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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将中学科学教学学生分组实验的过程分为准备、操作和总结三个阶段, 并简要分析了每一

阶段的心理影响因素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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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组实验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 利用整节课的时间在实验室分组进行实验的教学形

式。它是在教师指导下, 学生亲自动手使用仪器、药品, 处理实验材料, 观察测量, 取得资料数

据, 并亲自分析结果的过程。学生分组实验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良好的品德素质及进行科学方法教育, 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 培养创造能力。

从不同的角度, 可将学生分组实验分为不同的类型。从教学目的的侧重点来划分, 学生分

组实验大体上可分为: 基本仪器操作实验、观测性实验、验证性实验、探索性实验。

基本仪器操作实验就是让学生学习基本仪器的使用和组装。在中学科学实验中, 要求学生

掌握一些基本仪器的使用和组装。如物理学中的温度计、刻度尺、天平、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

电流表、电压表、滑动变阻器、示波器等的使用; 化学中的试管、试管夹、玻璃棒、酒精灯、烧杯、

烧瓶、量筒、分液漏斗等的使用及组装; 生物学中的显微镜的使用、装片和徒手切片的制作等。

观测性实验包括观察和检测两种。这类实验在学生分组实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它主要

是让学生观察一些科学现象和利用已学的知识并运用一定的仪器对某一对象进行检验和测

定。例如, 物理学中观察水的沸腾、观察凸透镜所成的像、重力加速度的测定、伏安法测电阻、长

度的测量、用油膜法估测分子的大小等; 化学中溶液的配制、硫酸铜晶体里结晶水含量的测定、

明矾的检验、分子量的测定等; 生物学中观察叶绿体的装片、观察细胞质流动和细胞的有丝分

裂、观察蝗虫精原细胞的减数分裂的装片和生物组织中可溶性糖、脂肪、蛋白质的鉴定。

验证性实验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实验验证由已学过的相关理论推导出的结论的正确性,

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分析能力, 训练实验技能。如物理学中验证力的

平行四边形法则、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化学中浓硫酸的性质、氨的性质和铝、镁及其化合物的

性质等实验; 生物学中影响酶活性的实验、A T P 的生理作用等。

探索性实验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测量活动和归纳概括的思维方式来建立概念和规

律, 同时训练一定的实验技能。这类实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培养观察实验能力和归纳

概括能力。由于它具有让学生亲自“发现”的意义, 因此, 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例如,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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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用多用电表探索黑箱内的电学元件、研究玩具电机的能量转换等; 化学中从海带里提取

碘、以废铁屑和废硫酸为原料制备硫酸亚铁等; 生物学中制作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等。

验证性实验和探索性实验都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方法, 前者推理判断在前, 实验验证在

后, 后者则是从特殊到一般, 实验在前, 结论在后。在中学科学教学中, 两种实验都有重要的作

用。

从教学的角度来讲, 学生分组实验的过程, 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即准备阶段、操作阶段和总

结阶段。这一过程涉及到认知过程的各个环节, 包括感知、记忆、注意、思维、想象等, 同时还受

着非智力因素如兴趣、动机、意志、习惯等的影响。下面就每一个阶段的心理影响因素及教学要

求做一简要分析。

一、准备阶段的教学要求及心理分析

本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明确实验目的, 理解实验原理, 掌握实验方法, 认识实验仪器,

做好操作与记录的准备工作。其核心是理解实验方案。

中学生的认识兴趣和动机、需要、注意、情感等心理因素相联系。在学生实验中, 当学生对

实验操作及观察现象有浓厚的兴趣时, 就能在实验中集中注意力、产生乐于观察的情感和克服

困难的意志, 这对顺利地完成实验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一般来讲, 中学生

(特别是初中生) 的直接兴趣还占很大的成分, 他们对实验仪器、实验环境、实验操作感到新鲜

和好奇, 容易忽视理论知识及实验要求的学习。因此, 在实验教学中, 使学生在实验之前做好充

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对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实验步骤、仪器操作规范的理解和熟悉。

教师要在每次实验课前, 布置学生预习或复习实验教材和有关的知识内容, 并提出一些问题,

帮助学生思考和理解。

在学生分组实验中, 学生既是观察的主体, 又是操作的主体。当多位同学分为一组时, 观察

和操作主体的被动性常成为妨碍实验效果的主要原因。在课堂演示实验中, 教师及时引导, 可

以有效地防止因观察的被动性导致学生漏察的问题。而在分组实验中, 实验常以好奇、好动、操

作能力强的学生为主进行, 从而使其余的学生没有操作的机会, 对实验现象也不能及时观察,

影响学习效果。在实验准备阶段, 一方面要避免有好奇、好动的学生忽视实验方案的理解, 另一

方面要指导操作能力差的学生在理解实验方案的基础上, 熟悉仪器的操作方法和规范, 并激发

他们对实验的兴趣。

根据实验条件和实验内容的实际情况, 把学生分成实验小组, 并固定好实验室的座位, 选

定一名小组长负责该组的实验, 这是学生分组实验的一项很重要的准备工作。中学生对实验的

兴趣和操作技能有个别差异和性别差异, 一般来讲, 男同学对实验的兴趣高于女同学, 但女同

学在实验操作规范化、仪器保养、数据处理方面较仔细。操作能力强的学生实验兴趣明显高于

操作能力差的学生。在学生实验分组问题上国内外有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男女同学分别编

组, 以避免操作机会不均等; 有的主张操作能力差别大的同学编在一组, 有利于互相促进; 有的

认为应将兴趣相同的学生编在一起, 以利于兴趣的迁移。我们认为实验的分组应以增加动手操

作和相互促进为主要依据, 同时应在实验中加以指导。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一般 2 或 3 个学生

分为一组。

对任课教师来说, 要根据大纲要求和实际情况, 确定实验的具体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 确

定实验课的教学进程, 认真写好实验教案; 要做好实验器材的准备, 并做好预试, 以便实验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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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计划进行。

二、操作阶段的教学要求及心理分析

操作阶段是实施实验方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 安装和调试仪器; 操

作控制实验条件的变化; 观察测量, 取得数据资料; 排除可能出现的故障, 这是培养学生实验技

能和良好实验习惯的关键阶段。

操作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技能是通过练习而巩固的、自动化的动

作或智力的活动方式。按技能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可分为动作技能和智力技能。动作技能是由

一系列实际动作以合理、完善的程序构成的操作活动方式; 智力技能则是指借助内部言语在头

脑中进行的认识活动方式, 它包括感知、记忆、思维和想象, 以抽象思维为主要成分。实验技能

既包括动作技能, 也包括智力技能。人们通过练习掌握动作技能, 一般经过动作的认知和定向

阶段、动作的联系阶段、动作的自动化阶段; 智力技能的形成阶段可概括为活动的定向阶段、物

质或物质化活动阶段、有声言语阶段、无声的“外部”言语阶段和内部言语阶段。根据技能形成

的阶段, 在实际操作中, 教师首先要教给学生使用仪器、进行实验的正确方法和规范的操作; 其

次, 让学生按规范的程序和动作进行训练, 以逐步达到熟练程度。但要注意, 执行规范并不是要

求学生机械地操作, 相反, 应要求学生手脑并用, 可适当鼓励学生在不违反操作规范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

非智力因素是影响学生实验的主要因素。兴趣、动机、习惯、意志等都影响着实验操作。另

外学生在分组实验中的心理状态, 与平时上课有所不同, 主要表现为自由心理、好奇心理、好动

心理、恐惧心理等。我们可将学生对科学实验的兴趣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直接兴趣, 即对丰富多

彩的实验现象的自发兴趣; 二是操作兴趣, 即对通过亲自操作获得实验现象的兴趣; 三是因果

兴趣, 即对探究实验现象发生的原因的兴趣; 四是理论兴趣, 即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处理, 得

出科学规律和理论的兴趣。基于以上分析, 在学生分组实验中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注

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学生分组实验中, 应始终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使他们带着明确的实验

目的, 认真仔细地观察, 积极地动手操作和动脑思考。实验中遇到了问题, 教师应善于启发, 不

能包办代替; 第二, 注意安全。实验要保证无人身危险, 操作不宜过繁。注意控制学生的好动心

理和自由心理, 要求学生动手前事先明确实验目的、原理及现象发生的大概情况。仪器要坚固

耐用, 有安全保护措施, 消除部分学生的恐惧心理; 第三, 激发动机和兴趣。调动学生的好奇心

理、好动心理, 引导学生从直接兴趣, 转入操作兴趣, 进而通过研究性实验, 逐步发展学生的因

果兴趣和理论兴趣; 第四, 鼓励学生对异常现象进行分析。实验中可利用学生的自由心理, 鼓励

和发展学生的好奇心理, 引导学生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 鼓励学生分析异常现象所发生的原

因, 培养学生质疑、求索、求实的品质; 第五, 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坚强的意志。对学生要严格

要求, 要求学生实验前认真准备, 实验中操作规范, 实验后仪器复位, 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实验习

惯。要求学生自己解决实验中遇到的问题, 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意志。

三、总结阶段的教学要求及心理分析

总结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数据、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完成实验报告, 这是从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的重要阶段。

总结阶段的主要认知活动是思维。概括是思维的基础。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分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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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概括、逻辑推理等思维活动, 并利用一定的数学工具, 对实验数据进行认真的处理, 对实

验结果进行正确的分析, 归纳概括出规律, 了解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掌握实验报告的格式和

写法, 写出完整的实验报告。

总结阶段还要注意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进行数据处理时, 有些学生可能对实

验数据不满意, 或者凑一组“好的数据”, 或者是简单地认为实验结果不理想是仪器粗糙造成

的, 这样做是十分错误的。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仔细分析实验过程和实验条件, 找出产生误差的

真正原因, 必要时可以重新实验, 从而培养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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