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具发展的角度看 DIS
李 鼎
注：
DIS，Digital Information System 即数字化信息系统实验室的英文缩写，是上海市二期课
改《中学物理课程标准》
（2002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中提出的一种新型实验概念，特指使
用传感器和计算机构成的数字化实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替代传统的仪器仪表从事中学物理
实验。
上海市二期课改高中、初中物理教材随后在 2002 年版的上海市中学物理教材（上海科
技出版社，试验版）中引进了基于上海市中小学数字化实验系统研发中心研发、监制，山东
省远大网络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朗威®数字化信息系统实验室（DISLab）”开发的系列
DIS 实验。
2003 年~2004 年，人教社、沪科教社和粤教社新课标高中物理教材先后引入了 DIS 实验。
经过 8 年的推广应用，上海教委考试院于 2011 年 7 月将 DIS 实验首次纳入上海市高中
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实验考试。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工具的发展史

（1）制造和使用工具——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
工具，原指工作时所需用的器具，后引申为“为达到、完成或促进某一事物而采用的手
段”。它既可以是机械性，也可以是智能性的。
在众多关于工具的定义中，很多涉及到对人的定义。也就是说，诸多学派均将能否制造
和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尽管这一论点在近几十年的动物学研究发现面前
有所动摇，但只有人类才能制作高级工具而非利用原始物品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即便是最简陋的石器，也比黑猩猩钓蚂蚁的树枝、海獭砸贝壳的石块要精致的多。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制造的工具具备动物借用的原始物品所不具备的一项重要特征——保存、
传承和复用，或者说一物多用。
工具的“可保存、可传承和可复用”性，其背后就是经验、知识的继承和发展。而这种继
承和发展，就是文明，至少是文明发展的前期特征。从上述观点出发，我们不能不承认“能
否制造和使用工具”还真称得上是区别人与动物的重要标志，先贤所言不虚。
（2）文明断代的依据——工具的发展水平
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
曾几时何，不同的金属成为文明断代的标志物。但在标志性的金属一代不如一代的背
后，却是人类工具体系的不断升级。
上述用于定义文明时代的金属越来越硬，说明人类的对金属的加工手段越来越高；金
属越来越便宜，说明使用金属工具的人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说明工具所代表的人类文明的

普及面由精英和权贵向普通百姓扩展，人类正在由整体蒙昧走向集体自觉。
因此，以金属为文明的断代标志，实质上给出了可以用于标定文明代际的工具——从
基于木石简单工具，到金木混合乃至纯粹金属、合成材料甚至纳米材料的复杂工具；从借助
人力、畜力、风力的工具，到依托化石燃料的机械和汲取原子能量的工具；从人力操控的工
具，到计算机配合辅助人来操控的工具。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工具的发展史。
实验教学仪器，是针对人自身发展的重要工具
相对于其它类型的工具，实验教学仪器是独特的。
其他工具可以说是“用具”，即具有特定应用范围的，满足特定生产生活需求的工具；
而实验教学仪器则是“学具”，即满足于人类学习需求的工具。
创造其他工具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而开发实验教学仪器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人！
而只有发展了的人，才能制造出具有更高水平的工具，才能使人类文明上升到一个更
高层次。正如了毛泽东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所说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
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
因此，实验教学仪器的重要性对于我们这个依赖工具文明的社会来说，是怎么说都不
为过的。实验教学仪器，是人认识
自然的基础，是人获得发展的基础，
是一切工具的基础。
科学发展史也充分地证明了
实验教学仪器的重要性。
如果单凭古希腊人的思辨传
统，而没有不间断的实验以及大量

阿基米德

仪器设备的制作，阿基米德不会成
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巨匠。阿
基米德的成功是知行结合的成功，
他当年发明的抽水机至今还在北非
甚至服役。
帮助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是
列文•虎克的显微镜。
帮助人类认识星空的则是伽利略的望远镜。
帮助人类验证万有引力定律并确认牛顿物理学地位的是基于望远镜的天王星和海王星
发现以及无比精细的卡文迪许扭称。
帮助人类确定热功关系的是焦耳的磁铁、线圈、灵敏电流计及手摇搅拌器。
帮助人类原子辐射的威尔逊云室。
帮助人类认识电荷特性的是密里根油滴实验器。
等等。
这些曾经由大师创造的当时顶尖级的科学仪器，都在以后的岁月里化身成为了实验教

学仪器。大师的思想、大师的方法，即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通过后人对这些实验教学
仪器的接触和使用，得以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些仪器的推动下，从热机时代走
向电气时代，从原子时代走进信息时代。
尽管科学实验室仪器—实验教学仪器没有产生直接的生产、生活效益，但产生了比直
接的生产和生活效益更为重要的效益——促进了人本身的发展。
从这个高度来看，我们国家的实验教学仪器目前不仅缺乏创新创造，更缺乏最起码的
行业监管、教学认证和质量监控，实在是有悖于国家发展的宏伟规划，不禁令人对中华民族
的未来担忧。
创造对得起这个时代的实验教学工具——DIS
“工具是脑的扩展，是手的延伸”。上
海市中小学数字化实验系统研发中心主任，
特级教师冯容士如是说。
在冯容士这位从事教学仪器研究开发

冯容士在
工作

四十余年的大师眼里，DIS 就是他所追求的
一种工具，一种能“通吃”他想解决的实验
问题的工具，一种能把实验教学水平整体
提升的工具。至于实验教学仪器本身的意
义，对他老人家而言早已成了不需言明的
潜台词。
既然实验教学仪器是工具，就是要与
时代相对应的。既然实验教学仪器是工具，
那就是要升级换代的，要发展的。这个理
念促成了冯容士针对 DIS 的倾力创新和创
造。
一个医生，从“激光打破大气球内套的小气球”这一个科学实验受到启发，请教了激光
专家，于是有了不开刀而用激光治疗系列眼疾的技术。冯容士经常从这则故事出发，讲述他
的两个重要理论：一个是“移用”的理论，即要积极发现能够应用于本专业领域的外部技术和
工具。事实上，DIS 这近十年的发展史，就是冯容士放手移用的历史；另一个就是任何工具
离不开物理和物理教学——激光，就是物理教学的成果，已经在人类社会派上了大用场，我
们怎么不能“请它”回来再服务一下物理教学呢？而传感器，更是物理学研究和物理教学的产
物，把传感器再用回到物理教学，我们不是在实践着人类认识的“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式上升”
吗？
冯容士正是用这些简单的事例和事例背后并不简单的思想，对抗着自诩为“传统实验捍
卫者”的一些专家学者。年过七十的老人，比年轻人更关注前沿科学的发展。在他的办公室
里，到处都是无线电、流行电器、模型的刊物。用他的话来说：几百年前的实验仪器还在被
我们所用，既说明了这些仪器的经典价值，但也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创造的乏力。人类已经

进入信息时代，学生们已经不能容忍借助卡文迪许时代的工具去观察和测量世界——因为如
果那样，得出来的知识还是卡文迪许时代的知识。我们要创造对得起这个时代的实验教学仪
器！我们要自己制造新工具！
于是，就有了使用信息技术手段扩展学生的大脑、延伸学生的双手的实验教学仪器
——DIS。
DIS，倡导了实验教学领域工具的进步，既是对中国的贡献，更是对世界的贡献，是对
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
乐高的成功与 DIS 的崛起
把享誉世界的乐高玩具和 DIS 并列，似乎有些突兀。两者虽然共处教育领域，但看起
来却是区别多余共通。
我们需要的，则是对两者进一步的抽象。
一次，对某大投资机构的领导灵机一动，建
议我们开发些“电路组件”、“科学套件”等等产品。
正是当时为了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涉足这些产
品，才迫使我展开了对这几个类别产品的抽象，开
始了乐高和 DIS 的对比。

乐高基础单元

先看乐高。乐高之所以能够让人从幼儿园一直玩到大学，甚至被 NASA 作为月球车开发
的基础模型，原因在于其具备以下三个根本特点：
●基础单元无限组合 ●基础单元反复使用 ●产品进阶步步提升
基础单元的无限组合决定了使用者可以凭借组合获得近乎无限的成果；基础单元的反
复使用决定了产品的寿命和使用者使用该产品的年限；产品进阶则使得小学的乐高使用者再
购买另一盒构件就可以升级成中学使用者，而原有基础单元均可继续使用。这三大特点，又
汇聚成了乐高一个更核心、更本质的特点——工具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乐高是工具，
而不是玩具。玩具可以被抛弃，工具则能够广泛使用、反
复使用、能够被传承。
正是上述三大特点和工具性的本质，促成了乐高的成
功。换句话说：即便乐高不成功，该行业还会诞生一个成
功企业，前提是遵循上述原则。至于被人津津乐道的乐高
的工艺、材料、颜色等特性，倒是其成功的次要因素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国内一度流行的“电路组
件”、“科学套件”等产品了。应该说，这类产品在市场上始
终存在，反映了教育确有这方面的需求。但这类产品始终
卖不上好价钱、企业也做不出好质量，甚至坚持不了几年
就会倒闭或转型，原因就在于这些产品的特点与乐高完全
相反：

●基础单元有限组合 ●基础单元一次使用 ●没有升级没有进阶
因此，上述产品做不好、做不火，并不是中国科学教育和中小学生课外实验需求不旺，
而是产品创意过于简单、浅表，没有抽象出成功产品的深层特征并遵循这些内在的规律。上
述产品充其量只能是“科学玩具”而不是工具，而且作为玩具只能玩一遍！其命运注定了只有
玩完了以后被抛弃，不具备反复使用和被传承的特性。
而 DIS 则不同于上述产品。抽象之后，我们会发现 DIS 更像乐高——这也是我个人这次
抽象思维的一大收获。
DIS 具备的深层特征包
括：
● 一物多用无限
扩展 ●传感装置反复
使用 ●产品进阶步步
提升
《一物多用的物
理小实验》，是研发中
心主任冯容士在接手
DIS 研发之前的一本著
作的标题。在崇尚“一物多用”并深谙其技巧的的冯容士手中，应用扩展自然就成为了 DIS 的
一项核心功能。2005 年，在冯容士主任的启发下，我按照 “pH 传感器教学应用闪电思维导
图”，一夜之间推演出了近三十个基于 pH 传感器的数字化实验。其中既有教材要求的实验，
更有扩展性的 STS 实验和日常生活中的小实验。同样是在 2005 年，冯容士主任一下午就将
力传感器的应用扩展到了十二个大类近百个实验。DIS 的扩展应用功能，令人想到了那个著
名的扩展思维训练实验——给你个曲别针，你能说出它的几种用法？答案是：无穷多。这一
点，与乐高相仿。
尽管电子产品都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但 DIS 的反复使用性能明显要超出“电路组件”、“科
学套件”等产品几个数量级。以上海为例，2005 年配备的朗威® DISLab V5.0 产品至今仍在上
海市学业水平考试中有着稳定
的表现，深受各区各校的好评。
因此，拥有一套 DIS，完全可以
供小孩子从小学玩到中学。这一
点，也与乐高类似。
DIS 自诞生以来，一直随着
电子信息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
和实验教学要求的扩展而不断
升级。而上海市中小学数字化实
验系统研发中心，更是把这种升
级的理念应用到了不同学段的

小学科学包之人力发电扩展

针对性产品的开发上——同样的传感器，换用不同的采集器或软件，能够完成的实验就大有
增加；同样的采集器，增加了传感器和配套实验器材，又能够使其能量得到进一步发挥！以
DIS 目前的产品构成，随便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小学科学包”，甚至是“野外生物学专用实验
包”、“水质监测专用测量包”。等等。如果更进一步，把这些听起来过于专业的“实验”改换
成中小学生的“科学探索”，那么我们的眼前就会豁然开朗：原来 DIS 的功能这么强——不仅
具备进阶升级能力，还可以根据科学探索要求进行自由组合、随意变换！这样强大自适应能
力，有些方面还要强于乐高呢！
因此，DIS 不仅是教学仪器，DIS 具备工具的一切特征：能够被广泛使用、反复使用，
而且能够被传承。
地球人都在玩乐高。这是乐高的成功。但抽象之后，我们发现了 DIS 的发展潜力丝毫
不比乐高弱——只要我们离不开科学、离不开科学教育，既然我们需要工具，那么 DIS 一定
就能成为与乐高比肩的优质的科学探索工具！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 DIS 做成这样的工具。
后记——关于工具文明的科幻推演
当然，历朝历代都有人在用本时代的标志性金属相对于上一时代的贬值比喻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暗示或明喻人类正在发展中走向灭亡。
但不用考虑科学而仅仅凭借理性，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人
类不可能离开工具和工具文明，否则人类也将不成为人类。
借用科幻大师阿西莫夫在其巨著《基地》尾声中关于“人
类要尽可能地在与地外文明的冲突中保持自我延续”的理论推
演一下，将人类社会恢复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
相往来”的状态，虽然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却是被动的和
谐以及面对自然巨变的束
手无策。

阿西莫夫

再借用一下中国科幻
大师刘慈欣（其巨著《三体

Ⅰ、Ⅱ、Ⅲ》把中国科幻提高到了世界顶级水平）在其
中篇杰作《流浪地球》中的构想：太阳面临毁灭，人类
该何去何从？只有技术和工具才能让人类把整个地球变
成一艘宇宙飞船，飞离太阳系并在茫茫星海中保留人类
生存和延续的希望。
人类无法抛弃工具文明。我们需要新工具。尤其需
要能够发展人本身的工具——优秀的实验教学仪器。这

刘慈欣

就是 DIS 的使命。
2011 年 08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