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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出现的可能性．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4设计性实验的方案选择

4．1实验方法的选择

指导学生根据实验课题的要求和所研究的对

象，收集各种可能的实验方法。即根据一定的物理

原理，确定在被测量与可测量之间建立关系的各种

可能的方法。然后，比较各种实验方法所能达到的

实验精确程度。实验条件及实施的可能性，以便确

定最佳实验方法。

4．2测量方法的选择

在实验方法选择后，对各种测量方法进行筛

选，使各种测量结果误差最小。为此需要对误差来

源及误差传递进行分析，还要对间接测量与直接测

量之间关系进行研究。间接测量与直接测量之间的

关系为：，，=舷I，勉⋯-Xn，a，，嘞，⋯．曲式中茗，,x2⋯为直
接测量量，仪。，a：⋯为固定参量。不确定度为

旷＼／(善)2^．．(善)2《
式中善，⋯粤为传递系数，由测量公式的形式确

蹴， 蹴^

定。回因此在选择测量方法时，可以利用传递公式

来比较各种方法中不确定度是否符合要求．计算出

那种方法误差最小，以此来确定测量方法。

4．3测量仪器的选择

在选择测量仪器时。应充分发挥实验仪器的作

用，有效的进行实验。主要应在仪器的分辨率，精确

度，实用性，经济性上进行考虑。选择仪器时．不能

认为仪器的精度越高越好。

4．4测量条件的选择

确定测量的最有利条件，也就是确定在什么条

件下进行测量引起的误差最小。实验条件的选择是

否恰当，对于实验的成败和效果影响很大。实验装

置和器材是影响实验条件的因素之一，再选择实验

装置和器材时应注意满足实验所要求的条件。另

外，在实验过程中，物理参数的个数与数值，实验次

数，实验程序，实验操作和观察时间等，都可能影响

实验条件。

学生设计好实验方案后。指导教师要对实验方

案做出确认：

1．设计原理和方法是否正确；

2．仪器选配装置设计是否合理；

3．实验条件及实验步骤是否合理；

4坝0量误差估算是否符合实验要求。

若方案通过，学生即可准备实验，否则要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

5设计性实验项目举例

5．1实验内容

形状不规则的物体面积测量。现有两块由同种

材料制成的矩形均匀薄板，在其中的一块挖出一个

不规则的孔，试设法测出不规则孔的面积(见图1)。

图1矩形薄板

5．2要求与提示

两块薄板由同种材料制成，他们的密度相同；

薄板厚度的测量要精确到O．Olmm；设计实验方案；

合理选择仪器；测出不规则孔的面积。

5．3设计思路

长度测量是最基本的测量。从中学到大学均有

该测试项目．主要是通过该实验学习各种测量工具

的使用。为此实验教学中多是安排通过测量形状规

则的物体的面积或形状规则的物体的体积。但对于

形状规则的物体．个别学生往往根据面积或体积公

式去凑数据。不认真测量甚至不去测量就可以完成

实验报告。本实验要求测量形状不规则的物体的面

积，不仅使学生没有现成的公式去用，还促使学生

开动脑筋设计实验方案，推出测量形状不规则物体

面积所依据的理论公式。同时该实验的完成，还需

要测量质量，也就是说面积的测量用到了天平，使

该实验从原来的单一测量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设

计性实验。

5．4实验方案

由于两块矩形薄板．是由同种材料制成的，因

而它们的密度相同，于是有：

肚赤2瓣m2
则s-劫2一旦．型丘，

C2 Hk

其中，m、6l、cI、a2、62、c2分别为第一块第二块薄板的

长、宽和厚，m。、m。为其质量，S为挖出的不规则形状

万方数据



·132· 黄山学院学报 2010靠

孔的面积。测出a1．bl、cl、a2、b2、C2、及ml、m1即可求出

S。

5．5仪器选择

由．s=必2--生．旦!坠及误差传递公式可知
c2 7一

AS=b2Aa2+azAb2+，蚴27旦塑生△c2

+m2旦堡等Aml+业生Arrt2+m2旦生△口l
C2mI‘ C2ml C2ml

‘

+他旦生△61+耽旦生△c1 (1)
C2m1 C2m1

因只是用于误差分析，这里采用了间接测量的

算术合成。Pl由式(1)可看出，由于薄板厚度较薄，所

以式中第3项和最后一项的误差对测量结果的总

误差的作用较大。所以对于厚度的测量要求要高一

些，结合题目的要求，对于厚度的测量要用螺旋测

微器或读数显微镜，长与宽的测量可用游标卡尺或

米尺。质量的测量用物理天平即可。

6结束语

大学物理设计性实验是在创新理论指导下的

一种科技创新．而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高等

教育实验教学的一个重点。近几年的大学物理实验

教材，注重加强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增加了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和一批新的实验项目，以便使大学

物理实验教学在内容、方法、手段上适应培养新型

人才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教师在指导设计性

实验的过程中。也得到极好的锻炼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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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Teaching Practice for Designed Physical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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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signed experiment for college physics is a kind of teaching practice for students who

have mastered the basic experiments．The article aims to elaborate on the features，teaching acquirements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designed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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