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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　�能量的多种形式

科学书屋

2.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能源 

能源可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一次能源是指直接取自自然界、未经加工转化的能

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是指由一次能源加工转化而成的能源产品，如电、

煤气、蒸汽及各种石油制品等。一次能源又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水

球上，为地球上的生命提供能量。化学能是储存在食物或燃料等物质中的能量，如我们的

身体通过消化食物而获得能量， 蜡烛通过燃烧将化学能转化为内能、光能等。核能是由于

物质的原子核结构发生变化而释放的能量，核电站能将核能转化为电能等，而太阳像氢弹

爆炸一样释放核能。

一些能量值的数量级

单位：J
功率为 1 kW
的电炉工作1 h
所需的电能

一根火柴完
全燃烧释放
的能量

一颗子弹
的动能

将一本书从地
面拿到桌面所
需的能量

月光照在你脸
上 1 s 内你接
收的能量

将一根头发丝
举高 1 m 所需
的能量

107

105

103

101

10-1

10-3

10-5

10-7

10-9

地球每天接收
的太阳能

世界每年消耗
能源的能量

强烈地震释放
的能量

氢弹爆炸产
生的能量

一座发电站
日发电量

1 t 煤完全燃烧
释放的能量

1 t TNT 炸药爆
炸释放的能量

5 L 汽油完全燃
烧释放的能量

飓风的能量

1025

1023

1021

1019

1017

1015

1013

1011

109

单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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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风力发电站的风车

图 6-3 光伏电池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人们通常采用光电转换、光热转换和光

化学转换等方式将太阳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

能量储存起来并加以利用。光电转换是用光

伏电池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电能（ 图 6-3），

在航天领域有重要应用；光热转换是通过吸

收、反射或其他方法把太阳辐射的能量集中

起来，转化成热能，如太阳能热水器；光化

学转换也称光化学制氢转换，是将太阳辐射

的能量转化为氢的化学自由能，通常也称为

太阳能制氢，该技术已受到世界各国学术界

和工业界的高度重视。

风能可用来发电（ 图 6-4），但风力发电

站必须建在多风场地，受地域限制明显；对

于来自地球内部的地热能，可将地下热水和

蒸汽引导到地面加以利用或驱动发电机发电；

蕴藏在海洋中的潮汐能、波浪能和温差能等

皆可用来发电；生物质能是绿色植物通过光

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而储存在生物

质内部的能量，植物及有机废弃物皆含有大

量生物质能。

人们希望通过加大对核能的利用来缓解能源危机。核能是通过核反应释放的能量。因

为核能的获得不燃烧煤炭、焦炭等燃料，不会排放二氧化碳，所以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清

洁、环保的能源。但核能发电也存在一些隐患。例如，获取核燃料铀必须开采铀矿，而铀

矿资源非常有限，开采过程会引发环境问题等；核电站可能会由于地震、海啸等出现核爆

炸、核泄漏等事故。因此，人类需要理性、安全地利用核能。

目前，更多的新能源正在不断开发中。例如，氢能源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一种新能

源，它是氢燃烧时放出的热量。每千克氢完全燃烧释放的热量，分别约为等质量汽油、酒

精、焦炭完全燃烧释放热量的 3 倍、3.9 倍、4.5 倍。氢燃烧的产物是水，没有任何污染，

是目前最清洁的能源。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氢能源的实际应用研究。目前，液氢燃料在

航空航天中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

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在自然界可循环再生的能源，称为可再生能源；煤、石

油、天然气、油页岩等在自然界中经过亿万年形成，短期内无法恢复的能源，称为不可再

生能源。为了解决能源问题，人们正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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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节　�能量的转化与守恒

2.能量守恒定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似乎看不到能量的守恒。

例如，荡来荡去的秋千（ 图 6-7），如果不能持续

得到外界能量的补充，空气阻力及秋千受到的摩擦

力就会使秋千摆动的幅度逐渐减小，直至停下。在

这个过程中，秋千原有的机械能一直在损失。

损失的机械能消失了吗？实际上没有，人们发

现它转化成了机械能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能量，如内

能。除去重力、弹力外的其他力对物体做功使物体

机械能增加或减少的过程，实质上都是其他形式的

能量与机械能相互转化的过程。如果把这部分能量

包括在内，总能量是保持不变的。这是大自然的一

条普遍规律，而机械能守恒定律只是这一普遍规律

的一种特殊情况。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也是能量守恒的一种表现

形式。在图 6-8 所示的闭合电路中，根据闭合电

路欧姆定律，E = U + Ir，公式两边同时乘以 I t 可得，

EIt = UIt + I 2rt。EIt 表示电源提供的总电能，UIt 表

示用电器消耗的电能， I 2rt 表示内电路消耗的电能。从

以上公式可见，电源提供的电能一部分消耗在外电路，

通过用电器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另一部分消耗在内

电路，转化为内能，总的能量是守恒的。

大量的实验和研究都证明，任何形式的能量在转

化和转移的过程中都遵守如下规律：在一个孤立系统里，能量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

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在

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在历史上，人们曾幻想制造一种机器，它不需要任何动力或燃料就能不停地运动，

甚至对外做功，这类装置被称为第一类永动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在无外界能量供给

的情况下，使机器不断对外做功是不可能的。能量守恒定律否定了制造第一类永动机的可

能性。

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最普遍、最基本的规律之一。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和应用，为

不同学科的联系架起了桥梁。

图 6-7 荡秋千

图 6-8 闭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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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子的发现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发现在某些原子核反应中能量似乎不守恒，据此，有人

提出能量守恒并不是普遍规律的观点。1930 年，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W.Pauli，
1900—1958，图 6-9（a）］猜想，之所以观察到反

应中能量“ 不守恒 ”，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一种极其

微小的未知粒子，是它带走了部分能量。意大利物

理学家费米［E.Fermi，1901—1954，图 6-9（b）］

把这种未知的粒子称为中微子。自此，人们一直在

努力寻找中微子。1956 年，人们终于在实验中找到

了中微子。因此，可以说是能量守恒定律直接导致

了中微子的发现。

1. 撑竿跳高运动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形式的能量发生转化。撑竿跳高过程涉及哪几种能量转

化？这些能量转化是如何帮助运动员提高跳高成绩的？

2. 查阅资料，了解在发电过程中能量是怎么转化的。哪种形式的能量损失得最多？这些损失的

能量最终去了哪里？请写出你的结论。

3. 我们经常说“ 节约能量 ”，如关掉不使用的灯，空调温度不要

设定得太低或太高等。这些说法与本节所讲的“ 能量守恒 ”似

乎有些不协调。请你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4. 如图所示，将小铁块绑在橡皮筋中部，并让橡皮筋穿入铁罐，

使两端分别固定在罐盖和罐底上。将该装置从不太陡的斜面上

释放，会观察到什么现象？请你做一做，并从能量转化与守恒

的角度加以解释。

节 练 习

请提问

图 6-9 泡利和费米

（a） （b）

第 4 题





164

hysicsPP 第 6 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能量守恒定律使人们认识到能量是不能凭空产生

的，于是曾经有人提出，能否设计一种装置，从单一

热源（ 海洋、大气或宇宙 ）中吸热使之完全变成有用

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这类装置被称为第二类永动机。

事实证明，能量转化过程是有方向性的，内能不可能

自动地、不引起任何变化地完全转化为机械能。因此，

第二类永动机也是不可能被制造出来的。

2.熵与地球家园

物体内部大量分子时刻都在做无规则的运动，这些微观粒子运动的剧烈程度和分布情

况是像阅兵队伍那样整齐有序（ 图 6-12），还是像闹市人群那样混乱无序（ 图 6-13）？

微观粒子运动的情况不同，其宏观表现是不同的。

图 6-12 整齐有序的阅兵队伍 图 6-13 杂乱无序的人群 

图 6-14 打开花露水瓶盖

如果在房间里打开花露水瓶的盖子（ 图 6-14），瓶子

里的香精分子会自发地弥散到整个房间。显然，在这一过

程中，由空气分子和香精分子组成的系统变得更加无序了。

这个自发过程最可能向着系统熵增加的方向进行。

能量的转化是有方向性的，内能不可能自发地、不引

起任何变化地转化为机械能。能量在转化过程中，会伴随

着内能的产生，从而做功的本领就会降低。科学家研究发

现，当能量从一个较高的程度转化到一个较低的程度时，

它做了功，这意味着下一次能再做功的能量减少了。比如，

当水从大坝下落时，它可以被用来发电；然而水一旦落到

人们发现，处于不同状态的物体，分子运动的无序程度也不一样，为了描述这种差

异，物理学中引入了熵（entropy）这个物理量。熵越高，就意味着系统越无序；熵越低，

就意味着系统越有序。

了解能量的多种形式，知道能量
在转化中总量不变、有方向性，了解
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能用所
学内容说明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性，能尝试解决一些环境保护的
问题。具有与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相关
的能量观念。

——物理观念

素
养
提
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