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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eer-Instruction 教学方法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 Eric Mazur 创立，使用专门设计的用于揭示学

生错误概念和引导学生深入探究的概念测试题（ConcepTests)，借助计算机投票系统(Computerized Voting 
System)，组织大班课堂教学，变传统单一的讲授为基于问题的自主学习和协作探究，有效地改变了传统课

堂教学手段、教学模式。在大班课堂教学中实现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本文旨

在介绍这种教学方法，阐明其教育意义和促进学生学习方面的作用，综述了 PI 教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和相

关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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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表明：合作、互动的学习方式对建构知识

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非常有效，为促进学生有效地学

习，教育研究者设计出了许多合作、互动的教学方法。

在我国很多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中都包含有合

作和互动的内容，许多教师也意识到课堂的互动和学生

之间的合作学习，在建构知识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方

面的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大多数基础课还是以讲

授为主，其原因是这些课程一般都是学生人数在 100 人

以上的大班课程，合作、互动的教学方法在这样的大班

课堂教学过程中，似乎难以找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策略。 
本文第一作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工程和应用物理学院

的 Mazur Research Group 作高等物理教育方向的研究，

重点研究 Peer-Instruction（PI）教学方法。PI 教学方法

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 Eric Mazur 创立，在大学物理课程

中，使用专门设计的用于揭示学生错误概念和引导学生

深入探究的概念测试题（ConcepTests)，借助计算机投票

系统 (Computerized Voting System)或选项卡片 (Flash 
card)，组织大班课堂教学，变传统单一的讲授为基于问

题的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有效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手

段、教学模式，在大班课堂教学中构建一个学生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生生互动、师生的互动的教学环境。 

一、PI 教学方法概述 

讲授式教学法通常以教科书或教师教案的内容顺

序组织一节课的教学，然后让学生课后进行复习和练

习。PI 教学方法则首先要求学生在上课前预习，回答

两个与阅读内容有关的问题，并指出自己认为难以理解

的部分。然后在正式上课时将一节课（在哈佛大学一节

物理课是一个半小时）分成几个小单元，每一个单元都

是围绕一个关键物理概念设计的，教师在讲授很短时间

后，给出一个概念测试题(ConcepTests)并依此为核心组

织教学，ConcepTests 是专门为课程设计，用于揭示学

生错误概念和引导学生深入探究的测试题，一般是多项

选择题和判断题。学生从大屏幕上得到问题后，首先要

独自思考，自主学习，然后将个人的答案用“应答器”

（Clickers）传送给中心计算机。学生答案在指定时间内

全部发送完毕后，计算机汇总学生答案，在大屏幕上显

示出学生答题情况，教师和学生可以立即得到反馈（这

些信息连同对应的题目也可以由计算机保存下来供将

来研究之用）。 
接下来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答题的情况分别采用不同

的教学策略。如果给出正确答案的学生人数比例为

30%～70%，教师就安排学生就近分组讨论几分钟：邻

座的同学相互讨论、解释自己、说服对方、反省自己、

批判对方、或彼此添加信息相互支持，这是一个学生之

间的互动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精练概念的学习课程，在

讨论之后学生被要求再次发送个人答案，在发送前学生

会重新思考，反思自己和别人的观点，评价不同的概念

和观点的有效性，做出个人的新判断。如果绝大多数学

生（多于 70%）给出正确的答案，教师就精讲概念，然

后直接进入下一个主题；如果回答正确的人数少于 30%，

教师依据反馈得到的信息对概念进行必要的阐述，然后

使用另一个测试题再次评价学生对这个概念的理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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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给出正确答案的学生人数占 30%～70%时，的

分组讨论最有效；少于 30%和大于 70%时，讨论的有效

性较差，这个研究数据也是设计概念测试题的评价指标。

图一，给出了 PI 教学方法法则。 
 
 
 
 
 
 
 
 

图一 PI 教学方法法则 

在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是通过批改作业、测验和

考试等方式得到学生对概念理解的信息，但这些方式都

是发生在教学之后；使用 PI 教学方法，教师可以通过学

生对概念测试题的答题情况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及时掌

握学生对概念理解的程度，当学生讨论时，教师可以走

到学生中间，或倾听或提问，了解学生对他们的答案是

如何解释的，这些反馈信息使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第

一时间作出相应的教学调整，从而使教学过程更有效。 
PI 教学方法围绕一个核心概念组织教学的时间安

排如下： 

1．提出问题（围绕要讲述

的概念）                  
1 分钟 

2．学生独立思考           1-2 分钟 
3．学生提交个人答案  

4．邻近学生讨论（PI）    2-4 分钟  
5．学生提交更新后的答案  
6．解释正确的答案        2+ 分钟 

借助概念测试题，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合作

和关注概念的实质，是 PI 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之一。 

二、PI 教学方法的教育意义 

PI 教学方法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

理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精讲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

疑点和关键点，启迪学生的思维，营造一个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探究的学习环

境。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强调激励、唤醒、鼓舞。教学

从学生现有的发展水平出发，通过一些影响学生的认知

能力的问题 ConcepTests 来引起他们的主动性，并且不

断激发他们，引导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获得新的认识

和产生新的思想，达成思维、情感与意志的和谐发展。 

PI 教学方法构建以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

给学生讲的应该尽量少些，更多地引导学生去发现。PI
教学方法这种思想把学生推到了教学过程的主体地位，

在课堂教学中，PI 教学方法的一个环节是要求学生在课

堂教学中基于问题（ConcepTests）进行自主学习，独立

解决和回答问题，为了使这个过程更有效，PI 教学方法

还要求学生在课前预习。学生在进入课堂教学之前必须

按教学计划阅读教科书，并在线回答三个问题，其目的

是检查学生是否读书、对书中内容理解程度和要求学生

写出预习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和兴趣点。问题是思维的动

力，清晰准确的问题导致明晰和确切的答案。PI 教学方

法中的自主学习的环节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敢于

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 
PI 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合作学习。如果学习者不与他

人合作，缺乏了解与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同的机会，那

么他只能停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认知发展将会遇到障

碍。PI 教学方法特别为学生设计了在课堂上的合作学习

的环节，让学生有机会相互争辩、讨论、交流，共同解

决问题，对物理概念形成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解。同时

学会与他人的合作、交流、协商和共享经验。学习者只

有在与他人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之中，才能达到更完

善的发展。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前院长叫做

Rosovsky，他曾经自豪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哈佛大

学学生从互相之间学到的知识比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更

多。 
PI 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在学生的讨论

中，每人都要阐释自己的观点，倾听别人的陈述和批评，

反思自己和别人的观点，评价不同的概念和观点的有效

性，做出个人的新判断。这有助于深入地理解物理概念，

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批判

性思维和评价能力。 

三、PI 教学方法在促进学生学习方面的作用 

1．哈佛大学对 PI 教学方法的研究表明：PI 教学方

法在促进学生深入理解物理概念和提高物理计算能力方

面优于传统教学方法 

哈佛大学在大学物理课程中使用 PI 教学方法进行

的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同时对这一教学方法进行了科学

研究，研究中使用标准化的评价工具 FCI (Force Concept 
Inventory)和 MBT（Mechanics Baseline)将 PI 教学方法与

传统教学方法进行科学的比较。 
哈佛大学的研究数据表明：在物理概念的理解、物

理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几方面上，PI 教学方法均优于传

统教学方法。2000 年哈佛大学 Mazur Research Group，

一段讲解(10 分钟) 

概念测试题 
学生发送答案 

正确 30%～70%正确<30% 正确>70% 

讲解概念 同学之间讨论 针对错误进行讲解

学生再次发送答案 进入下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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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全世界使用 PI 教学方法的教师的进行大规模调查，

获得的数据中，有 108 名物理课程的教师表示定量测量

过 PI 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其中 81%使用评价工具 FCI
评价他们的课程，有 11 个学院和大学提供了他们的数

据，共涉及 30 门课程，汇总数据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上述

结论。 

2．PI 教学方法减少了男女学习差异 

许多研究表明：女生科学课程分数低于男生，物理

课程学习中存在男女差异。从 1980 年起，国际上开始有

减少科学课程学习中性别差异的教学方法研究，有研究

认为女生在互动教学方法，没有竞争的氛围和强调概念

的课程会更多获益，因为女生更愿意在讨论中用语言表

达想法，而男生更喜欢独立工作。PI 教学方法中的讨论

环节给学生互动和解释观点的机会，哈佛大学 Mazur 
Research Group 研究了这个教学方法在减少物理学习中

性别差异的作用，研究数据表明：PI 教学方法构造的教

学环境对男生和女生的物理学习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但女生获益更多，使用 PI 教学方法的物理课程，在课程

结束时男女生学习差异比课程开始时减小了。 

3．PI 学习方法在世界的广泛应用和相关研究结果 

PI 教学方法是哈佛大学 Mazur Research Group 最

先提出并应用于哈佛大学基础物理课程中，十几年来

PI 教学方法已经应用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小学、

中学、大专和大学的不同课程中，并且带动了相关问

题研究。我们收集到近百篇关于 PI 教学方法的研究文

献，文献调查结果表明：PI 教学方法应用于不同的课

程中对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的结果如下：增强学生的

学习潜能和自信心；促进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决

策能力、分享经验；降低学习焦虑；互动教学利于知

识保持和记忆……  
另外，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要求研究样本大，使用

科学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和强调实验的重复性，由于

课程教学通常以学期为一个周期，再次重复需要第二年

的同一个学期，所以教学研究实验需要周期很长，在哈

佛大学，PI 教学方法的提出、实践、改进和得出初步研

究结论历经了十年之久，后续研究一直在持续进行。哈

佛大学的 PI 教学方法研究在十年间三次获得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支持，相关研究

的文章：Farewell，Lecture? 发表在 SCIENCE 上。在全

世界有很多学校和教师在不同的课程中使用 PI 教学方

法，在对 384 位使用这一教学模式的教师的调查中，有

80％教师表示，这个方法很成功，多于 92％的教师表示

将会继续改进和使用这一方法。 
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对高等教育

的要求和评价不同，对提高教育质量的内涵的理解也会

不同，然而教育学科自身的科学规律是客观的，他决定

了各自举措会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需要交流、借鉴和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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