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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环境的高中物理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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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多数行业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物理作为高中学

科中的关键一门，同样的在网络大环境的影响下，在教学中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除了给高中物理教

学带来丰富的资源，转变了传统的教学理念，优化陈旧的教学结构，也对教师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本文

主要就高中物理在网络环境下的教学优势及实施策略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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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mode based on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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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most industries 
has taken on a new look. Physics, as a key subject in senior high school, also ushered in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each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o bringing rich resources to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concept and optimizing the outdated teaching 
structure, i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high school physics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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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普遍被认为是高中所有学科当中最难

以理解的一门学科，这与其本身的学科特点有紧密

的关系。高中的物理学科有五大特点，分别是：知

识量大、理论性强、系统性强、综合性强、理性思

维高。 
1 传统模式在高中物理教学的弊端 
在过去，由于科技相对落后，传统的教学模式

比较简单，主要依靠的是“老师讲、学生听”，属于 “填
鸭式”的教学方式，整堂课是以教师为中心开展，学

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并且课堂的授课方式

主要以板书和口头描述的形式进行，很少能考虑到

不同学生的接受水平存在差异。这样的教学模式即

枯燥又乏味，调动不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就很

难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同时，学生缺乏主动探

索、主动发现的学习环境，无法与现实生活中的信

息相融合，学生筛选、获取、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能

力也很难得到培养，故而也就无法达到当今社会对

新时代人才的需求。 
2 高中物理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学生对物理学习缺乏兴趣 
物理学科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良好的思

维能力和空间想象是学好物理的重要因素，不同的

学生，思维构建能力不同，接受知识的效果也大相

径庭，而如果老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

应用板书和口头讲述传授知识，导致接受能力差的

学生由于听不懂课堂的内容，而对物理学习失去兴

趣[1]。例如：在进行“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位移

关系”新授课时，课堂中询问班里的学生学习本节课

的目的是什么，当时在座的一位学生的回答令笔者

印象很深，学生说是为了应付学校的考试。显然从

这样的答复中可知，学生是处于被动的学习中。比

如我们能结合生活的场景，课堂中向学生展示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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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母上起飞的相关视频，从而提问学生为何里面

涉及到飞机的自重和夹板的长度，使得学生对本节

课的学习内容产生极大的兴趣。 
2.2 教师的教学模式过于单一 
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教学主要依赖于课本、板书、

口述，这样的教学模式对于物理这样一门比较抽象

的学科而言，方式获取简单。高中的物理概念需要

理解，而且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建立相应的模型，如

果学生不能及时在大脑形成自己对概念、理论的理

解，就难以达到好的学习效果，如果此时有形象的

短视频可以把抽象难懂的内容直观、形象的展出出

来，能够很大的促进学生的学习。例如，在学习“电

容器的充、放电过程”，学生就很难想象此过程中

的电荷及电流的变化情况，课堂中如果以“Flash
动画”形式将这种瞬间情景进行慢动作播放，使学

生可以直观了解电容器充、放电的情况。这样的教

学效果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是无法达到的。 
3 基于网络环境的高中物理教学优势 
3.1 创新实验，突破客观条件 
要想学好高中物理，是离不开观察和实验。在

物理实验教学的过程中，不但使学生获得了对物理

未知世界的探索，并很好地掌握了相关的物理基础

知识，对学生理解和掌握物理概念、规律以及理论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学生是否能很好地

建立物理基本概念、提出基本规律、引出及理解物

理公式，都是关键的因素[2]。 
物理实验教学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受限制因素

比较多，在课堂和实验室完成变得不可能。传统教

学中，实验条件比较简陋，没有充足的实验器材供

教师和学生教学使用，教师只能采用口述的方式讲

解实验，这样即不能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锻炼，

也限制了学生得到物理规律的途径，不能很好的理

解物理知识，课堂变得枯燥乏味，学生兴趣低沉 ，
学习效果自然也就不好[3]。 

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借助网

络技术开创物理实验教学新模式，使问题得到避免，

从而弥补实验教学遗憾。例如，在进行“牛顿第一定

律”内容讲解时，主要是通过实验再加上合理的外推

得出最终的结论。“伽利略的理想斜面”能否成功演

示，是帮助学生理解本节课的关键，该实验对条件

要求比较苛刻，此时教师可以借助网络的仿真技术，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构造出完全光滑的曲面，使小

球每次从同一高度释放，改变曲面的弯曲的程度，

观察小球上升的高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物体的

运动不是靠力来维持的，且物体在不受力时，将维

持原来的状态而不发生改变（静止或匀速直线运

动）。这样进行物理实验教学，增强了教学的视觉

效果，开阔学生的视野，课堂教学氛围轻松愉快，

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即感到轻松又印象深刻。对物理

学科的学习兴趣也进一步加深。 
3.2 借助教学辅助工具，强化教学效果 
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学校的教学设施、

硬件都得到了完善，希沃白板作为多媒体辅助设备

更是得到了多数学校的青睐，该设备的应用给教学

带来极大的便利，丰富了高中物理教学课堂，拓宽

了学生的视野，实现了高效课堂[4]。比如：在进行高

中物理选修 3-1 第二章第六节《导体的电阻》一节时，

需要学生掌握高中阶段两个关于测量长度仪器的应

用，分别是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该部分内容属

于高考物理试卷的重要考查内容，属于较难理解的

知识，尤其是对游标卡尺的考查。有时鉴于学校教

学设备并不是很充足，不能满足在进行该堂课讲授

时人手一个游标卡尺或螺旋测微器，此时教师可以

调出希沃白板里面附带的教学用具，里面含有该两

种设备的教学软件，利用仿真实验软件让学生在计

算机中对两种一起进行操作，具有很强的便捷性与

实操性，并及时掌握关于两种仪器的读数规律。 
4 以网络环境为背景的高中物理教学模式的实

践探究 
4.1 利用网络技术，设置情境教学 
高中物理知识比较抽象、繁杂，学生难以理解，

教学中如果引入情境导入，以播放短视频或生活中

身边的实例进行情节导入，使学生对本节课涉及到

的的物理知识不再感到陌生，并有熟悉感，即降低

了教师的新课导入难度，又提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了课堂效率。作为高中物理教师，要使学生喜

欢上自己的课堂，就需要使用网络功能，借助网络

媒体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设身处地感受物理知识

的魅力[5]。网络中有大量的资源可以供教师新课导

入应用，比如播放新课涉及到的物理史事，拓展学

生的课余知识范围；先进科学事迹在本节知识的体

现，激发学生对物理学科的素养情怀；民间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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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人知又和物理学科紧密相关的故事等等，这些

都可以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为新课的导入带来精

彩预示。物理教师在进行授课时，选取与课堂内容

相关的片段进行播放，可以很好的吸引学生的关注

力，并使学生对本节物理课的学习产生强烈的兴趣，

激发学生内在驱动力和求知欲。在平时的教学中，

多数的物理问题都涉及到生活中熟悉的情境，此时

教师可以借助网络的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呈现生活

实例，使学生对物理问题不再有陌生感。对于生活

中不常见的物理现象，可以借助网络技术的动态模

拟功能给学生再现出来，为物理教学增添神秘色彩。 
4.2 利用网络进行微课教学，突破教学难点 
在网路技术的支持下，教学方式变得多种多样，

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也变得

多样化，为高效的教与学都带来了便利性。微课就

依据于高科技的发展，利用网络技术产生的。微课

能够突破教学的重难点，降低物理教学难度。高中

物理知识相对来说比较繁琐深奥，对于基础较差的

学生而言，在接受新知时会有一定的难度，如果遇

到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那么后面的学习也会感到

轻松，否则越积越多，学生学习起来吃力，也会逐

渐丧失学习物理的兴趣。由于微课学习不限时间不

限地点，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对所学内容

进行巩固复习，将课堂中不太懂的问题通过微课的

方式及时得到解决，这样也能增加学生学习物理的

自信心[6]。对于课堂中一些抽象的问题，教师可以

利用微课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播放出来，并将

与本节课有关的物理知识简单阐述，利用这种形式

给学生将问题呈现出来，把难以理解的物理原理借

助身边形象的生活实例展现出来，使学生不再感到

陌生，同时也会激发潜意识的求知欲。课程结束时，

教师利用空余时间，将自己对本节课认为比较重要，

但学生又难以理解的部分制作成短视频微课，分享

到班级 QQ 群或微信群，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时

间作出合理安排，及时消化课堂中有疑问的知识，

达到查漏补缺的效果，同时利用微课可重复播放功

能，将遗忘知识复习，最终起到巩固提高的作用。 
4.3 利用网络技术，改善教学设计 
一堂课的成功关键，在于对教学环节的设计。

高中物理教学设计在网络环境的辅助下，可以更加

完善全面。教师利用网络技术，通过六个环节进行

完整的教学体系。首先，利用网络技术创设物理教

学情境[7]。例如：在进行《静电现象的应用》教学时，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高层建筑物在电闪

雷鸣的环境下，楼顶的避雷针出现尖端放电的现象，

从而就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对学生进行设疑，引起

学生的好奇心，激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第二，

通过网络信息环境，让学生搜索本节相关资料，自

主预习新课，在预习的过程中将不懂得问题标记出

来，教师在讲授新课时学生就会有针对性的听课，

这样即使学生的听课效率得到提高，同时又锻炼了

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三，利用网络环境促进学生合作学习、共同探究

能力养成。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设置与本节课

有关的几个问题，让班级学生以四个人为小组进行

探讨、交流、分析，在集思广益中获得最佳的答案。

这样的教学模式，既可以增进同学之间的情感交流，

同时可以使学生的思维逻辑得到完善。第四，在一

节课结束阶段，让学生以第一主人翁的形式将本节

课的内容做个小结，通过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概括，

教师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遗漏问题，再做最后的总

结性发言，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学生的总结能力得

到锻炼，达到深度教学的目的。第五，通过网络环

境的设疑，引起全部学生的参与，调动全班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使得课堂氛围活跃。最后，利用网络

环境的仿真技术，探索实验新的教学模式，使学生

的创新精神得到锻炼，也提高了动手实践能力，拓

宽了学生的视野，同时实现了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升

华。 
5 结语 
总之，网络技术在教育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

探究网络在教育中的作用，对教学而言，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高效的物理教学离不开对网络技

术的应用，可以使教学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作

为物理教师，需要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紧跟社会

的发展，除了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还需要学习先

进的网络技术，将物理教学与网络技术进行最佳整

合，构建高效的物理课堂，便于通过课堂教学中可

以使学生的物理思维、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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