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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应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汪 涛 

江西科技学院附中  江西南昌 

【摘要】高中物理作为现代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对学生自身成长及综合素养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有着

极大的影响；而由于传统教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部分高中物理教学的过程中，相关教师依旧采用传统

方式，且教学内容还局限于教材内容，教学氛围沉闷，无法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相关教师需要积极转变传统教育理念与模式，顺应新课程改革标准等方面的要求，加强合作学习等方式的

应用，并联合学校领导，定期开展实验操作与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物理专业素养，为现代高中物理教学工

作整体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下面主要对合作学习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应用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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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education work, high school physics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own growth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concepts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some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it is related Teachers 
still use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textbooks. The teaching 
atmosphere is dull and cannot effectively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relevant teachers need to actively change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models to comply with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standards, etc.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other methods, and 
cooperate with school leaders to regularly carry out experimental operation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to improve 
students' physic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verall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The following mainly analyz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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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作学习的具体概述 
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合作学习主要是指充分发

挥出学生在教学过程的主体地位，根据教学内容进

行互相讨论交流，同时还可以向教师寻求指导与帮

助，更加便捷的吸收教学内容，解决学习过程的重

点难点问题，提高学习效率与自信心，保障后期教

学过程的顺利进行；同时，借助该方式的应用，能

够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协作意识与能力，

充分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其自身成长及

社会整体发展提供极大的促进作用[1-2]。 
2 高中物理教学的具体现状 
研究表明，由于部分教师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

响较深，当开展高中物理教学工作时，其依旧以提

升学生成绩为目标，且自身教学模式传统陈旧，限

制了学生学习兴趣与教学质量的提高，日常教学过

程中以理论、概念及规律等方面的教学内容为主，

其教学思想、学习方法及实验操作等方面的内容较

少，阻碍着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同时对高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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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整体发展造成影响。 
3 合作学习应用于高中物理教学的重要性 
3.1 创新教学模式 
在现代高中物理教学工作开展时，通过加强合

作学习方式的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师生交

流沟通的水平，优化二者间的关系，提升课堂教学

氛围的生动性与灵活性；在另一方面，借助合作学

习方式的应用，能够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降低传

统填鸭式、灌输式等方式的影响，强化提高课堂教

学水平，同时促进学生自身知识、专业素养等方面

的进步与发展。 
3.2 培养学生合作意识与能力 
在过去，由于教育观念与模式较为传统陈旧，

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得不到足够的交流沟通机

会，由此导致课堂教学氛围沉闷，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久而久之对物理及高中教学

整体工作运转与发展造成影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相关教师需要顺应新课程改革标准及教育部门的政

策要求，加强合作学习方式的应用，当教师设置问

题之后，学生可以自主搭配，组建学习小组或团队，

通过交流讨论，寻找解决方案，同时培养其自身的

合作精神与团队意识，进而促进学生自身健康成长

与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3.3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除此之外，当合作学习应用于现代高中物理教

学过程中时，其还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以此来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进行深入探究；而教师

则可以通过日常交流，明确学生自身的知识水平与

需求，并结合教学内容，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优化

调整，提升教学过程的灵活性；同时，教师可以为

同一题目提供不同的解法，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

掌握，提高学习效率，以此来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知

识内容的自信心，进一步提高现代高中教学整体的

水平与质量[3-9]。 
4 合作学习应用于高中物理教学的实践措施 
4.1 加强教学内容的科学设计 
当前时期，为了加强合作学习在高中物理教学

中的应用，相关教师及学校领导首先需要提高对物

理教学的重视程度，以此为基础加强教学内容的科

学设计，提升合作学习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对

传统教学过程中单调、枯燥等问题进行处理，吸引

学生注意力，挖掘其自身潜能，保障教学水平与质

量的提高；在另一方面，在对合作学习内容进行设

计制作时，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自身专业知识

水平，避免由于学生理解能力不足而降低学习效果，

确保现代高中物理教学工作正常稳定的进行与发展

下去。 
4.2 加强教学目标的明确 
在任何一项教学工作开展时，相关教师需要事

前制定清晰明确的教学目标，并结合相应的教学方

案与管理制度，保障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而在高

中物理教学工作开展时，相关教师可以借助合作学

习方式的应用，对学生日常学习状态、兴趣及理解

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观察了解，并以此来制定科

学完善的教学评价机制，在最大程度上保障高中物

理教学工作整体的健康发展。 
4.3 加强合作学习环境的创建 
通常情况下，由于传统观念与教育模式等因素

的影响，高中物理教学氛围较为沉闷且枯燥，限制

了学生学习兴趣与质量的提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提高物理教学水平，相关教师可以加强合作学

习方式的应用，并借助现代化教学设备设施的应用，

丰富教学资源内容，吸引学生注意力，并拓展其自

身视野与知识范畴，同时还可以加强小组合作等方

式的应用，提高学生交流讨论水平，营造出更加舒

适、轻松、和谐的学习环境，为学生自身的健康成

长与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打下优良的基础。 
4.4 加强分层教学方式的应用 
同时，由于不同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性，传

统教育模式无法满足全体学生学习的需要，同时还

会削弱其自身学习兴趣与自信心，为了改变这一现

状，相关教师可以加强分层教学方式的应用，将全

体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分别制定教学目标、方案

及管理制度等，提高实际教学效率，为后期教学过

程的顺利进行提供充分促进作用。 
4.5 加强课堂活动形式的丰富 
除了以上措施之外，为了提高合作学习在高中

物理教学中的应用与发展水平，相关教师还需要加

强课堂活动形式的丰富，对传统单一活动形式进行

转变，激发出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而在部分重难点、复杂内容或常见误区问题进行讲

解时，教师可以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并以活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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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者等角度引导学生对知识内容进行充分理解，

保障高中物理教学整体健康稳定的发展下去[10-23]。 
5 总结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标准的影响下，传统

教育理念与方式无法满足现代教学工作的需要，对

日常教学及学生自身成长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为此，在现代高中物理教学过程中，相关教师需要

积极创新教育理念，加强合作学习、分层教学等现

代化教学方式与设备设施的应用，丰富教学资源内

容，优化教学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现代

高中物理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提高，从而推动现代教

育行业整体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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