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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课程资源与实验平台   
 
2.1课程资源	  
依托国家级实验教学级示范中心，构建了网络环境下远程实验教学平台，研制并广泛使用仿真实验，建立

并使用近代物理实验网络课程，实现了实验课的网上预约。 有效实现了开放式教学。  

1. 近代物理实验课程网站： http://moodle.scnu.edu.cn/course/view.php?id=1396 

2.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13619 

3. 近代物理实验网络课程：http://222.200.137.13/system/lw/index.php 

4. 远程实验: http://222.200.137.13/dislab/dislab.htm 

5. 仿真实验： http://222.200.137.13/fangzhen/fangzhen.htm 

6. 实验预约：http://222.200.137.13/system/yuyue/  

7、网络教学资源：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13567 

8. 教学大纲：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13568  

9．授课教案：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21558 

10. 教学录像：http://moodle.scnu.edu.cn/course/view.php?id=1396#section-6 

11.教学课件：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21432 

12.教学论文：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13611 

13.学生成果：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13608 

14.学习作品：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21556 

15.思考题：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13572 

16.参考文献：http://moodle.scnu.edu.cn/mod/page/view.php?id=21557 

	
	

http://202.116.45.198/jdwlsy
http://pec.scnu.edu.cn/
http://pec.scnu.edu.cn/system/lw/index.php
http://pec.scnu.edu.cn/dislab/dislab.htm
http://pec.scnu.edu.cn/fangzhen/fangzhen.htm
http://pec.scnu.edu.cn/system/yuyue/index.php
http://pec.scnu.edu.cn/system/lw/bbs/
http://pec.scnu.edu.cn/system/lw/test/index.php
http://202.116.45.198/jdwlsy/zyml/jsdg.html
http://202.116.45.198/jdwlsy/zyml/skja.html
http://202.116.45.198/jdwlsy/jsxg/lxzl1.html
http://202.116.45.198/jdwlsy/cgjl/xszp.html
http://202.116.45.198/jdwlsy/xtkt/skt.html
http://202.116.45.198/jdwlsy/zyml/ckwx.html


2.2教学录像	
	
http://moodle.scnu.edu.cn/course/view.php?id=1396#section-6 

  
零、绪论（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主讲教师：唐吉玉副教授   

一、数字信号平均仿真实验和远程实验  主讲教师：吴先球教授   

二、弗兰克‐赫兹实验  主讲教师：程敏熙副教授   

三、钠原子光谱  主讲教师：程敏熙副教授   

四、塞曼效应  主讲教师：程敏熙副教授   

五、盖革‐弥勒计数管特性及放射性衰变的统计规律  主讲教师：唐吉玉副教授   

六、γ能谱的测量  主讲教师：唐吉玉副教授   

七、符合测量  主讲教师：唐吉玉副教授   

八、用快速电子验证相对论效应  主讲教师：唐吉玉副教授   

九、激光器特性及其参数测量  主讲教师：黄佐华教授   

十、光学信息处理  主讲教师：黄佐华教授   

十一、椭圆偏振法实验  主讲教师：黄佐华教授   

十二、电阻温度关系和降温减压技术  主讲教师：符斯列副教授   

十三、高温超导基本特性的测量  主讲教师：符斯列副教授   

十四、用电容‐电压法测半导体杂质浓度分布  主讲教师：符斯列副教授   

十五、霍尔效应  主讲教师：符斯列副教授     

十六、带电粒子在电场中运动的数值模拟实验    主讲教师：吴先球教授   

十七、Lorez混沌吸引子数值模拟实验  主讲教师：吴先球教授   

十八、微波特性与测量，主讲教师：吴先球教授   

十九、国家级物理学科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视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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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知识产权与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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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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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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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制仪器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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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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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实验共享平台应用与成效 

5.1 2016 年《近代物理实验》研究创新型实验：“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实验名单 

实验名称 
 

姓名 学号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罗燕珠 130024016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庞碧玉 130024017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黎智杰 130024018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凌康明 130024021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郑楷鑫 130024024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李凯慧 130024026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宋云龙 130024027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刘云帆 130024035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高爱萍 130024039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陈晓媚 130024042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陈浩文 130024054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庄志鹏 130024055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梁泓储 130024056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张健婷 130024068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卢爱林 130024070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陈锦良 130024079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李冠荣 130024105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陈科 130024111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严政人 130024115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邱健明 130024122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郭光洲 130024123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颜惠彪 130024124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林振炫 130054003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陈建坡 130054006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邵正杰 130054018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温秀梅 130054021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卢银珊 130054024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张振健 130054025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谢来 130054029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沈楷翔 130054037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张益林 130054040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谢家宝 130054047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江晓倩 130054050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陈炫至 130054057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陈军 130054065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廖佳宝 130054068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岑理健 130054077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黄驰 130054100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刘亚玲 13005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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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梁婉珊 130054111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佘冰敏 130054114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胡颖瑜 130054116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张乃千 130054117 

“互联网+”虚拟仪器与远程实验 郭绮琪 130054119 

 

学生作品 2：远程空调控制 

 

 

学生答辩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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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学术交流与来访 

 

 
2015 广州大学城实验室资源共享工作会议 

 

华南理工大学来访 

 

  

山东师范大学来访                                 华北理工大学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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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科生获奖 

6.1 国家级省级获奖列表 

奖项 获奖人 主办单位 获奖时间 

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

验教学研讨会科研论文评比

一等奖 韩兵 

教育部物理学类专业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4,8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

实验设计大赛一等奖 

谢梓岚、陈韵琳、毛冠

文、袁添文 广东省物理学会 2016,10,30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

实验设计大赛一等奖 

刘韦、黄彦媚、翁琳芳、

叶子萱、湛高超 广东省物理学会 2016,10,30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

实验设计大赛一等奖 

罗祖妮、康慧琳、沙雨

柔、李耿超、邱林 广东省物理学会 2016,10,30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

实验设计大赛二等奖 

陈晓莹、王丽、黄靖远、

李辉林、李宏彬 广东省物理学会 2016,10,30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

实验设计大赛二等奖 

彭艺，黄琪莉、钱圳、

方译权、雷海波 广东省物理学会 2016,10,30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

实验设计大赛二等奖 

马剑涛、许伟鑫、刘楚

彦、林立，林跃裕 广东省物理学会 2016,10,30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

实验设计大赛三等奖 

胡嘉莹、宋富民、周桑

霓、张国伟、丁智杰 广东省物理学会 2016,10,30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

实验设计大赛三等奖 

林少川、刘绍静、杨桦、

邱海鸥、雷劲 广东省物理学会 2016,10,30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

实验设计大赛三等奖 

刘志成、陈秋芸、叶小

风、陈锦芸、梅韵之 广东省物理学会 2016,10,30 

2010年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

竞赛基础性实验项目一等奖 欧颖贤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联席会 2010,12,26 

2010年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

竞赛基础性实验项目一等奖 肖亮松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联席会 2010,12,26 

2012年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

竞赛综合性、研究性实验项

目二等奖 刘少杰、黄家宜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联席会 2012,12,22 

2015年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

竞赛综合性、研究性实验项

目三等奖 吴诗颖、黄汉民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联席会 2015,7,18 

2015年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

竞赛基础性实验项目二等奖 蔡恒信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联席会、 2015,7,18 

2015年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

竞赛基础性实验项目三等奖 卢顺兴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联席会 201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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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获奖证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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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平台扩展 

7.1 活动、参观登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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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广州市教育局教学教研室初中物理骨干教师教学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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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广东省实验中学科普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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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中学生参观实验室（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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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初中学生参观实验室（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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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高中学生参观实验室（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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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参编国家级示范示范中心-高校本科实验教学典型案例征集表 

案例名称 
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远程实验教

学资源建设 
指南编号 3-2 

学    校 华南师范大学 

实 验 室 物理学科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课    程 大学物理实验 

负 责 人 吴先球 联系电话 13609038800 

主要内容 

（600字以

内） 

     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远程实验是一种“虚（拟仪器面板）—

—（硬件设备）实（体）——真（实）实验场景”的网络实验教

学模式。华南师范大学远程物理实验室于 2001年创建，自主研制

了一套基于双客户机/服务器模式和采用 TCP/IP 的远程实验教学

平台，自行开发数字信号平均实验装置, 连续波核磁共振、辉光

放电等离子体参数诊断等远程实验项目。 

    通过虚拟仪器软件 LabVIEW 编程, 实现学生通过互联网实时

地操作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获取信号波形和实验数据, 获得由摄

像机捕获的实验室现场仪器运行情况实时视频等信息, 在异地完

成真实实验过程。 

 

图 1 远程实验的结构框图 

 
图 2 远程实验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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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点 

（150字以

内） 

    远程实验作为新的实验技术和方法，是对传统实验的有效补

充与提升，给实验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远程实验容易被

学生接受，培养了学生的实验兴趣，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远程实验不受时空限制，在时间安排、资源共享等方面有一

定的优势，有效实现实验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主要成效 

（300字以

内） 

    远程实验室实行开放式教学和管理,在《普通物理实验》、《现

代物理技术选题实验》、《现代分析测试技术》等本科和研究生的

课内课程作为独立的实验使用, 或者用以实验预习和复习。理论

课的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远程实验演示，也无需把

可能笨重的实验设备搬到课室去。 

    通过远程实验，操作者除了完成实验本身，更重要的是将他

们引入远程控制领域、感受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实验的整合和提

升。  

推广情况 

（150字以

内） 

    远程实验装置推广到华南农业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等高校使

用；将远程实验的教学理念拓展到基础教育实验改革中，应用于

广东省中学骨干教师培训。以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远程实验应用

为核心内容之一的“依托现代高新技术的高校物理实验教学平台

的建设及创新人才培养实践”获得 2005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示范辐射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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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参编《基础物理特色实验集锦》 

参编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谊会组织的教材《基础物理特色实验集锦》。 

入选 2 个特色实验，其中黄佐华教授编写的讲义被作为范稿供其他编写人员参考。 

   编委：吴先球 

   编写人员：黄佐华，程敏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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