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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建模难”的问题依然存在于中学物理教学中,“理科当成文科学,生
搬硬套”导致物理模型的构建与教学脱节。培养学生建模能力是新课标强调的重点,本文以课堂为平台,
从建模兴趣、建模思想、建模意识、建模能力展开研究,从而达到促进学生建模思维发展的目的,为培养
学生建模思维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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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modeling thinking
Han Yang Ting Zhang
College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problem of "modeling difficulty" still exists in the middle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science is regarded as a liberal arts, and it is mechanically copied" leads to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model and teach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modeling ability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is paper takes the classroom as the platform to study from modeling interest, modeling
thought, modeling consciousness and modeling abil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deling
thinking and provide diversified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deling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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