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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　�人类对太空的不懈探索

第5章

科学进步
无止境

导　入　再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第 1 节　初识相对论

第 2 节　相对论中的神奇时空

第 3 节　探索宇宙的奥秘

本章学业要求  
●能初步了解相对论时空观的内涵，初步了

解宇宙起源与演化的研究进展；能运用与

相对论相关的初步知识解释高速世界的一

些特点。尝试建立初步的相对论时空观。 
  ——物理观念

●知道研究高速世界需要建构物理模型；知

道科学推理与大胆想象的重要性；能用与

狭义相对论相关的证据尝试说明高速世界

的一些特点；知道创新对科学进步的重要

意义。 ——科学思维

●能提出与高速世界、宇宙起源与演化相关

的问题；能收集与相对论时空观、宇宙起

源和演化有关的信息；能用收集的信息说

明高速世界的一些特点以及典型恒星的演

化过程；能撰写与相对论初步知识相关

的小论文，能陈述并交流关于高速世界

的认识。  ——科学探究

●能体会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不断深入的， 
能从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体会科学理论既具

有相对持久性和稳定性，也存在局限性，

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永无止境；具有探索自

然、造福人类的志趣，有关注宇宙起源

与演化研究进展的意愿；能体会科学·技

术·社会存在相互联系，需要协调发展。

  ——科学态度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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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入

再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物体的运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究竟有

怎样的关系？人们对此问题的探索从未间断过。牛顿和

爱因斯坦对时间和空间有着根本不同的认识，如果把他

们的时空观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如同我们再次聆听两

位科学伟人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

牛顿认为，绝对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因其本性而

在均匀地、与任何外界无关地流逝着；绝对的空间，就

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的，永远是相同和

不动的。时间和空间与物质及其运动无关，并且时间和

空间是完全独立的。

爱因斯坦认为，绝对的时间和绝对的空间是不存在

的，时间、空间与物质及其运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同

时，时间和空间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两位科学伟人的“对话”揭示了人类对时间和空

间认识的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爱因斯坦的时空观揭示

了哪些规律？它对于人类探索宇宙有着怎样的影响？通

过本章的学习，你将体会到人类对基本自然规律孜孜不

倦的探索精神。

牛顿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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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创立的经典力学体系，到 19 世纪末已发展为一个包括力、热、

声、光、电等分支的完整经典物理学体系，对人类的科学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0 年，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踌躇满志地宣告：在已经基本建成的科学大厦中，后辈

物理学家只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行了。但是在这尽善尽美之中，还有一点小小的遗

憾。用开尔文的话说，在物理学晴朗天空的远处，还有两朵小小的令人不安的“乌云”。

正是这两朵“乌云”引发了相对论和量子论的产生。下面我们侧重学习与相对论有

关的内容。在必修第三册中，我们将初步了解量子论的有关内容。

我们知道，水波的传播要有水作为媒介，声波的传播要有空气作为媒介。经典物理学

家曾认为，“以太”是光波的传播介质，这种介质绝对静止、密度极小（几乎为 0）、硬

度极大、完全透明，充满宇宙空间，渗透于一切物体。若真存在“以太”，地球在“以

太”的海洋中自转、公转，则一定会有“以太风”迎面扑来。因此，探索“以太风”的

存在，确定地球和“以太”的相对运动，就成为 19 世纪后半叶物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按照经典时空观的运动合成原理，在以大小为 v1 的速度水平行驶的汽车上，有人相

对于汽车以大小为 v2 的速度将一物体水平抛出。在静止于路边的观察者看来，若物体抛出

时与汽车同向，则物体速度大小为 v2 + v1 ；若反向，则物体速度大小为 v2 - v1  （图 5-1）。

第1节

初识相对论

图 5-1　低速世界的速度合成示意图

（a）                         

v1 

v2 v2

v1 

（b）                         



104

hysicsPP 第 5 章　科学进步无止境

同样道理，假设光相对“以太”的传播速度为 c，地球相对“以太”的运行速度为 v，

当光速 c与地球速度 v 的方向相同时，则静止在地球上的人观测到该光的速度为 c' = c - v；
当光速 c与地球速度 v 的方向相反时，则此人观测到该光的速度为 c' = c + v。如果能通过

实验测量到这种差别，就能够证明“以太”的存在。

1887 年，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孙（A. Michelson，1852—1931）与莫雷（E. Morley，
1838—1923）合作，进行了著名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实验证

明，不论地球运动的方向同光的射向一致还是相反，测出的光速

都相同，在地球同设想的“以太”之间没有相对运动，找不到

“以太”。这一实验没有支持“以太”说。这便是开尔文所说的

在物理学晴朗天空远处的一朵令人不安的“乌云”，也反映了牛

顿力学的局限性。

爱因斯坦经过不懈的探索加上非凡的抽象思维能力，最终拨开了物理学天空中令人不

安的“乌云”，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论（relativity）。他于 1905 年提出两个基本假设：

相对性原理（principle of relativity）：所有物理规律在一切惯性参考系中都具有相同的

形式。

光速不变原理（principle of constancy of lightspeed）：在一切惯性参考系中，测量到的

真空中的光速 c 都一样（c = 3×108 m/s）。

相对性原理表明：在某个惯性系中描述某个物理系统的某个物理过程的物理定律，在

其他一切惯性系中对该系统该过程作出描述的物理定律皆保持形式不变。例如，在匀速

飞行的飞机上观测，上抛小球的运动遵循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那么在地面上（或在

其他惯性参考系中）观测，上抛小球的运动仍遵循同样形式的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

（图 5-2）。

光速不变原理表明：在一切惯性系中观测真空中传播的光，其传播速度均为 c，与光

源或观察者的运动无关。这一结论实际上已被大量的实验（包括迈克尔孙—莫雷实验）证

实。如图 5-3 所示，假设在真空环境中，静止在匀速运行列车中的观测者与静立于地面的

观测者，测得手电筒发出的光的速度大小都是 c。
基于这两条基本原理，爱因斯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把物

理学研究推进到高速领域。

图 5-3　光速不变原理示意图

s'
s

c v

图 5-2　相对性原理示意图

v

知道研究高速世界
需要建构物理模型；知
道科学推理与大胆想象
的重要性；知道创新对
科学进步的重要意义。

——科学思维

素
养
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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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述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中提出的两个基本假设。

2. 查阅资料，比较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性原理与经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有什么不同。

节 练 习

请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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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相对论中的两个基本假设包含了不同于经典力学的新时空观，这种新时空观变

革了传统的空间、时间、质量、能量等基本概念，揭示了时空统一性和物质、运动的统一

性，因此会得出不同于“日常”的奇妙结论。

第2节

相对论中的神奇时空

图 5-4 在运动火车上的时钟与站台

上的时钟对应的时间不一样

（a） （b）

1.时间延缓效应

经典时空观认为，时间是绝对时间，就像一

条长河，源源不断地从过去到现在直至将来，与

运动无关。而相对论时空观则认为，当时钟相对

于观测者静止时，时钟走得快些； 当时钟相对于

观测者高速运动时，观测者则认为时钟变慢了。

例如，在一列以速度 v 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火

车中，做一个物理实验的时间是 15 min，站台上的

观察者测得该实验花费的时间会更长（图 5-4）。

同一个物理过程，乘客测得的时间为 τ0，站台上

的观察者测得的时间为 τ。可以证明，τ0 与 τ 之间

有以下关系

τ =
τ0

1 -
v2

c2

显然，τ > τ0。这种时间观测效应被称为时间延缓（time dilation）。我们把这一结论形

象地表述为运动的“时钟变慢”。它表明，一个物理过程经历的时间，在不同的参考系中

测量不一定相同。与之相对静止的参考系测得的时间最短，称为固有时；与之有相对运动

的参考系测得的时间变长。相对速度越大，时间延缓效应越明显。在狭义相对论中，时间

不再均匀地流逝，它与物体的运动状态有关，如果不指明参考系就无法回答某一物理过程

经历了多长时间。这充分说明，我们不能脱离物体的运动来理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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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书屋

验证时间延缓效应存在的实验

由宇宙射线在大气层上方产生的μ子是一种不稳定的粒子，它会自发衰变。据

测试，μ子的平均寿命为 2.15×10-6 s。从测试中得知，在距地球表面 6 000 m 的

大气层中，μ子的速度 v = 0.998 c，实验室观测到的高速运动的μ子平均寿命为

3.40×10-5 s。这是证实运动时间延缓效应的实验之一。

2.长度收缩效应

经典时空观认为，空间是绝对空间，与运动无关。例如，一把刻度尺，相对它静止的

观测者测量其长度为 1 m，相对它运动的观测者测量其长度仍是 1 m。相对论时空观则认

为空间与运动密切相关。若一把刻度尺，相对它静止的观测者测量其长度为 l0（静止长度，

又称固有长度），沿它长度方向相对运动的观测者测量其长度则是 l，它们的关系为 

l = l0 1 - v2

c2

由上述关系式可知 l < l0。这种长度观测效应被称为长度收缩（length contraction）。被

测物体相对观测者的速度越大，长度收缩效应越明显。

我们平常观察不到这种长度收缩效应，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比光速低很多的低速世界

中，v << c，l ≈ l0，长度收缩效应可忽略不计。

3.质能关系

在经典物理学中，质量和能量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按照相对论及基本力学定律可推出

质量和能量具有以下关系

E = mc2

这就是著名的质能关系式（mass̄ energy equivalence）。式中， m 是质量，c 是真空中

的光速， E 是能量。质量和能量是物质不可分离的属性。如果用 Δm 表示物体质量的变化

量， ΔE 表示能量的变化量，则有 ΔE = Δmc2。这一关系式表示，随着物体质量的减少，它

会释放出一定的能量。

人类已掌握了这种释放能量的有效方法。1938 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的重核裂变反

应使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得到了验证。从此，人类进入核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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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奇妙的时空弯曲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认为，由于物质的

存在，空间和时间会发生弯曲。天体之间的引

力作用是时空弯曲的结果（图 5-5）。万有引

力是广义相对论的时空弯曲理论在弱引力场的

近似表述。

当遥远的恒星发出的光经过太阳表面时，

太阳周围的空间弯曲，致使光线发生弯曲。理

论计算星光经过太阳周围空间射向地球后的偏

角为 1.75″ （图 5-6）。1919 年发生日全食时，

英国派出科考队分赴西非和巴西两地观测，得

到的结果与理论值相当吻合。正是由于这个事

件，相对论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拓展一步

质速关系

在经典物理学中，物体的质量与运动无关。从相对论的角度看，物体的质量则

是变化的。当物体相对于某惯性参考系静止时，它具有最小的质量 m0 ；当物体以速

度 v 相对该惯性参考系运动时，则在该惯性参考系观测它的质量

m =
m0

1 -
v2

c2

可见，物体的质量会随着它运动速度的增大而增大。这便是相对论的质速关系。

图 5-5 巨大质量的物体使时空弯曲的示意图

图 5-6 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示意图

太阳
地球

来自恒星的光线 1.75''

能初步了解相对论时空观的内涵；
能运用与相对论相关的初步知识解释高
速世界的一些特点。尝试建立初步的相
对论时空观。 

——物理观念

素
养
提
升



109

第 2节　�相对论中的神奇时空

科学书屋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图 5-7）是近现代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出生

在德国西南部古城乌尔姆的一个犹太家庭。

爱因斯坦的主要贡献有：提出光量子说，解释了光电效

应；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1921 年，他因解释了

光电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因为担心当时的德国抢先造出原子弹给世界带来灾难，

1939 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研制原子弹。

这就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的起源。爱因斯坦是一位热忱

的和平主义者，他利用一切机会呼吁不要把科学发现变成杀人

武器，并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团结起来反对核战争。 图 5-7　爱因斯坦

1. 也许你会疑惑，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未发现长度收缩、时间延缓或质量随速度增大而增加的现

象。请你从长度收缩公式和质速关系式出发，探索牛顿运动定律在宏观低速世界的合理性。

2. 惯性参考系 S 中有一边长为 l 的正方形。从相对 S 系沿 x 方向以接近光速匀速飞行的飞行器上测

得该正方形的图像可能是

A B C D

y/m y/m y/m y/m

l

l x/m x/m x/m x/mO

l

lO

l

lO

l

lO

节 练 习

请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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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第一次将目光投向太空时，就想知道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从哪里来，又将去向何

处。本节我们将一起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奥秘。

1.宇宙的起源

自古以来，人们通过对日月星辰及周围事物的

观察，设想着宇宙的模样。例如，我国有古人认为

大地是平的，日月星辰在天空中运行，其上方扣着

穹顶（图 5-8）。在古希腊，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天

体演化说”，即在原子碰撞等原因形成的原始旋涡

运动中，较大的原子被赶到旋涡的中心相互聚集形

成地球，较小的原子被赶到外围环绕地球做旋转运

动，变得干燥后燃烧，形成各个天体。德国哲学家

康德则提出了“星云假说”， 用引力和斥力的观点描

述天体的形成和运动。

在探索宇宙奥秘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发现，根据广义相对论建立的宇宙模型不是静态

的，因此引入宇宙学常数进行修正，提出了“有限无界的静态宇宙”模型。

1929 年，哈勃（E.  Hubble，1889—1953）做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测：遥远的恒

星发出的光谱与地球上同种物质的光谱相比，波长变长，即向红光方向偏移（图 5-9）。

这一现象说明：不管往哪个方向看，远处的星系都

正在急速地远离我们而去，并且距离我们越远的星

系离开我们的速度越快。

人类从此走出了静态绝对的宇宙观，开始用膨

胀的宇宙观探索宇宙的起源。美国科学家伽莫夫

（G. Gamow，1904—1968）将微观的核物理、化学元

素的起源与宏观的膨胀宇宙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描

述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大爆炸宇宙模型，认为宇宙从

一个温度无限高、物质密度无限大的“奇点”爆炸

第3节

探索宇宙的奥秘

图 5-9　遥远的恒星发出的光谱朝

红光方向偏移的示意图

图 5-8　古人设想的宇宙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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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书屋

而成（图 5-10）。大爆炸宇宙模型不仅能解释宇宙光谱的

红移现象，而且预言在大爆炸的特殊宇宙背景下产生的微

波辐射至今存在于宇宙空间中。1965 年，威尔森和彭齐亚斯

观测到了宇宙背景微波辐射，大爆炸宇宙模型得到了有力

的支持。

2.宇宙的演化

宇宙将会一直膨胀下去吗？宇宙的未来将走向何处？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

宇宙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宇宙中的物质分布（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如果宇宙物质

的平均密度大于某个临界值，星系间的引力将最终使膨胀停止并使宇宙开始重新收缩，最

终坍缩；如果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小于该临界值，宇宙将会继续膨胀。但对宇宙物质平均

密度的观测非常困难，因为宇宙中除了可见的发光天体之外，还有大量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暗物质是一种不能释放任何电磁辐射的物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科学家根据对

星系之间引力效果的观测发现，常规物质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引力，因此暗物质的存在理

论被广泛认同。

1998 年，科学家索尔·珀尔马特（S. Perlmutter）、布莱恩·施密特（B. Schmidt）和

亚当·里斯（A.  Riess）通过观测遥远的超新星，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并且证明了暗

能量的存在，因而获得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通过观测和理论分析，科学家推测宇宙

的大部分都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的，但人类对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本质至今仍不了解，

现有的天文观测资料还不能确定宇宙的未来将走向何处，这有待于人类的进一步探索。

图 5-10 宇宙大爆炸设想的示意图

霍金与天体物理

史蒂芬·霍金（S. Hawking，1942—2018，图 5-11），

出生于英国牛津，17 岁入读牛津大学，毕业后前往剑桥大学

攻读宇宙学。他在 21 岁被诊断为患运动神经细胞萎缩症后，

曾一度打算放弃科学研究。但后来他重拾信心，勇敢面对

病痛，继续潜心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他与罗杰·彭罗斯

（R.  Penrose）一起提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暗示了空间

和时间是从大爆炸“奇点”开始而至黑洞结束。这就是著名

的奇性定理。他们因此在 1988 年共获沃尔夫物理学奖。霍金

发现黑洞不完全是“黑”的，而是有向外的辐射，黑洞的温

度会随其辐射而升高，最终会爆炸而消失。这就是著名的“霍

金辐射”。霍金全身瘫痪，蜷缩于轮椅的狭小空间，他的思想

却在无垠宇宙的最深处飞扬，穿越时间与空间，追寻宇宙的源头，探索黑洞的奥秘。

图 5-11 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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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不停息的探索

16 世纪初，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空，从此人类的视野更加开阔。从

伽利略开始，人类一直在通过不断增加电磁波谱的范围来探索宇宙的奥秘，每一种新的电

磁波谱的拓展都意味着打开一扇通向宇宙的新的窗口。

射电望远镜是主要接收天体射电波段辐射的望远镜。1939 年，美国科学家雷伯利用

世界上第一架专门用于天文观测的射电望远镜接收到了来自银河系中心的无线电波，根

据观测结果绘制了第一张射电图。2016 年，我国落成启用的世界上最大单口径、最灵敏、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射电望远镜（图 5-12），是人类探索宇宙深处奥秘的神奇“眼

睛”—“中国天眼”。

为了摆脱大气层对天文观测的影响，人类还先后发射了许多人造卫星及宇宙飞行器用

于天文观测。著名的哈勃太空望远镜自 1990 年 4 月 24 日升空以来，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

供震撼人心的星际图像，如恒星的诞生和死亡等（图 5-13）。人们把它的诞生视为天文

学走向空间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引力波开启了探索宇宙的新窗口，它可让我们倾听宇宙，了解宇宙。1916 年，爱因

斯坦依据广义相对论预言，大质量天体发生碰撞、恒星爆炸、中子星合并、黑洞合并等

极端天文事件发生时，时空会产生涟漪并产生“引力波”，以光速向外扩张。由于产

生引力波的天体离我们过于遥远，引力波

到达地球时就变得极其微弱。2015 年，人

类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这是

由两个黑洞合并为一个更大黑洞时产生

的 持 续不到 1  s 的引力波信号，被激

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图 5-14）的两个

探测器以 7 ms 的时间差先后捕捉到。之

后，人类多次探测到引力波，但信号皆产

生于双黑洞合并。2017 年 8 月 17 日，人

图 5-13　恒星“死亡”

的画面

图 5-14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

图 5-12　世界上最大单口径、最

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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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所产生的引力波信号，

这标志着天文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雷纳·韦斯

（R.  Weiss）、巴里·巴里什（B.  Barish）和基普·索

恩（K.  Thorne）这三位科学家因对 LIGO 探测器和

引力波探测的重大贡献而获得 2017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

宇宙茫茫无际，人类的探索将永不停歇。人类

这一大自然的精灵，定会把视野扩至宇宙的更深处。

1. 查阅资料，了解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说说每种理论的内容及科学依据。

2. 查阅资料，了解典型的恒星演化过程，并与同学们交流。

3. 查阅资料，了解宇宙学的新发展，以小论文或幻灯片等形式进行班级展示。

节 练 习

章 末 练 习

1. 查阅物理学史的相关资料，了解人类关于时空观念的演变，写一篇心得体会，谈谈你的认识。

2. 查阅资料，了解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写一篇相关的科技小论文。 
3. 查阅资料，了解时空弯曲的天文学依据，写一篇相关的科技报道，在班组会上交流。 
4. 设计问卷，调研公众对相对论及其对人类影响的了解程度，完成一个相关的调研报告。

5. 与同学合作，发挥想象力，完成一个与经典力学及相对论有关的科幻剧，在班组会上表演。

科学书屋

“中国天眼”与天文学家南仁东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s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

与终端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从 1994 年提出构想到 2016 年落成启用，历

时 22 年，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目前

“中国天眼”已发现若干脉冲星，人们期待其有进一步的天文发现。

“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1945—2017），为选择最佳台址，

带着 300 多幅卫星遥感图，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先后对比了 1 000 多个洼地。

工程建设中，他克服了技术、资金等重重困难，为工程的顺利完成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他用人生最后的 22 年，精益求精、坚毅执着地实现了一个梦想，用生命铸就了

世人瞩目的“中国天眼”。

能体会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不断
深入的，能从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体会科
学理论既具有相对持久性和稳定性，也
存在局限性，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永无止
境；具有探索自然、造福人类的志趣，
有关注宇宙起源与演化研究进展的意
愿；能体会科学·技术·社会存在相互
联系，需要协调发展。

——科学态度与责任

素
养
提
升



后   记

21 世纪初我国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迄今已十余年。我们根据《普通高中物理课

程标准（实验）》（2003 版）编写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在实验区已使

用十余年。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修订后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
版）》（以下简称《标准》）已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因此，实验版教科书《物理》也应随之

修订。根据国家大政方针和《标准》的要求，在对一线教师大规模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的

基础上，基于多年教科书研究、编写和实践的积淀，教科书编写组对实验版教科书进行了

全面修订。

本次修订后的普通高中物理课

程标准修订版教科书的整体架构如

图所示。

总体来看，修订版教科书具有

如下特点：

1. 立意更高，促进学生物理学

科核心素养的达成。不仅继承实验

版教科书注重落实三维课程目标的

特点，而且更加注重体现物理教科

书的育人功能，以“素养提升”“本

章学业要求”等栏目导向，有效促

进教学方式的改进，提升学生物理

学科核心素养。

2. 寓意更深，注重从情境走向

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内涵。不

仅继承实验版教科书注重联系实际

的特点，而且强调问题情境与物理

内容的相互呼应。通过“以惑为诱、

以问促学”的内容设计，培养学生的物理自然观和建模、推理、论证及质疑能力。

3. 更重实践，强调概念构建过程，注重探究能力的培养。不仅继承实验版教科书的实

验栏目，而且注重凸显物理实验的育人功能。通过“学生必做实验”“实验探究”“迷你

实验室”“DIS 实验室”等实验版块，以“引导、递进、开放”的精巧设计，培养学生在

问题、证据、解释及交流方面的探究能力。

4. 更富逻辑，结构更完善，更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不仅继承了实验版教科书结构上注

重逻辑的特点，而且通过“方法点拨”“策略提炼”“拓展一步”等栏目，进一步升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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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第三册：固体、液体和气体，

热力学定律，原子与原子核，波粒二象性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磁场，电磁感应及其

应用，电磁振荡与电磁波，传感器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动量与动量守恒定

律，机械振动与机械波，光及其应用

必修第三册：静电场，电路及其应用，电

磁场与电磁波初步，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必修第二册：机械能及其守恒定律，曲线

运动与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力学的局限性

与相对论初步

必修第一册：机械运动与物理模型，相互

作用与运动定律

选修第一册：
物 理 学 与 社

会发展

选修第二册：
物理学与技

术应用

选修第三册：
近代物理学

初步

选修

必修

选择
性必
修

合
格
性
考
试

等
级
性
考
试

自主
考核

修订后整套教科书的基本架构



习内容，同时注重难点分解、台阶降低、逐步到位，关注了学生的认知特点。

5. 更重评价，发挥习题功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改进实验版教科书在习题设计方面

的不足，基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分层设计“节练习”“章末练习”“单

元自我检测”，更好发挥习题的功能，促进对核心素养测试的探索。

6. 更加拓展，反映物理学对人类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不仅继承实验版教科书从物

理走向社会的特点，而且注重通过“科学书屋”“物理聊吧”等栏目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人文情怀，及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感。

7. 臻于精致，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不仅继承实验版教科书图文并茂的

特点，而且更加美观、适用，从结构确定、内容纳入、栏目设计、图片选用到版式推敲等

多方面皆精雕细琢，旨在全力打造高质量的一流物理教科书。

编写组凝聚了高校学科专家、省市物理教研员、中学教学名师、考试评价专家、国际

物理教科书研究者等研究力量，具有高校研究平台与中学教学积累的综合优势。各类课题

研究、理论探索、国际比较等，使教科书修订具有研究基础、国际视野，能让物理教科书

的质量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学各级教学名师丰富的实践经验、珍贵的教学心得，为教科

书修订中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搭建了接地气的脚手架、扎实的一线平台，让修

订版教科书更符合教学实际。

本教科书编写组主要成员及分工如下：全套教科书主编为廖伯琴；本册核心编者有

林明华、杜明荣、蒋敏、李洪俊、李太华、廖伯琴；本册由廖伯琴、林明华统稿，由廖伯

琴定稿；全套教科书编务联系工作由李富强、李洪俊负责。

教科书的修订是一系统工程，需各方力量支持。参与本次修订版教科书编写、讨论、

审读、组织试教或作出前期贡献的老师还有：李勇、程力、高山、周智良、宋树杰、王

宪收、陈松、林伟庆、罗基鸣、黄晓标、杨燕鸣、梅家烨、谢德胜、吴英、刘林、许华

忠、田序海、杨学切、青春、黄国雄、冯庆、邓磊、蒋小平、刘健智、廖元锡、冯华、张

正严、翟厚岚、洪正平、梁雷、贺晓霞、张修文、梁一平、林钦、李晶晶、王文祥、董茂

寅、宋协俊、邹建光、时玉义、马凤喜、吴新田、侯辰虎、郑玉峰、程美贵、冯连奎、曹

国莹、岳志国、姜妮、欧剑雄、严士线、彭罡、张庆贵、吴双飞、刘新选、黄巧曦、吴寒

平、李勇顺、黄惠菁、赵保钢、朱霞、覃朝玲、张滨等。张书迪女士为本教科书设计图

标，并在版式设计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本次修订得到众多专家、学者、教研员、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的热诚帮助，得到了山

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此，我们特向提供帮助的各方人士表示由衷感谢！修订

后的教科书将很快进入中学课堂，我们恳请各方人士不吝赐教。

挑战与发展共存！我们期待批评，也期待各位的支持。谢谢！

 主编　廖伯琴

  2019 年 5 月于西南大学荟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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