其中两条者成绩为 C，符合其中两条以下者成绩

为 D，主讲人和小组负责人的个人成绩等级为该小

组的成绩，其他成员个人成绩在该小组成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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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降一等． 最后由教师针对讲授过程中不足的地

方进行补充和讲评． 该部分成绩占实验课平时成绩

的 20% ．
1. 2 对实验操作情况的考核

主要考察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中的遵守纪律与

操作技能的情况，学生在操作前须认真撰写预习报

告，认真阅读实验操作规程，操作过程中应避免实验

仪器损坏，实验结果在误差允许范围内，符合以上四

条者操作成绩为 A 等，符合其中三条者成绩为 B
等，符合其中两条者成绩为 C 等，符合两条以下者

成绩为 D 等． 若在实验过程中造成仪器损坏，确系

操作不认真造成的，除操作成绩为 D 等外，应按照

仪器价格照价赔偿，实验过程中鼓励单人单组，若操

作由两人完成，应确定一名主做人，另外一人的操作

成绩比主做人降一个等级． 课前 5 分钟，由教师点

名，迟到 10 分钟以内者，跟随本组一起进行实验操

作，迟到 10 分钟以上，无故缺课以及请假者，跟随下

一组一起进行实验操作． 操作前由教师讲授本次操

作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仪器操作规程等内容． 操作

结束后，由教师根据每位学生情况给出每个人的操

作成绩等级，迟到 10 分钟以内者该项总成绩在操作

成绩的基础上下降一等，迟到 10 分钟以上或无故缺

课者该项总成绩在操作成绩的基础上下降两等． 实

验过程中鼓励学生单人单组，若一台仪器有两位以

上学生一起使用，则只有其中到得最早或贡献最大

的能得本次实验操作的最高分，其他人的分数相对

于最高分数降一个等次． 该项成绩占平时成绩的

30% ．
1. 3 对实验报告的考核

每一轮实验结束后，指导教师要批阅学生的实

验报告，成绩分为 A、B、C、D 四等，批改实验报告重

点在于“实验环境”、“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及排错

分析”等几方面能够反映学生操作技能、观察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内容，教师在批改时，对于实验环境配

置及检查错误、实验操作步骤错误、实验结果错误

等，均需用红笔标出并进行简单注释，如无错误，需

用红笔画对号，最后，按照以下评分标准给出实验报

告成绩，并注明姓名和批阅日期．
( 1) 是否检查实验环境及设备;

( 2) 是否有实验方案，实验任务是否明确;

( 3) 是否能正确使用仪器设备，独立、正确完成

实验操作;

( 4) 是 否 能 自 行 发 现 并 排 除 一 般 性 的 实 验

故障;

( 5) 实验报告是否内容完整、叙述严谨、版面布

局合理整洁、数据处理过程完整正确、实验结论是否

正确;

( 6) 是否能正确回答实验思考题，分析讨论有

一定的见解;

( 7) 是否 遵 守 实 验 操 作 规 程，有 无 违 章 现 象

发生．
实验报告符合以上七条者成绩为 A，符合六条

者成绩为 B，符合五条者成绩为 C，符合五条以下者

成绩为 D．
实验报告批阅完成后，尽快发给了学生，学生改

正了撰写过程中的不足后，上交到实验办公室存档，

对于得分为 D 的实验报告，要求学生重新撰写，重

新打分，且结果不能为 A． 该项成绩占实验课平时成

绩的 30% ．
1. 4 对学生创新能力和调研能力的考核

指导教师在新学期开学两周内向学生下达实验

创新和调研的课题任务，题目由指导教师指定或者

学生自拟，主要内容为对已开设实验项目的改进或

本地中学物理实验开设状况进行调研，每个课题参

与的学生不多于七个人． 课题完成后由学生撰写研

究报告，并进行答辩，由任课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答

辩委员会对研究报告给出最终成绩，研究报告应包

括以下内容: 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结果和结论，

以上四点明确者报告成绩为 A，其中三点明确者成

绩为 B，两点明确者成绩为 C，一点明确者成绩为

D． 成绩满分为 100 分，由调研课题，调研过程和课

题答辩三部分构成，其中题目占 20 分，过程占 50
分，结果和答辩占 30 分． 该项成绩占实验课平时成

绩的 20% ．
1. 5 期末考核

期末考核由笔试和实验操作两部分构成． 笔试

的主要内容为主要仪器的工作原理，实验项目的操

作规程，一些实验结论的理论推导，一些实验结果的

应用等，这些内容主要以问答题的方式进行，约占考

试总成绩的 50% ． 实验操作部分主要是根据给定的

实验设备和材料，给出实验目标，学生按照实验要求

完成实验操作，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实

验结论． 实验考试命题教师要根据学生实验操作的

结果对学生的实验技能掌握程度给出详细的评价．
例如在分光计的调节实验中仪器调节总分为 40 分，

平面镜两面均看不到十字叉线得分为 0 分; 平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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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能看到十字叉线，但未与望远镜上焦点重合，而

另一面看不到得分为 5 分; 平面镜一面能看到十字

叉线，且与望远镜上焦点重合，而另一面看不到得分

为 10 分; 平面镜两面均看到十字叉线但均未与望远

镜上焦点重合，得分为 20 分． 平面镜两面均看到十

字叉线且一面与望远镜上焦点重合，得分为 30 分;

平面镜两面均看到十字叉线且两面均与望远镜上焦

点重合，得分为 40 分．
实验考试实行分组考试，分组的数目有实验项

目数和考试学生人数决定，命题要求一个实验项目

出 A、B、C 等多套试题，使每个组内学生的试题不相

同． 学生的试卷类型在考前抽签决定．

2 实践过程中的成效与不足

在考核措施制定后，就其可行性进行了广泛咨

询和问卷调查，并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使之符

合我校物理学师范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 在 2014—
2015 及 2015—2016 学年中，针对周口师范学院物

理学专业 2013 级和 2014 级普通物理实验Ⅲ进行了

实践，收到良好的效果，得到了本校物电学院师生的

一致好评． 普通物理实验多样化量化考核政策的实

施，使学生更加重视实验课教学，提高了学生的积极

性和创新能力，增强了实验的兴趣．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发现学生到达实验室的时间越来越早，少数学生

能够提前 20 分钟到达实验室进行预习，没有出现过

有学生迟到的现象． 学生的实验报告撰写越来越规

范，少数学生甚至针对一些实验项目提出了非常有

参考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现在教师根据每个

学生的期末成绩能够准确判断出该学生的优点和不

足，并根据大部分学生的成绩了解教学上的欠缺，有

针对性地修改教学方案，是考试对教学过程真正起

到了极大的参考作用，大面积提高了师范专业物理

实验课的教学质量，并对其他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

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作用．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所指定的措施的不

足之处，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学生对创新能力和调

研能力的环节考核积极性不高，参与的人数过少，缺

少到中学去进行调查研究的兴趣与积极性，在今后

的教学中应该有目的的去引导学生进行这方面的尝

试，为学生进行专业方面的调研提供良好的外部环

境和激励措施． 另一方面，对新考核方案的教学效果

缺少量化的评价措施和标准，当前对教学效果的认

识仅限于学生的课堂表现等主观方面的印象．

3 结 论

多年来，通过对师范专业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

教学并参考兄弟院校师范专业的物理实验考核模

式，我们发现传统的单一的实验考核模式不能全面

考查学生对实验技能的掌握程度，不能培养师范生

的教学素养，不能为教师教学计划的修改提供全面

的、有益的参考，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鉴于

以上因素，我们提出了一种针对师范专业学生的全

新的普通物理实验考核模式，这种考核模式能够全

面考查学生在实验课各个环节的掌握程度，培养学

生的教学技能和教学素养，加强理论课与实验课的

联系，更好地为教师制定教学计划提供参考． 通过近

两年的课堂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研究结果

对师范专业普通物理实验课考核计划的制定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对其它理工科专业大学物理实

验考核计划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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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est Methods of Physical Experim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Xu Zhaohui Li Jian Zhang Yunli Du Yuandong

( College of Phys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Zhoukou，He'nan 466001)

Abstract
Based on shortage of traditional test of physical experiments in major of teacher education，a new model was

used to entirely examine students' skill during the each physical experiments teaching link，was proposed and
practiced for two years． It is shown that the students’learning initiative was stimulated，and their manipulative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was improved．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xperiments test in major of
teaching education．

Key words: physics education specialty，experiments test，evalua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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