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具的变迁，课改的理念 

——朗威®DISLab 综述 

 

一、要求的提出与实现 

随着上海二期课改的正式实施，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

会和上海市第二轮课程教材改革物理教材编写组，针对适用于物理实验教学领域的信息技术

设备进行了长期的考察论证，确立了以下工作要求： 

▲必须为实现课改“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理念寻求可靠的物质载体，以实现培养

学生使用工具，特别是信息技术工具进行探索研究和自主学习能力的课改目标； 

▲要在技术为课改服务的前提下自行研发新教材所需的实验设备，以保证设备对教育、

教材的适切性和独立的知识产

权； 

▲技术研发和课程设计必

须同步进行，做到紧密联系、持

续发展； 

▲为保证研发的顺利实

施，必须首先建设由教育专家

和技术专家组成的，稳定的、高

水平、紧密型的研发团队。 

为此，上海市教委组建了

一个国内首创的，研、学、

产、教一体化的研发机构——上海市中小学数字化实验系统研发中心。中心的加盟单位包

括教委教研室、风华中学和山东省远大网络多媒体有限责任公司，中心主任由著名实验教

学专家，特级教师、特级校长冯容士先生担任，于 2002 年 4 月开始了朗威®DISLab——数字

化信息系统实验室（朗威®系数字化信息系统实验室的注册商标）的研发工作。 

朗威®DISLab 的基本系统结构为“传感器＋数据采集器＋计算机”，以一系列传感器替代

了传统的测量仪器，能够完成括力、热、声、光、电、磁、原子物理等多种物理量数据的

采集。传感器数据通过四通道数据采集器处理后上传到计算机，由教学软件进行实时的处

理与分析（图 2）。 

图 1  DISLab 研发场景 



三年多来，1300 多台朗威®DISLab 产品走进了上海 53 所二期课改试点学校，以及浦东

新区、徐汇区、闸北区、虹口区等近百所高中。朗威®DISLab 在上海以外拥有超过 300 所高

中及几十所大专院校用户，促进了实验设备与课改教材的同步发展。截至目前，朗威

®DISLab 已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和完善。 

 

二、实现积极的整合和对传统的超越 

朗威®DISLab 将实验数据数字化，在真实实验的基础上实现了信息技术与物理实验教学

的整合。使用朗威®DISLab，能够完成力学、运动

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及原子物理实验数百个。 

教学实践表明，尽管朗威®DISLab 的传感器替

代了部分测量仪表，但引入朗威®DISLab 之后的物

理实验教学体系并没有形成“断层”：实验数据依

然来自传统的实验装置，音叉、磁铁、螺线管、

轨道小车、挡光片、水槽、烧瓶等“实验数据源”

没有变化，自感现象演示仪、查理定律演示器等

实验装置也都继续发挥着作用，只是数据采集和

分析处理手段借助信息技术得到了显著改观。 

例如，进行“自感现象”教学时，自感现象演

示仪仍可“位居前排”，但连接在电路上的已经不

是演示电表，而是朗威®DISLab 电流和电压传感

器。这一改变使得原来只能凭借小灯泡的明灭和

演示电表指针的摆动进行观察的自感过程，通过

“电流、电压—时间”图线而获得清晰体现，学生对

自感现象的认识深度大大提升。 

再如，进行“弹簧振子摆动实验”时，“服役”多年的弹簧振子演示器依然“宝刀不老”，只

是原来的振子被朗威®DISLab 位移发射传感器替换（图 3）。位于位移发射传感器一侧的位移

接收传感器接收到振动数据，计算机屏幕上即可实时描绘出弹簧振子的 S-t振动图线。 

除了沿用传统实验装置以外，中心还根据朗威®DISLab 的技术优势，经过反复试验和精

心设计，开发了基于朗威®DISLab 的多用力学轨道、机械能守恒实验器、向心力实验器、力

的合成分解实验器、环形线圈、匀强磁场螺线管、平抛运动实验器、安培力实验器、温差发

图 2  DISLab 的基本构成 

 

图 3  用 DISLab 改造的弹簧振子实验器 



电实验器、远红外加热器、热辐射感应器、斜面上力的分解实验器、凸面桥受力实验器等一

系列新型实验装置，在更新测量分析工具的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实验信号源的质量，攻克了一

批传统实验难关。 

在延续传统的

同时超越传统，使

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整合传统实验手段

和教学方法，做传

统实验手段做不了、

做不好的实验，正

是朗威 ®DISLab 的

生命力所在。 

 

三、科学分配教学时空 

由于朗威®DISLab 具备“实时实验”的功能，数据采集、处理和图线描述都由计算机完成，

所以师生们可以从数据读取、记录，公式运算和图线描绘等繁琐的简单劳动中解脱出来。朗

威®DISLab 为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研究，进行广泛的体验、合作和

交流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在朗威®DISLab 的应用过程中，教师们充分发挥了朗威®DISLab 这一

突出优势，利用“实时实验”节省出的时间，引导学生改变实验条件，对物理现象和物理规律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提高了学习过程的质量（图 5）。 

 

控制变量法是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基本方法，也是科学思维的逻辑基础之一。要让学

生感受某一物理量的改变对另一物理量变化的影响，最终将认识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就必

须保证控制变量法实施过程的完整性。因此，涉及控制变量法的实验均需耗费较多的时间。

使用传统仪器设备，仅数据记录和计算一项消耗的时间就占据了实验过程的大部，很难完整

地展现各个物理量之间的因果关联。而 DIS 实验首先实现了实验数据的采集、记录和分析同

步进行，实验效率的提高使得单位时间的使用效率空前提升，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实施控制变

量法就基本不受课时的制约了。 

图 5  DISLab 提高了实验效率 

图 4  向心力实验器（左为手工制作的试制品，右为铝合金压铸的定型产品） 



例如，在碰撞实验中，教师可多次改变碰撞时间，使学生对公式 FΔt=mΔv形成了全面

而深入的理解。此外，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开发很多研究性课题，设计出一些能够强化学生参

与和体验的实验活动。比如让学生预先设计出一种运动模式，并画出其 S-t图线，然后移动

位移传感器，使运动规律满足

预先设计的模式。由于 S-t图线

可以实时显示在计算机屏幕

上，可供学生很方便地予以比

较，并做改变运动模式的多次

尝试（图 6）。这样的实验活动

不仅生动活泼，也符合学生的

认知规律。而开展这些活动的

关键，还是在于使用朗威

®DISLab 所节省出的大量时间。 

2003 年 3 月，中国教育学

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

长乔际平教授在参观了实验展

示之后，欣然为朗威®DISLab 题词：“科学分配教育时空的新探索”（图 7）。 

 

四、强化软件的教学功能，贯彻二期课改理念 

为了在人机交互层面强化对课改理念的贯彻，朗威®DISLab 并行配备了两种软件——教

材专用软件和教材通用软件。 

1、教材专用软件 

教材专用软件完全与二期课改高中物理教材（试验本）中的实验设计相同步，按照教学

内容的逐步展开，以菜单方式设置了基础型、拓展型和研究型教材规定的 26 个实验类别所

需的软件。该软件具有简洁明了、操作方便，具有分门别类、实验针对性强、上手就做、一

图 6  位移传感器＋计算机，能够实时测量位移和速度的动态变化，使得学生可以绘制各种各样的“s-t”图和“v-t”图 

图 7  乔际平教授题词 



键 OK 等特点，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傻瓜软件”。 

作为朗威®DISLab 导入上海二期课改教程的铺路石，“傻瓜软件”绝非凭空得来。构思和

开发“傻瓜软件”体现了重要的教学思想，强化了朗威®DISLab 作为二期课改载体的作用。 

首先，信息技术应用于物理教学，必须搞清楚其中的“主从关系”：是“技术为教学服务”

还是“教学服从于技术”。我们选择前者。因此，朗威®DISLab 的软件必须简单易用、重点突

出，才能让技术服务于教学。这是“傻瓜软件”诞生的背景之一。 

其次，教材中设置的一个个实验并非孤立存在，促进学生对物理现象和物理规律循序渐

进的认识才是教材编写者的初衷。针对具体实验而开发，拥有相对独立的实验界面的“专用

软件”，就是学生按照认知规律攀登物理知识山峰的一个个台阶。 

例如，学生接触的第一个实验是“研究匀速直线运动”。在这个实验的专用软件界面中，

首次展示了“物理量-时间”关系图线，即 S-t 图和 v-t 图。此后的“从 v-t 图求加速度”、“牛顿

第二定律” 等实验也多次出现了有关的实验图线。这些实验注重物理方法的导向，强调图线

的功能和利用图线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在层次上不断递进和扩展。又如，

在“动能大小的研究”专用软件中，实验装置利用小车克服摩擦力作功，表征小车动能的大小，

然后根据所测数据，预测它们存在的规律和趋势（实际是对实验的猜测），然后利用计算机

提供的拟合功能做出判断。这样就可以将学生真正置身于实验数据的环境中，促使他们合理

想象，自主探讨，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的目标。上述对教材和课改理念的实现，

就是通过难易有序、分门别类的教学专用软件来实现的。这是“傻瓜软件”诞生的背景之二； 

再次，物理世界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实验数据的不同特征。大部分实验数据能够呈现出“物

理量－时间”关系图线，但是，“挡光时间”和“挡光时刻”等时间数据仅为时间轴线上的一段

或一点，原子物理中的辐射强度是单位时间内的累计值，光的干涉衍射以及波长的测量则不

图 8  不同版本的教材专用软件主界面（3.0、3.01、4.0、5.0） 



考虑时间因素，等等。专用软件可以根据其物理量的自身特点，从界面风格、结构体系、功

能设置上呈现其个性特征（图 9）。 

从技术层面来讲，数据采集器必须与信号频率适配，才能保证真实体现实验数据的变化

过程。如：要使交流电（50HZ）的测量波形

得到满意效果，其采样频率不得低于 1KHZ；

而声波和室温信号的变化频率相差悬殊，在

采样率的设置上就要区别对待。而在实验教

学过程中再补充强调如何调节采集频率显然

超出教学要求。量身定做的专用软件，针对

不同的实验设定了不同的采样频率，不需要

用户再行调节。这样不仅方便易用，获得较

好的显示效果，也使信息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这些就是“傻瓜软件”诞生的背景之三。 

教材专用软件虽然被称为“傻瓜软件”，

但“傻瓜”显然不傻，除了能够实现特定功能

以外，该软件同样具有很强的扩展性。例如，

使用朗威®DISLab 微电流传感器，配合“微弱

磁通量变化时的感生电流”软件，凡是能产生

微小电流的实验都可实时显示，如：“单根导

线切割磁力线”、“玻璃导电”、“水果电池”、

“地磁研究（图 10）”等多达数十个实验，就

是利用此软件来实施的。 

2、教材通用软件 

随着上海二期课改试点的深入，特别是

拓展型教材和研究型教材的使用，对朗威

®DISLab 软件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通用化、

平台化的设计思想，中心又研发推出了朗威

®DISLab 教材通用软件。该软件遵循主流

工具软件的规范，提供了数据显示、分析

和处理的通用界面，内置了组合显示、数

据表格、分析计算、曲线拟合等功能（图

11），能够完成传感器量程内的所有实验。 

图 10  地磁场研究（教材专用软件） 

图 9  教材专用软件的实验结果呈现方式（上：图线；中：

数字；下：直方图） 



通用软件和专用软件与相比各有千秋：专用软件设定的实验条件较为理想，简洁、易用，

针对性较强，更贴近课堂教学；而通用软件对计算机操作水平有一定要求，使用自由度较大，

需要自行设定的功能较多，更适于探索研究。 

在朗威®DISLab 的应用过程中，教师通常在使用教材专用软件完成基本实验任务后，即

引导学生借助通用软件相对较强的分析、扩展功能将实验加以深化。该软件已成为广大师生

在物理教学中进行探索研究的有力工具。 

工具是大脑的扩展、手的延伸，是文明进步的阶梯。朗威®DISLab 教材专用软件与教材

通用软件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软件工具体系，两者均可完成教材规定的实验内容。

师生可借助不同的软件工具完成同一实验，在殊途同归的发现中体验物理实验的乐趣。 

 

五、利用信息技术填补测量空白 

朗威®DISLab 凭借信息技术填补了传统实验中多个测量空白，如动态受力实时测量、动

态位移实时测量、磁感应强度测量、二维平面内光强分布测量、微小信号测量、暂态信号测

量、多数据并行测量等，解决了多种物理量精确采集问题。。其中，各种传感器技术的应用

是填补测量空白的“硬手段”，而软件技术则是优化实验设计的“软工具”。很多借助传统实验

装置想做而做不好的实验，借助朗威®DISLab 均可轻松完成。 

以“力的相互作用”为例，传统实验中提供的实验器材是两个弹簧秤，让学生对拉一下，

能观察到弹簧秤上的示数相同或相近即可。而朗威®DISLab 利用两个力传感器对拉，实时显

示、记录两力的大小、方向及变化过程，拉力和压力可瞬间切换。即使在实验者处于活动状

态下，亦能够完成实验。其它，如：“超重失重”、“最大静摩擦力实验”、“冲量实验”、“微弱

通用软件的组合显示功能 

 

通用软件的离散点绘图功能 

通用软件的数据拟合功能 通用软件的分析计算功能 

 图 11  教材通用软件的部分功能 

 



磁通量变化时的感生电流”、“通电螺线管内的磁场研究”等，借助中学传统实验装置很难做

出的实验，也有了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从而对迫切要求填补实验空白、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的广大一线教师们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多的教师开始倾向于使用朗威®DISLab 来

对物理实验进行升级和改造。 

 

六、朗威®DISLab 面向未来 

上海市二期课改引入朗威®DISLab 的着眼点，是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纵观历史，人类的发展和进

步是建立在工具和手段的进步之

上的。传感器、计算机等先进的技

术装备，都是物理学科多年发展

演进的直接成果。时代在变化，科

学在进步，应用于教学领域的技

术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将朗威

®DISLab 引入物理实验教学，不仅

改善了实验效果，而且提升了实

验的技术含量，其本身就成了卓

有成效的科学教育。同时，朗威®DISLab 的应用，有效改变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方式和

学习方式，学生使用工具，特别是信息技术工具进行探索研究和自主学习已经收到了效果。

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环境的一代新人，也正随着课改的深入和朗威®DISLab 的推广而成长。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引入朗威®DISLab，不仅完成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教材整合的一个课题，

更标志着教育观念的重要转变。因此，朗威®DISLab 的研发和推广工作更多是在技术之外和

技术之上的，也注定了其创造性和挑战性。 

 

 

 

（原载于《物理教学》2004 年 9 月号） 

 

图 12  冯容士先生指导学生进行 DIS 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