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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self-made teaching aids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hysics clas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function of self-made teaching aids
in middle school physics, and then analyzes how to combine Internet and self-made teaching aids
organically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Internet, so that they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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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自制教具在物理课堂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学物理自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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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功能，然后结合现代互联网信息化的特点分析了互联网与自制教具如何有机结合，使二者发挥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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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实验器材又是实验教学的基本问题，自制教具的方法不
仅可以很好的弥补实验器材的不足，而且可以为物理实验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因此，如何在当下的
互联网信息化时代[1]，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特点开发自制教具，成为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

2. 自制教具的功能
国际上通常把自制教具称为“廉价”或“无价”的教具，“廉价”是指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少，
“无价”是指教师和学生共同开发和制作自制教具的整个过程所获得的情感体验是无价的。这形象的凸
显了自制教具的使用价值以及在物理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2] [3]。本文根据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将自制
教具的功能由浅入深，分为以下四类：
1) 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最好的“教师”。长久以来，各科教师都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道路上不断探
索。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那些颠覆学生日常认知的实验现象往往最能激起学生的兴趣。《磁
生电》一节中常规的实验是闭合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教师可以利用长导线作为跳绳，在摇
导线的时候，由于不断切割地磁场，从而在灵敏电力计中产生电流。这样的自制教具在增加趣味性的同
时，向学生展示了奇特的电磁现象，带给学生全新的认知体验，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2) 验证物理规律
中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关键阶段，理解书中较抽象的物理规律
有一定的难度，此时恰当的验证规律类自制教具可以帮助学生很好的解决问题。这类自制教具的主要功
能是将抽象的物理规律转变为形象的物理小实验，通过观察总结实验现象验证物理规律。例如，机械能
守恒规律比较抽象，学生不容易理解，此时教师可以制作一个教具：先让小球摆动，摆至最低点时遇到
刀片绳子被割断，小球被水平抛出，测出射程及高度进而测出平抛的初速度，这样就可以在圆周运动的
情况下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此种方法让物理规律不在远离现实，让学生体会到物理规律并不是高深莫
测的，就在自己的身边，减弱或者消除对物理学的神秘感和畏难情绪。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用
来验证物理规律，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物理的自信心。
3) 促进自主创新
传统的物理教具往往存在着原理复杂，成本高，体积大，质量重，学生不易操作，演示效果不明显，
各地区、学校、学生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缺陷。针对这些现象，教师们应该积极开发一切有利于学生进行
物理实验的资源，努力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创造和制作自制教具就是教师进行研究与创新的一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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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例如，在讲解“液体的表面张力”时，课本上的实验是观察棉线和肥皂液薄膜的变化。朱正元曾
说过“瓶瓶罐罐当仪器，拼拼凑凑做实验”，有位老师利用废旧铁丝制作了许多正多面体，把这些正多
面体放入肥皂液中，观察成膜情况，并带领学生发现膜的变化规律。通过观察这些神奇的实验现象，可
以进一步激发学生自主制作教具的兴趣，锻炼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与素质教育以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理念相符合。
4) 加强动手实践
麦克斯韦曾说：“使用自制简单设备的学生常比用精密仪器的学生学到的多，而且由于后者过分依
赖仪器，一旦仪器出了毛病，不敢拆卸它而显得束手无措。”自制物理教具仪器一般都比较简单，就地
取材，易制易修。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放心的让学生接触，不怕学生弄坏，这是传
统物理教具所不具备的。例如，《液体压强》一节中，验证液体对各个方向都有压强时，一般采用液体
压强计，但液体压强计的薄膜极易脱落和破碎，且液体压强计的 U 型管是玻璃的，教师会担心学生弄碎，
所以一般采用演示实验的方法演示实验现象。此时，教师可以讲明液体压强计的原理，让学生积极动脑，
课下自主设计并制作压强计，课上讨论交流。学生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并积极解
决问题。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形成科学的探究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3. 互联网与自制教具相结合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将互联网与自制教具相结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
扩大了人们的学习交流范围，使我们不仅可以跟学校周边的老师专家学习，甚至可以跟远在千里之外，
五湖四海的名师交流，教师在网上互相学习，分享交流自己的经验已经成为常态，通过互联网的学习拓
展了自己的思路，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为教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1) 互联网可以为教师自制教具提供思路和资源
其实，现在物理教学的大环境，自制教具的开发利用情况并不乐观。有很大一部分教师不动手制作
教具，主要是苦于没有制作教具的思路和方法。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师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在网上查
阅相关资料和优秀的自制教具作品，查看前人的优秀研究成果和未解决或有争议的问题。在网上可以找
到很多关于某一节课优秀教师自制教具的详细内容，从创意的来源，器材的选取，到最后器材的设计与
组合，都淋漓尽致的体现出自制教具制作的全过程。教师可以借鉴优秀物理教师的做法，进一步拓展自
己的眼界，为自制教具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和资源，以便“站在巨人的肩膀”看问题，取得更优异的成
果。当然，也要注意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要看原作者是否同意引用、模仿，在引用别人的视频也要标
明出处。
2) 互联网便于与他人交流，集思广益，取长补短
互联网的大环境下，信息交流的方式愈发多元化也更加快捷便利。处于不同地区的教师可以利用互
联网发送电子邮件，互相交流讨论自己对于自制教具的看法。由于自制教具本身的特点，用视频交流会
更加清晰直观，使对方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目了然。网络资源极其丰富，很多自制教具的名家和行家
也愿意和他人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查询物理实验方面名师的联系方式，把
自己的研究成果或困惑，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名师，征求名师的建议，等名师方便的时候回复，不
仅很好解决了时间空间的问题，而且经济快捷。有能力的教师还可以建立教师-教师交流，教师-学生交流，
学生-学生交流平台。这些平台的建立不仅可以促进各地区教师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还可以充分挖掘学
生的潜能，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
3) 互联网为自制教具器材的选择提供新的途径
自制教具实验器材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自制教具的制作是否成功，因此选择合适的器材也是一个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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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发达的电商平台购买自己所需的器材，不仅廉价，而且还可以不用出
去东奔西跑寻找自己理想的器材，有需要的话可以定制。对于农村教师来说，这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
源，教师可以到互联网上查阅正规器材，根据器材的制作原理，利用身边唾手可得的材料制作一个简易
的器材，演示给学生看，或者播放正规实验的视频，让学生课下自己动手制作，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动手实验能力。
例如“液体压强”一节中，在展示液体压强大小时，教师一般是用液体压强计的液面差来表示液体
压强的大小，原理很简单。教师可以用一个漏斗，漏斗粗口处套上一块气球碎片，另一端接一根吊瓶输
液管并连接一个注射器。改变漏斗在水中的深度和方向，观察注射器活塞的运动情况就可以得知液体压
强的大小，当然实验过程中需注意气密性良好。
4) 互联网可以提高自制教具的质量
物理课堂时间有限，不能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做每一个实验，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是学生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一些创新实验，因此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指导学生的课下实验，提高学生的动
手能力。由于互联网本身的即时性以及灵活性，教师可以随时随地的指导学生，当看到不错的课外小实
验也可以在网上与学生分享，指导学生的课外制作，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能力还增加了学习的乐
趣。教师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向学生发布课外拓展资源，拓宽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动画演示
自制教具原理，这样讲解时更加直观、形象。有的通过自制教具演示的实验过程很快或很慢，教师可以
利用软件，提前录制视频，课上播放时调整播放倍速，这样操作便捷、随按随停，便于学生观察实验现
象。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软件，记录分析数据，呈现图像，教给学生普适的处理实验数据的方法，
提高学生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
比如，在“重力”一节中，教师可以让一些小组用天平和自制的弹簧秤测量大小不同的 A 种石块的
质量和重力，另外一些小组测量大小不同的 B 种石块的质量和重力。然后让各小组把实验数据输入 Excel
表格，运用升序功能排列数据，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质量不同的同种石块，质量与重力的关系。在将数据
转换成图像，比较 AB 两种石块的质量与重力关系，得出实验结论。

4. 结束语
自制教具与传统的厂制实验仪器相比，虽然精密度略有不足，但中学物理更重要的使命是使学生认
识物理，感知物理，拥有学习物理的兴趣，通过自己动手更能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物理原理，因此教师
应该努力提高自制教具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师，不能只局限于以往的传统教
学模式，要学会紧跟时代的步伐，学会利用网络工具来丰富充实自己，丰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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