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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 state physics is to study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solid
particle interaction and movement rules, and to eluci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and its use of the subject,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solid
state physics in the discipline of the importanc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its own solid physics teaching practice, carried out some
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solid state physic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of solid state physics course and expect that solid state
physics teaching can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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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越来越明显，不同学
科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科学逐渐向综合性方向发展[1]。固体物理作为
一门基础性学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现在，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都开设了固体物理课。开设固体物理课的专业也由原来的物理学相关专业扩
展到了材料科学，光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能源技术等专业[2]。本文根据
应用物理类专业固体物理课程的开设情况与作者的实际教学经验，对如何提
高应用物理专业固体物理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提出了一些自
己的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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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体物理教学的几点浅谈
1) 因地制宜制定选择教学内容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学生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在保证固体物理学基
本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应当因地制宜的选择相应的章节进行教学实践。作为
我校本部学生来讲，应用物理专业是二本学生，学生的基础尚可，可以适当
的选将叫固体物理学中较为抽象的内容进行课堂讲解，而对于我校二级学院
–万方科技学院的学生来讲，是三本的学生，学生的基础一般，如果选择讲
授较为抽象的章节，不但不能达到传授知识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
2) 知识的融会贯通是培养能力的基础
知识的传授永远都不是第一位的，对大学生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应当是高校专业教学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知识的迁移能力是
融会贯通的基础。固体物理不同于普通物理学，尽管应用物理专业的学生已
经学过了力、热、电、光、原，然而固体物理的很多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却
是上面提到的五门课程中不曾涉及到的。尽管如此，依然可以从普通物理学
中找到行对应的描述方法。比如我们在讲晶向指数和晶面指数时，就可以借
用指点运动学中位置矢量的概念。而在讲授布拉菲晶格时，我们可以借用质
点系的概念，讲授格点时可以借用质点的概念，从而达到知识的迁移和已有
知识和所讲知识的融会贯通。
3) 研究型教学方法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切入点
能力的培养和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作为高校老
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在启迪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和习惯方面就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固体物理某些章节的教学中，我们采用三问：what，why，
how 的方法开始某些章节的学习，培养学生寻找、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构建物理图像，简化公式推导是教学成功的难点
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图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固体物理在有些知识点上
不像普通物理学，学生较为容易构建起物理图像。作为讲授固体物理课程的
教师，尤其是给应用物理学专业授课的教师，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识，
有意识的帮助学生构建物理过程，形成物理图像，而不能过分的强调公式的
推导。如在讲授能带论时，引导学生从已学过的单原子分离能级出发，不断
的在格点的位置上增加原子，能级的交叠现象就会发生，随着格点数目的增
多，能级的交叠现象就越严重，进而从一个量子化能级变成能带。
5) 信息技术使用和网络资源的利用是提高学生学习质量的催化剂
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和工具，将其应用到固体物理教
学中和课程实践中，无疑能起到化抽象为生动的特殊作用；借助网络环境，
对物理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和优化，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达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探索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对于原子密排形成的两种结构-六角密排和面心立方，前者为六角密排结
构，后者排列成面心立方结构，而学生很难想象出后者怎么排列出来的。针
对这个难点，利用多媒体动画，就可以清楚地展示出原子排列结构如何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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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演变成面心立方的晶胞结构。推荐学生利用网络上一些免费软件建立三维
模型，进而对模型进行任意角度旋转，学生很快就掌握了，教学效果很好。
6) 强调网络资源的应用
数字图书的使用。结合我校已有的数字资源情况，以超星数字图书馆和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例，给学生介绍如何利用网络资源。
课程网站的使用，课件制作及收集。借鉴和吸收别人的长处，参考其他
已有的资源和课件等，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并给学
生介绍了如下几个学校的精品课程网站，供其学习参考。
搜 索 网 站 的 使 用 。 如 百 度 https://www.baidu.com/ ， 谷 歌
http://www.google.cn/的使用，输入关键词，可以得到需要检索的资料。网络
教学使教育的中心由教师转向学生，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的任务是要以
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获取知识的兴趣，增进学生的求知欲，并促使学生的
动力从外部转向内部、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真正做到由“要我学”向“我
要学”的转换，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培养学生探索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学术论坛的使用。如小木虫学术论坛，星莹学术论坛，诺贝尔学术论坛
等等。在这些论坛中有许多关于固体物理学习的讨论和资源。指导学生学会
通过和别人的交流讨论加深对固体物理研究内容的理解，开拓思路。

3. 结论
在固体物理教学中采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手段，改革教学思想，注重物理
思想、物理过程和物理图像的教学，以能力为载体，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目标。
淡化公式推导，变抽象内容灌输为物理图像再现，使学生对事物有一个全面
准确的认识，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同时借助网络环境，对多种物
理资源进行有机整合，深入推进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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