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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你将学习：

物体的内能。

能的转化和能量守恒定律。

能的转化的方向性。

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

导 学

内能  能量守恒定律

人们对能量的认识和利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1768年，英国的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发明了第一代实用的蒸汽机（图7-1）。这标志着人类对能量的利用进入了一

个新台阶，迎来了工业化时代，此后，人们又掌握了获取电能的技术。

如今，人们不仅利用蕴含在煤、石油等物质内部的能量，还利用来自河流、风、太阳

光以及来自原子核内的能量。图7-2是我国建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设施—长江三

峡电站。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初步分析能量的利用和转化。

如图 7-3所示，为了使一只瘪了的乒乓球恢复原状，可用

电热吹风机对乒乓球加热。请你分析一下，在此过程中能

量的利用和转化情况。你还能列举出其他利用各种不同形

式能量的事例吗？

第七章

图  7-3

图  7-1 图  7-2



2

物体的内能

你见过图 7-4 所示的因纽特人的冰屋吗？每

当冬天到来之前，因纽特人都要建造冰屋。他们就

地取材，用冰作为“砖”，用水作为“泥”，垒起的

冰屋结实不透风，能够把寒风拒之屋外。由于冰是

热的不良导体，能很好地隔热，屋里的热量几乎不

能通过冰墙传导到屋外，加上冻结成一体的冰屋

没有窗子，门口挂着兽皮门帘，这样可以大大减少

屋内外空气的对流，冰屋内的温度可以保持在零

下几摄氏度到零下十几摄氏度。这相对于零下 50

多摄氏度的屋外要暖和多了。因纽特人再穿上皮衣，在这样的冰屋里

完全可以安全过冬了。

图7-5中的上、下两只杯子内各存有一定质量的冷水和热水，其

中上方的杯底有一块半导体材料制成的温差电池，电池的两极与一只

小电扇构成回路。由于上、下两只杯子中水的温度不同，风扇会不停

地转动。驱动风扇运转的能量正是源自水中的内能。

我们在力学中已经知道什么是动能和势能。物体由于做机械运动

而具有动能，地面上的物体由于受到地球引力作用而具有（重力）势

能。那么，内能又是什么？动能和势能是可以转化的，内能与其他形

式的能是否可以相互转化呢？它们之间有什么规律？这些都是本节中

要探讨的问题。

图  7-4

1．内能（internal energy）

（1） 分子做无规则运动，

因此分子具有动能。

物体内大量分子无规

则运动跟温度有关，所以我

们又把这种运动叫做热运

动。

什么是物体的内能？

组成物体的分子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像一切运动着的物

体一样，做热运动的分子也具有动能。

我们知道物体里分子运动的速率是不同的，因此各个分子

的动能并不相同。在研究热现象时，我们关心的是物体内所有

分子动能的平均值。我们把这个平均值叫做分子热运动的平均

动能，简称分子动能。

温度与分子热运动的关系密切，它是物体分子热运动的平

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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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分子间存在相

互作用力，所以分子具有势

能。

（3） 内能是物体内部具

有的能量，它包括物体内所

有分子动能和势能。

均动能的标志。温度越高，物体分子热运动越剧烈，分子热运

动的平均动能越大；温度越低，分子热运动的平均动能越小。

物体内分子不仅做永不停息的热运动，而且分子间存在相互

作用，因而分子具有与分子间距离有关的势能，叫做分子势能。

物体的分子势能与物体的状态和体积有关。分子势能是随

着分子之间距离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分子间距离发生变化的宏

观表现就是物体的状态和体积发生了变化。当分子间距离发生

变化时，分子间作用力就会做功。分子间作用力做正功，分子

势能减少；分子间作用力做负功，分子势能增加。

一切物体都是由不停地做无规则热运动并且相互作用着的

分子组成的。在历史上，人们把物体中所有分子做热运动的动

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叫做物体的内能。如今，人们对物体内

部能量的认识已经大大拓展了。人们不仅认识到物质由分子或

原子组成，而且认识到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原子

核又由中子、质子等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组成物质的形形色色

的粒子具有各种形式的能，它们组成了物质内部的能量总和。

如果对水加热，水分子的热运动会加剧，导致水分子的动

能增加；水在汽化、液化、凝固等过程中，分子间的距离将会

发生改变，分子势能会发生变化，因此物体的内能与物体的温

度和体积、状态都有关系。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许多实际过

程都伴随着内能的变化。图7-4中的冰屋是用隔热的方法减少

内能的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热现象是大量分子热运动的宏观表现，是

大量分子运动的统计结果。讨论个别分子的温度和内能是没有

意义的。

列举几个内能发生变化的实际事例。

家谈大

如何使物体的内能发生变化？

为了探究内能变化的规律性、更好地利用内能，我们首先

要搞清究竟有哪些途径会引起物体内能的变化？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例子：两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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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能变化的两个途径

（1） 做功可以改变物体

的内能。

摩 擦 与 热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科学家通过摩擦生热的实验，把物

体内能的变化与机械运动联系起来。图7-6和图7-7分别是用

DIS研究摩擦与热的实验装置

和软件界面。在铜管内插入温

度传感器，点击软件界面中的

实验条目“摩擦做功使温度升

高”。拉动绳子，观察软件界面

上温度的变化曲线。我们可以

发现，拉动次数越多，铜管的

温度升得越高。观察温度变化

曲线，分析拉动次数和对应的

温度变化情况，就可以研究克

服摩擦做功与热的关系。

相互摩擦，温度会升高；锯木头的时候，锯条和木头的温度升

高；用砂轮磨刀具的时候，刀具和砂轮的温度升高。在这些例子

中，物体温度升高，内能增加，都是与克服摩擦力做功的过程同

时发生的。可见，克服摩擦力做功，可使物体的内能增加。

DIS实验

除了克服摩擦力做功可以使内能增加外，用力压缩气体对

气体做功，也可以增加气体的内能。如图7-8所示，柴油机气

图  7-6

温度传感器

铜管

演示实验：摩擦做功使温度升高

当前温度:   ℃

图  7-7

120

100

80

60

20

40

0

T/℃

0 2 4 6 8 10 12 14 16
t / s



5

（2） 热传递可以改变物

体的内能。

做功和热传递在改变

内能的效果上是等效的。做

功使其他形式的能如机械

能等转化为内能；热传递使

物体间的内能发生转移。

图  7-8

缸内的空气受到活塞的压缩，内

能增加，温度升高，通过高压油泵

喷入的雾状柴油立即被点燃。当

高温气体对外膨胀做功时，气体

内能转化为活塞的机械能，气体

的内能减少，温度下降。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做功是改

变物体内能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外

界对物体做功时，物体的内能增

加；当物体对外做功时，物体的内

能减少。

然而，做功并不是改变物体

内能的唯一物理过程。灼热的火

炉可以使它周围物体的温度升高，

内能增加；容器中的热水使放入

其中的冰熔化，并不断向外界散热后逐渐冷却，内能减少。这

些例子中，虽然没有做功，但物体的内能改变了，这种没有做

功而使物体的内能改变的物理过程叫做热传递。

我们可以用加热（热传递）的方法使一根铁丝的温度升

高；也可使它与其他物体摩擦，用做功的方法使它升高同样的

温度。大量事实说明，做功和热传递在改变物体内能上可以收

到相同的效果。

指出下面各例中物体内能的改变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1）池水在阳光照射下温度升高。

（2）锤子敲击钉子，钉子变热。

（3）写在纸上的墨水干了。

（4）锉刀锉铁块时，铁块发热。

自主活动

19世纪中叶，英国物理学家焦耳从1840年开始，在以后将近40年

的时间里，研究了摩擦生热、压缩空气的温度升高以及电流的热效应等

历史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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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电学、化学的功与所产生热量的关系，确定了热与功的当量关系，

为内能的发现以及能量守恒定律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焦耳在这方面共做

了 400 余种各式各样的实验。下面是他做过的一个最著名的实验。

这个实验装置如图 7-9 所示，在与外界隔热良好的量热器里装有

水。重物P与重物P′下落时，带动量热器中的叶片转动，由于摩擦而

使水的温度升高。测出重物P和P′的质量以及它们下降的距离，可以

计算出所做的功。另一方面，由水和量热器的质量、比热容、升高的温

度又可计算出增加的内能。焦耳通过多次实验证明，所做的功（或所消

耗的机械能）总等于水和量热器增加的内能。

图  7-9

(a) 焦耳测定热功当量的实验装置

重物 P

重物 P′

量热器

(b) 量热器的纵截面图

转动叶片

固定叶片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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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指出图 7-12 表现的对象所对应的能的形式，

并谈谈你所知道的其他形式的能。

家谈大

能的转化和能量守恒定律

由于存在空气，任何摆动着的物体与空气摩擦，机械能将会逐渐转化为物体及空气的

内能。最后，机械能消失，摆动停止。但是，如图 7-10 所示的一种叫做“动态雕塑”的

摆设，小球和框架会变换着姿态不停地摆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我们打开它的底座，就

会发现其中的奥妙！在它的底座内装有一块电磁铁，电源通过电磁铁与铁制小球的作用，

将能量不断地提供给小球，补充因摩擦而损耗的机械能。拆去电池后，小球和框架摆动几

下后就会停止运动。

自然界的一切生命运动的维持同样需要能量。图7-11所示是一种肉食性植物，它

不仅能像大多数植物一样

通过光合作用利用来自太

阳的能量，还可以靠捕食

昆虫来补充能量。

19世纪中叶，迈尔、焦

耳和亥姆霍兹等科学家在分

析了各种能量转化现象的基

础上，经过大量实验，向人

们揭示了各种能在相互转化

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1．能的形式

能以多种形式存在于

自然界，每一种形式的能对

应于一种运动形式。

各种形式的能是可以

相互转化的。

自然界物质的运动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每种运动形式都有

对应的能，如机械运动对应机械能，热运动现象中有内能。此

外，还有电能、磁能、化学能、核能等。各种形式的能又是可

以相互转化的。不同运动形式具有不同的特性以及不同的规律

性，这反映了它们的差异性；但是不同形式的运动都具有能，

而这些能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反映了它们的统一性。

图  7-10 图  7-11



8

下面我们一起来研究各种不同形式的能之间相互转化的

问题。

图  7-12

（a） 太阳 （b） 火山

图 7-13中用箭头标出了各种能之间的转化关系，请你列

举其中三个事例，说明它们是如何实现转化的？

自主活动

19世纪中叶，焦耳通过实验证明，做一定量的机械功，即

消耗一定量的机械能，总会得到等量的内能，从而首先揭示了

在机械能和内能转化的过程中，总能量是守恒的。不仅如此，他

还通过给电阻丝通电使隔热容器里的水的温度升高的实验，进

一步揭示出在电能和内能的转化过程中，总能量也是守恒的。

在此基础上，焦耳及其他一些物理学家又将这个观念进一步推

广，认为在任何形式能的转化过程中，能量并不会创生，也不

会消失，总的能量都是保持不变的。

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任何机器或装置只能

使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

能量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遵循怎样的规律？

内能

机械能

电能

核能化学能

图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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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这为人们开发和利用能指明了方向。为了有效地利用

能，重要的是发现能的转化新途径，提高能的转化效率。早在

18世纪中叶，英国发明家瓦特改进了已出现的原始蒸汽机，大

大提高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效率，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

命，使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能量守恒定律是人类经过长期探索而确立的、普遍适用的

基本规律。恩格斯曾经把这一定律称为“伟大的运动定律”，认

为它的发现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能量守恒定律

把不同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联系了起来，自从它被发现以来，

就成为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有力武器。

2．能量守恒定律（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能量既不能创生，也不

能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

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

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

体，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

中，其总量不变。这就是能

量守恒定律。

历史上曾有不少人都想设计一种机器，他们希望这种机器

不消耗任何能量和燃料，却能源源不断地对外做功，这种机器

被称为“永动机”。

图7-14是一个“永

动机”的设计方案。轮子

中央有一个转动轴，轮

子边缘安装着12个可活

动的短杆，每个短杆的

一端装有一个铁球。方

案的设计者认为，右边

的球比左边的球离轴远

些，因此，右边的球的重

力与力臂的乘积要比左

边的球的重力与力臂的

乘积大。这样，轮子就会永无休止地沿着箭头所指的方向转

动下去，并且带动机器转动。你认为它真会那样吗？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虽然右边每个球的重力与力

臂的乘积大，但是球的个数少，左边每个球的重力与力臂的乘

积虽然小，但是球的个数多。于是，轮子不会持续转动下去而

对外做功，只会摆动几下，便停在图中所画的位置上。

事实证明，任何制造“永动机”的设想，无论它看上去是

多么巧妙，都是一种徒劳。

我们能制造出不消耗能量的“永动机”吗？

图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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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转化的方向性  能源开发

据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建造一座高达 1 000 m 的“太阳塔”，利用太阳能进行风

力发电。这一高度将是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的2倍多。这是一项规模极为庞大的环保

能源工程。“太阳塔”的底端有一个直径 7 000 m 的圆盘状集热器，如图 7-15 所示。在

太阳的照射下，集热器的中部形成一个

巨大的温室。由于对流效应，热气流沿着

“太阳塔”以 56 km/h 的速度上升，推动

“太阳塔”内部特别设计的涡轮产生电

力。这种特殊的设计可以克服天气条件

限制，不间断地工作。据估算，“太阳塔”

一年所发的电可供 20万个家庭使用，而

如果采用传统发电方式，每年为此要排

放出 830 kt 的二氧化碳。

人们为什么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

力建造“太阳塔”呢？在本节，我们将从

能的转化的方向性给出答案。

你在电视中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被摔得粉碎

的茶杯碎片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杯子，从地上跳回到桌

面上。这时你一定会说是影片在倒放，不足为奇！为什

么这不是真实的过程？

家谈大

凡是能量守恒的过程就一定会发生吗？

科学家经研究发现，有许多想像中的过程，例如单纯使全部

海水降温以获得能量的过程，虽然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但在自

然界中却是不能实现的。

图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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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举几个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具有“单向性”过程的

例子。

2. 热传递过程具有单向性，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传递到低

温物体。试分析这个说法与电冰箱工作过程（热量从冰箱内的低

温区传递到外界温度较高的空气中）的实际情况是否矛盾？

自主活动

1. 自然过程的方向性

大量事实表明，自然界

中的一切实际变化过程都

具有方向性，朝某个方向的

变化是可以自发发生的，相

反方向的变化却是受到限

制的。这时如果要使变化了

的事物重新恢复到原来的

状态，一定会对外界产生无

法消除的影响，这就是自然

过程的不可逆性。

人死不能复生，破镜不能重圆，泼水难收……这些说法反映

了一个事实，实际过程都具有“单向性”或“不可逆性”。下面

我们通过简单的物理过程来考察单向性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杯热水放在空气中，它就逐渐冷下来。但是我们却从未

观察到相应的逆过程：热量自然地从空气向热水传递而使热水

的温度升高，虽然在理论上这过程同样可以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因此，热传递过程具有单向性，它只能自发地从高温物体传递

到低温物体。其次，一个单摆在来回摆动许多次后，总会停下

来，它通过克服摩擦力和空气阻力做功而使机械能转变为内能。

但我们从未观察到相应的逆过程：这部分内能重新自然地转变

为机械能而使单摆恢复摆动。再如，气体的自由膨胀过程，如

图 7-16 所示，打开容器中间的隔板后，原来储存在容器左边

的气体就会向右边的真空区域自由膨胀，最终均匀地分布于整

个容器。但我们从未观察到相应的逆过程：气体自行压缩到容

器的一边。

热传递、摩擦生热、气体自由膨胀等是物理学中所讨论的三

类典型的单向性过程或不可逆过程，而且这些过程都与热现象密

切相关。

图  7-16

真空

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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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量的耗散与退化

3. 能源（energy sources）

能够提供可利用能量

的物质资源叫做能源。

请你说说图7-17中各能源转化装置分别利用了哪

些能源？

家谈大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能量的耗散与退化说起。1852 年，

英国物理学家汤姆孙(William Thomson，1824—1907)的研究发

现，在自然界发生的种种变化中，能量的总值虽然保持不变（守

恒），但是能量可被利用的价值却越来越小，或者说能量的品质

在逐步降级，这就是能量耗散与退化。

对于人类来说，除了内能外，更需要机械能、电能。内能

在转化为机械能时，总有一部分要散发到温度较低的环境中。

可见，在转化的过程中，只有部分内能可成为有用的机械能，另

一部分成了“废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内能是一种低品质的能。

如果其他形式的能量通过摩擦、碰撞、燃烧等过程转化成内能，

能量的品质就降低了。

由于宏观过程的不可逆性，如果一个系统的内能增加，这

个系统就永远无法依靠自身的作用（自发地）回到原先的状态，

除非系统依靠外界的帮助。而“外界的帮助”将更多地消耗其

他形式的能量，产生出更多的内能来。

当我们使用地球上的能源时，并不会减少地球上能的总

量，但是它们的可利用价值会降低。例如，开汽车时要消耗汽

油。汽油在发动机中燃烧，将燃气的部分内能转化为驱动汽车

行驶的机械能，同时，另一部分内能被汽车排气管排出的废气

带走，这部分内能就很难再利用了。

目前，人类消耗的能量主要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物

质。人们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在技术上比较成熟、使用较

普遍的能源叫做常规能源。近几十年才开始利用或正在研究开

发的能源叫做新能源，如太阳能、核能、地热能等。

既然能量守恒，为什么还会有能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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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源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须臾不可离的基本物质，人

均能源消费量成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世界上

消费的能源主要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燃料等矿物类燃料，

这些物质是自然界在千万年中积累形成的，是赋予人类的自然

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却是有限的，在人类日益增加的能源需

求下，将日趋枯竭。表 2 反映了目前世界能源的资源状况。

能源的划分有多种方法。直接来自自然界的能源叫做一次

能源，如煤炭、石油等。从一次能源直接或间接转化而来的能源

叫做二次能源，如电能等。一次能源又可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

再生能源两大类。还有的把能源分为燃料和非燃料能源两大类。

请你按照表 1 中给出的能源分类法，填写能源的名称。

自主活动

图  7-17

水力发电站
风力发电站

地热发电站

太阳能发电站

潮汐发电站沼气发酵池

太阳能收集站

波浪发电站

火力发电站
核电站

表2  世界能源的资源状况

已探明储量 可开采年限能源

表1  能源的分类

类别

常规能源

新能源

一次能源 二次能源

煤炭 2 × 1013 t 约 300 年

天然气 1.38 × 1015 m3 50～60 年

石油 1.36 × 1012 t 30～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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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探明能源的储量，煤炭保有储量约 9.5× 1012 t（其

中可开采量约 1.2 × 109 t），石油约 7 × 1010 t（其中可开采量

约占总量的—），天然气约 8 × 1012 m3。虽然我国的能源资源

丰富，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的占有量处于较低的水

平。与之相反，由于人口众多，虽然我国人均能源的消费量不

高，但总量却相当惊人！据报道，21世纪初，我国能源消费总

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我国能源形势相当严峻！

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能源？

在地球的自然资源中，除了煤炭、石油、天然气、植物燃

料、水能、核能等已被人类广泛利用的能源外，还有太阳能、风

能、地热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数量巨大

的能源可以利用。这些能源可以再生，是对环境污染和危害极

少的清洁能源。但目前人类使用这些能源的技术还很不完善，

还有待人类去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此外，人们日益发现，利用能源的过程一方面为人类带来

了文明与繁荣，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

难。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受到破坏、土壤酸性化、生态平

衡受到破坏等带来了海平面升高、暴雨和干旱增多，还有核燃

23 %

28 %

2.5 %
6.5 %

40 %
天然气

石油

水电

核能

图  7-18

煤炭

当前全世界每年的能源消费量已远远超过 1× 1010 t标准

煤（每吨煤释放的能量为 29 300 kJ），不久将达到 2 × 1010 t

标准煤。图7-18反映了目前世界能源消费种类的比例。其中，

煤炭约占 28 ％，石油约占 40 ％，天然气约占 23 ％，水电约

占 2.5 ％，核能等约占 6.5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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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近年来，我

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开发和推广能源新技术、治理环境等

工作，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了控制和改善。

图7-20的数据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还很不合理，与

世界能源消费先进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

料的直接污染等都严重威胁着人类以及各种生物的生存。

显然，从人类的利益和生存出发，节能是减缓当前能源枯

竭、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最现实和有效的措施。因此，开

发节能技术、开拓新能源利用技术、开发清洁能源，是我们利

用能源的技术发展方向。

我国在能源利用和开发中面临的问题

我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且能

源使用效率低。1994年，我国全年废气排放量（不含乡镇企业）

1.14× 1013 m3，废气中烟尘排放量 1.414× 107  t 。全国 500多

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很少，某些城市悬

浮颗粒物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几十倍。个别城市甚至

成了“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由于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不断增

加，酸雨污染范围从西南、华南向东向北扩展，越过长江和黄

河，污染面积不断扩大。部分城市的汽车尾气排放污染也十分

严重。

3
4

图  7-19

（a）烟尘排放 （b）汽车尾气排放

（c）经过治理的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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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

展中，要不断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

费结构，在科学发展观引导下，使社会和谐发展。

水力和核能 天然气 石油 煤炭

(%)

（a）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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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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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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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包—太阳能的利用

本学习包主要学习太阳能的利用，学习过程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第    阶段： 问题探讨

★听介绍、看表演

★提问题

★查找资料，提出实验

     验证的初步方案

课

内

课

外

★寻找伙伴，组成学习

     小组，分工、明确任

     务，设计实验方案

★上网查资料

二第    阶段： 探索研究

★交流、展示实验设计

     方案

★开展实验探究

★完成实验报告，与外

     校同学交流研究成果

★继续检索资料，回答

     相关问题

三第    阶段： 交流小结

★汇报探究成果

★交流学习心得

★点评学习情况

课

内

课

外

★反思学习过程

★做好小结，完成相关

     练习

课

外

课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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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一第    阶段： 问题探讨

在20世纪中，人类使用的能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三种，而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

统计，假使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地球上这三种能源能供人类开采的年限分别只有30～40

年、50～60年和约 300年了。所以，开发新能源，已经成为人类发展中的紧迫课题。目前，

太阳能已成为人类新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太阳是个巨大的能源。在太阳内部不断地发生热核反应（氢

变成氦的聚变反应），由此产生的巨大能量通过辐射到达地球。在

地球上，平均每平方米每秒所接受的太阳的辐射能约为1.353 kJ，

也就是说，太阳每秒照射到地球上的能量约相当于燃烧6.0×105 t

标准煤释放出的能量。图7-21所示的装置是一个演示太阳辐射

的仪器。在球型玻璃罩的中央是一根直立的轴，在轴中部装有可

转动的支架，在支架的末端上对称地装有四个叶片，每个叶片均

由铝箔制成，叶片的一个表面被涂上了黑色涂料。当太阳光照射

在叶片上时，由于黑色和白色物体对热辐射的吸收能力的不同，

各部分温度发生的变化不同，从而使球型玻璃罩内的空气形成对

流，叶片就会带动支架转动起来。

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太阳能热水器提高我

们的生活质量，图7-22所示是比普通房屋节约

75 ％～90 ％能耗的新颖太阳房，图7-23所示

是在寒冬腊月借助太阳能在大暖棚内种植夏季

特有的绿色植物。

图  7-22

图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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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如今，我们不仅直接利用太阳辐射的热效应，还可以利用太阳能来发电、驱动飞行器

和车辆。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当我们戴上如图 7-24所示的太阳能凉帽，一定能感受到新

能源的清洁和实惠！图 7-25 所示是一辆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机驱动的玩具小车。

看完以上材料请同学思考，并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例如可以提出：

1. 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的吗？

2. 为什么现在还不能普遍地用太阳能代替其他能源？

3. 如何用人工方法获取并储存太阳能？

4. 如何提高太阳能转化为内能的效率？

同学们还可提出其他问题。

针对第4个问题，请同学思考与讨论：如何通过实验来研究提高太阳能转化为内能的

效率的方法？

研究方案提示：

我们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设计“提高太阳能转化为内能的效率”的实验，并得出

结论。

● 寻找不同的隔热保温材料，比较它们对太阳能转化为内能的效率的影响。

● 改变太阳光辐射角度，探究最佳效果。

● 不同的物体表面对太阳能转化为内能的效率的影响。

图  7-24

第    阶段： 探索研究二

在晴朗的冬日里，太阳照射在身上时，你会感到很温暖。这是因为阳光携带的能量被

你的衣服、皮肤吸收而转化为内能。夏天，人们喜欢穿白色或淡颜色的衣服，是因为白色

可以反射阳光，人所吸收的能量减少了，所以会比穿黑衣服凉快些。这个现象反映了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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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阶段： 交流小结三

（一） 实验展示

把实验过程和结论进行展示交流。

（二） 撰写报告

在交流小结结束后完成一份书面结题报告。

表面的不同颜色对太阳能转化为内能的效率是不同的。为此，我们提供一个实验设计方

案，对如何提高太阳能转化为内能的效率进行研究。

［学生实验］探究太阳能转化为内能的效率

1.实验目的：研究不同表面对太阳能转化为内能的效率的影响。

2.实验器材：太阳能实验器、DIS 数据采集器、温度传感器等。

3.实验步骤：

①如图7-26所示，太阳能实验器的支架上装着三只分别涂黑色、灰色、白色的瓶子，

将温度传感器插入瓶内，以观察瓶内空气温度的变化。

②调节太阳能实验器的位置与倾角，使太阳光直射在瓶子上。

③开启电源，运行 DIS 应用软件。点击实验目录中的“太阳能的利用”，显示器界面

如图 7-27所示；点击“开始记录”，计算机同时显示三只瓶内空气温度升高的变化图线。

④分析、归纳实验数据，得出结论。

4.实验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  7-26 图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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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包：太阳能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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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习小结

通过探索研究并结合下列问题检测自己对本学习包的学习情况。

1．通过网络检索太阳能的相关知识，是否比单一从课本上学习所获的知识更丰富？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

2．对学习包中所提供的资料，在阅读理解上是否存在困难？有关太阳能方面的资料

还有哪些？有哪些相关的杂志和书籍？

3．你能利用身边的实验器材研究太阳能转变为内能的效率吗？

4．你能够顺利完成“探索研究”中的实验项目吗？你有哪些关于太阳能利用方面的

新设想和创意呢？

参考资料

1．太阳能

每年地球所接收的太阳能至少有 5.5× 1024 J，约相当于燃烧 1.9× 1014 t标准煤所释

放的能量。地球上的风能、水能、海洋温差能、波浪能和生物质能以及部分潮汐能都来源

于太阳，地球上的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从根本上说也是远古以来储存下

来的太阳能。所以，广义的太阳能所包括的范围非常大，狭义的太阳能则限于太阳辐射能

的光热、光电和光化学的直接转换。

太阳能是一种辐射能，具有即时性，必须即时转换成其他形式能量才能利用和储存。

将太阳能转换成不同形式的能量，需要不同的能量转换器。图7-28反映了目前利用太阳

能的主要途径。

图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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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的太阳能资源

我国幅员广阔，有着十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据估算，我国陆地表面每年接受的太

阳辐射能约为 5.0 × 1018 kJ，全国各地太阳年辐射总量达 335～837 kJ/(cm2·a)，中值为

586 kJ/(cm2·a)。(a 为时间单位“年”的符号)

3．太阳能利用技术发展现状

由于太阳辐射的能流密度低，因此，在利用太阳能时，为了获得足够的能量，或者为

了提高温度，必须采用一定的技术和装置（集热器），对太阳能进行采集。

（1） 全玻璃真空集热管和家用太阳能热水器。

图 7-29 是 20 世纪 70 年代研制成功的全玻璃真空集热管的结构示意图。家用太阳能

热水器就是将若干支全玻璃真空集热管组成集热器固定在一块白色漫反射平板上，实现

对储水箱中的水进行加热的装置，见图 7-30。

图  7-29

真空集热管外玻管

选择性吸收涂层

带吸气剂的卡子

内玻管

真空

图  7-30

（2） 太阳能制冷技术。

目前，就世界范围而言，太阳能制冷技术还处于示范阶段。在我国“九五”期间，太

阳能空调降温示范工程就已被列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图7-31所示的是两种类型的太阳能

空调器。

图  7-31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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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发电是太阳能热利用的重要方面，其原理是利用太阳光的热能将传热介质加热

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在太阳能利用中，还可以利用光伏电池直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给各种用电器供电。

例如，图7-32中的太阳能汽车和太阳能飞机，虽然还不具备良好的使用性，但是它们的成

功为我们展示了太阳能利用的美好前景。

（4） 太阳房。

太阳房是直接利用太阳辐射能的重要

应用。把房屋看作一个集热器，通过建筑设

计把高效隔热材料、透光材料、储能材料等

有机地集成在一起，使房屋尽可能多地吸

收并储存太阳能，达到房屋采暖目的。

（5） 太阳灶。

我国是太阳灶的最大生产国，主要在

甘肃、青海、西藏等西北边远地区和农村应

用。图7-33所示的太阳灶的主要部件为反

射抛物面，其开口面积在 1.6～2.5 m2。
图  7-33

图  7-32

(b) 太阳能飞机(a) 太阳能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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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 of Energy

Scientists consider energy to exist in several main forms. These include heat

energy, which can raise the temperature of matter, electrical energy, which enables

charge to flow around a circuit, and chemical energy, contained in fuels. The Sun

converts nuclear energy into light, heat, ultraviolet radi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energy as electromagnetic waves.

英
语 角

Several types of energy

Kinetic and

potential energy

Sound energy
Light energy

Nuclear energy

Heat energy

Electrical energy

Chemical energy

Fig. 7-34

Most of these energy types can switch from one form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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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电场和磁场

电磁现象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类物理现象，它的特点及其

规律与力学现象完全不同。牛顿力学和电磁学是经典物理学的两大

理论。19世纪电磁学的建立将人类引入了电气化时代。

本篇中你首先将了解电场和磁场的基本特性，然后了解在运动

变化过程中电和磁的密切联系，以及电磁场和电磁波。电路问题是

电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你将在初中物理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

其中的某些规律及其应用。

p25-42 2011.4.7, 5:08 AMPage 25 Adobe PageMaker 6.5C/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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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雷电是人们熟悉的自然界的电现象（图8-1）。据统计，在地球大气层中，每秒落到地

面的雷电约有近百次，每天要发生上千万次闪电。雷电的电压可高达数千万伏，最大电流

约1.0×104～1.0×105 A，温度则高达1.0×104 ℃以上。巨型闪电产生的冲击波，将使每

平方厘米面积约承受700 N的巨大压力。在我国，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的22％以上由雷击引

起，其中 29％酿成大的火灾；全国每年因雷击伤亡的人数在 1万人以上。可见，雷电引起

的自然灾害是不能忽视的。

在本章中，你将学习：

什么是电场？

怎样描述电场？

电场有哪些重要性质？

怎样利用和防范静电？

导 学

电  场第八章

图  8-1

图  8-3

在雷电现象中有一种特殊的闪电，叫做球形闪电

（图 8-2）。球形闪电的直径大至数米，小则几厘米，一般为

15～40 cm，它的颜色有黄、白、橙、红等多种。球形闪电“喜

欢”钻洞，它可以从烟囱、窗户、门缝钻进屋内，在房子里转

一圈后又溜走。球形闪电的寿命不长，大约为几秒到几分，一

旦人与它接触，就有可能发生危险。

在科技馆和有条件的实验室，都可

以看到如图8-3所示的装置。这个装置中

的两根金属电极上可以积聚大量电荷，

当电荷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电极间产生很高的电压，这高电压可

使空气导电，形成明亮的电弧，电弧不断随着热空气上升，这个装置

叫做雅各布天梯。

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有关静电的知识。

p25-42 2011.4.7, 5:08 AMPage 26 Adobe PageMaker 6.5C/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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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现象  元电荷

除了雷电这种自然界的静电现象外，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静电现象。在空气干燥的秋

冬夜晚，当你熄灯脱去化纤毛衣准备入睡时，往往会听到“噼噼啪啪”放电的声音，同时

还会看到有明亮的火花在毛衣上跳跃（图8-4）；刚刚洗净的头发，吹干后非常蓬松，很难

用梳子梳平贴；在上、下汽车接触车门手柄时，有时会被“麻”一下，很不舒服（图8-5）。

用丝绸摩擦玻璃棒，毛皮摩擦橡胶棒，黑板擦摩擦醋酸酯

薄片(如照相底片)，尼龙摩擦聚乙烯薄片，并观察它们吸引轻

小物体(如纸屑)的现象。

1. 静电现象

静电是怎样产生的？

图  8-5

喔，被“麻”了一下!

图  8-4

怎么会有火花？

除了上面介绍的例子以外，你还能举出哪些静电现象？

家谈大

p25-42 2011.4.7, 5:08 AMPage 27 Adobe PageMaker 6.5C/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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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擦起电(electrifica-

tion by friction)

用摩擦的方法使物体带

电的过程，叫做摩擦起电。 根据你已有的知识，填写以下空格：

自然界只有＿＿＿＿种电荷，分别叫做＿＿＿＿＿电荷与

＿＿＿＿电荷。同种电荷相互＿＿＿＿，异种电荷相互＿＿＿。

摩擦起电的原因，是因

为摩擦可以使物体得到多

余的电子或失去原有的电

子。得到多余电子的物体带

负电，失去原有电子的物体

带正电。

使用事先准备的塑料尺、塑料吸管、塑料包扎带、三角板、

笔杆、梳子、玻璃棒、橡胶棒、毛皮、纸、尼龙布、纱布、用

细线悬挂的泡沫塑料球等器材，通过摩擦使物体带电，并运用

同种电荷相斥、异种电荷相吸的原理判断各物体所带电荷是正

电荷还是负电荷。

你能回忆起物质的原子结构吗？根据物质的原子

结构，请你谈谈摩擦起电的原因。

家谈大

“摩擦起电”使物体带电的序列

两个物体相互摩擦，哪个物体带正电，哪个物体带负

电，主要决定于物质的性质，但环境温度、湿度、气压也

有一定影响。有研究者做了实验，得出以下序列：

玻璃、尼龙、羊毛、丝绸、棉花、纸张、硬橡胶、腈

纶、聚乙烯……序列中两种物质摩擦时，前面的物质带正

电，后面的物质带负电，而且两种物质在序列中相距越远，

摩擦起电现象越显著。

点 击

除了摩擦起电外，还可用其他方法使物体带电。大量事实

表明，电荷不能创生，也不能消灭，只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

一个物体，或者从物体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在转移过程

中电荷的总量保持不变。

自主活动

自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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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人们通过

实验发现，一般物体所带电荷的电荷量不是任意的，而是某个

最小电荷量的整数倍。这个最小电荷量，就是电子电荷量的绝

对值，叫做元电荷，用 e 来表示。最小电荷量 e 最早由美国物

理学家密立根用著名的油滴实验测定。

负电荷使人愉快

当水滴在空气中运动时，由于摩擦，水与空气的分界面上

可能存在电荷。实验证明，水在飞溅时，悬浮在空气中的较大

水滴带正电，而较小的水滴带负电荷，由于大水滴沉降得比小

水滴快，空气中就留下了许多带负电的小水滴。研究表明，带

有正电荷微粒的空气会使人感到不适，而带有负电荷微粒的空

气将使人觉得愉快。关于这方面的生物机理现在还处于探索阶

段，但人们已经知道，负电荷可增强人体某些细胞的机能，对

健康能发挥有益的作用。在瀑布、喷泉、溪流、海滨等附近的

空气中，就有大量的带负电荷的离子。当人们吸入这种新鲜的

空气时，负电荷就会对人体施加有益的影响，因而人们就会感

到精神爽快、全身舒适。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多在喷泉、瀑布、

细雨、大海或山涧留连……

我们已经知道，不仅一般的物体可以带电，某些微观粒子

也带有电荷，但是不同带电体带电的多少往往是不同的，我们

用电荷量反映带电体带电的多少。

3. 电荷量（quantity of

electricity）

物体所带电荷的多少

叫做电荷量。电荷量用Q或

q来表示。电荷量的国际单

位是C，读作库仑，简称库。

常用的更小单位是μC，读

作微库。

1 μC ＝ 10－ 6 C

4. 元电荷（elementary

charge）

带电体的电荷量都等于

最小电荷量 e的整数倍。最

小电荷量 e就叫做元电荷。

e ＝ 1.6 × 10－19 C

物体所带的电荷量是不是任意的？

怎样产生和测量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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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静电的产生和测量 前面介绍了手工摩擦起电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效率低下，

产生的静电也非常有限。因此人们设计了很多专门产生静电的

设备。

（1）手摇感应起电机（图 8-6）。

它是实验室常用的起电设备。用手柄转动圆盘后，与两金

属球相连的物体就可分别带上正电和负电。

（2）超高压电源（图 8-7）。

它的正、负输出端 A、B 可以使与它相连的物体带上正电

荷或负电荷。

A B

（3）范德格拉夫起电机

（图 8-8）。

启动开关后，顶部的金属

球能积聚大量的电荷。

无论用哪种方法获取的

静电，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电压非常高，一般从几

千伏到十几万伏，但所带的

电荷量不一定很大。

下面介绍几种测量静电

的仪器。

（1）产生静电的设备有

手摇感应起电机、超高压电

源、范德格拉夫起电机等。

图  8-8

A B

图  8-7图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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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生产用的静电电压表（图 8-11）。

它可以测量带电体电压的数值。测量过程中，根据需要，既

可与带电体接触，也可不与带电体接触，不与带电体接触能避

免放电，保证安全。

历史回眸

（1）验电器（图 8-9）。

验电器上部的金属球A与金属杆B

相连，并穿过绝缘环C与金属条D相通，

指针P可绕金属条D上的O轴自由转动。

当有带电体接触或靠近金属球A时，指

针P便绕O轴转动。根据指针P是否转

动或转动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判断物体

是否带电以及验电器所带电荷量的相对

大小。

（2）工业生产中用的电荷量表（图 8-10）。

用它可以测量带电体所带电荷的正、负电性和电荷量

的多少。

（2）测量静电的仪器有

验电器、电荷量表、静电电

压表等。

图  8-9

A
B

C

D

P O

图  8-11

图  8-10

密立根油滴实验

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1868年3月22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的莫里森。

1887年进大学就读，先后在大学担任物理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

192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53年12月19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

迪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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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喷雾器

显微镜
+

A

B

−

实验中用一个喷雾器向一个透明的小盒子里喷入带电油滴。小盒子

中的 A、B 板分别连接电池的两极，让 A 板成为正极板、B 板成为负极

板。带负电的油滴在 A、B之间受力的作用而运动，运动的速度可以通

过改变极板间的电压来控制。当油滴所受重力与极板间电场（参见下节）

对它的作用力平衡时，油滴可悬在空中。

密立根不断改变电压，仔细观察油滴的运动。经过反复试验，得出

结论：油滴的电荷量是某个最小固定值的整数倍，最小固定值就是单个

电子的电荷量的绝对值。这个工作从 1907年开始，直到 1913年才最后

完成。现在得到的元电荷的精确值

            e ＝(1.602 177 33 ± 0.000 000 49)× 10－ 19 C。

一般情况下可取值 e ＝ 1.60 × 10－ 19 C。

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测定了元电荷的电荷量。他设计的实验装

置如图 8-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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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荷的相互作用  电场

上海科技馆中有一个实验项目，请一位同

学站在绝缘地板上，手摸着范德格拉夫起电

机的金属球，随着金属球电压的升高，同学的

头发会竖起来（图 8-13），看起来真是“怒发

冲冠”。你喜欢这种“电发”发型吗？在注意

安全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实验室都可以进行这

样的实验。

我们已经知道，电荷之间有相互作用力，同种电荷相互排

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这种静止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又叫

做静电力。

我们还知道，除了两个带电体之间有相互作用力外，带电

体还可以吸引不带电的轻小物体。这又是为什么呢？带电体靠

近轻小物体后，由于静电力作用，会使轻小物体内电荷量大小

相等的正、负电荷重新分布。离带电体较近的一端出现与带电

体异种的电荷，离带电体较远的一端出现与带电体同种的电荷。

而较近端的异种电荷受到的吸引力大于较远端的同种电荷受到

的排斥力，所以，轻小物体被吸引移动。

1. 电荷间的相互作用

( 1 )  同种电荷相互排

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作

用力沿着两电荷的连线。

图  8-13

静电力的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

在这个实验中，产生“电发”的原因是什么？

家谈大

下面我们通过实验来定性探究这个问题。

图8-14中，有一个悬挂在丝线下的带电小球B，当带同种

电荷的带电体A靠近它时，小球B将会受到静电力的作用，静

电力的大小可以通过丝线与竖直方向的偏角来反映。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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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进一步研究，可知电荷之间的作用不需

两个不接触的电荷间为什么会有相互作用？

(2) 电荷之间相互作用

力的大小与电荷间的距离

有关，距离越小，作用力越

大；它还与两电荷的电荷

量的大小有关，电荷量越

大，作用力越大。

(3) 当带电体的形状、

大小、电荷分布对电荷间相

互作用力的影响可以忽略

时，带电体可以看成为带有

电荷的点，这样的带电体叫

做点电荷 (point charge)。

控制不变的量 实验改变量

减少电荷量

实验结果

悬线偏角 静电力

保持 A、B

间距离不变

保持 A、B

电荷量不变 减小距离

增大电荷量

增大距离

Q

A q F

B

图  8-14

改变Ａ、B间的距离和它们所带的电荷量的大小，通过实验来

探究 A、B 之间的静电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由以上实验可得出结论：

电荷间相互作用力的大小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有关，

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 也有关。

在以上探究中为了使实验的效果更明显，对距离的判断更

准确，要求带电体的大小与距离相比要小得多。这样的带电体

可以看成一个点，叫做点电荷。点电荷是一个理想模型，类似

于力学中的质点。

当我们初步明白了静电力的大小、方向后，可能要想到下

面一个问题。

把实验的结果填入表中空格内(选填“变大”“变小”或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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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场(electric field)

电场是电荷周围空间

存在的一种物质。

电场的基本性质就是

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作用

力，这种力叫做电场力

(electric field force)。

虽然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电场，但仍然可以利用电场的

基本性质，即利用电场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力的作用来对电场

进行探究，通过研究来描述电场的特征。

把奎宁针状晶体或头发屑放在蓖麻油或洗洁精中，然后加

上不同形状的高压电极，我们将会看到图8-15所示的结果。这

些不同的结果是由于针状晶体或头发屑受到电场力的作用而产

生的，它们的排列走向与电场力的方向有关。大量事实都表明，

其他轻小物体在电场中也会按一定的方向排列。

图  8-15

(a)

＋

(b)

－ ＋

(c)

＋ ＋

怎样描述电场？

要带电体相互接触，电荷之间的作用力是通过一种叫做“电场”

的物质而发生作用的。因此，静电力是一种电场力。

电场是一种看不见、也摸不到的物质。然而电场却无处不

在，几乎弥漫于整个宇宙。人类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电场，不

要说无线电、电视、通信等的实现需要电场的作用，就连构成

物质的原子也要依靠电场力才能形成稳定的结构。静止电荷产

生的电场只是电场中的一类，叫做静电场。除了电场外，还存

在其他的场，如重力场、磁场等。

把观察到的结果进行理想化描绘，得到如图 8-16 所示

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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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8-18 中画出负点电荷周围的电场线。

自主活动

3. 电场线(electric field

line)

形象描绘电场分布的

曲线叫做电场线。电场线

是有方向的，电场线上任

一点的切线方向与电场对

在该点的正电荷作用力的

方向相同。

电场线的疏密表示电

场的强弱，电场线越密，电

场越强。

请说出图 8-16 中的图形与图 8-15 中实验结果的

对应关系，并谈谈这些图形有什么特点。

家谈大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看到，可以用一些曲线来大致

描绘电场的分布，这种方法是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法拉第提出来

的。这些描绘电场的曲线叫做电场线。

电场线是人们根据实验，为描绘电场而画出来的。为了用

电场线表示电场对电荷作用力的方向，必须按统一规定在画出

的曲线上标明箭头。箭头方向与正电荷在该处所受电场力的方

向相同，与负电荷在该处所受电场力的方向相反。在图8-16中

的曲线上加上箭头后，就得到描绘三个不同电场的电场线，如

图 8-17 所示。

一般情况下，电场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强，有的

地方弱。电场线的疏密可以大致反映电场的强弱。电场线密的

地方电场较强，电场线疏的地方电场较弱（图 8-17）。

图  8-17

图  8-16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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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q

F
q

4. 电场强度(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放在电场中某点的电

荷所受电场力 F 和它的电

荷量q的比值，叫做该点的

电场强度。电场强度用E表

示，即

E ＝—

电场强度是矢量，它的

方向跟放在该点的正电荷

所受电场力的方向相同。

电场强度的单位是N/C，

读作牛每库。

F

q

F
q

F
q

电场线可以形象地描绘电场的分布，但这种描绘是非常粗

略的。如何精确地、定量地描绘电场呢？

为了研究某点电荷A产生的电场，就必须考察这个电场对

其他电荷的作用。为此，我们放入另一个点电荷 B。为了使点

电荷B的放入不致改变原来的电场，要求它的电荷量尽可能小。

我们把电荷 A 叫做场源电荷，把电荷 B 叫做检验电荷。

保持场源电荷A不动，移动检验电荷 B，观察它在电场中

不同位置的受力情况。可以看出电荷B在电场不同位置所受电

场力的大小、方向一般是不同的，这反映了电场各点的强弱和

方向是不同的。

实验还告诉我们，当电荷 B 的位置保持不变、而改变 B

的电荷量 q 时，B 受到的电场力 F 也要发生变化。但电场力

F和电荷量 q的比值—保持不变。如果将点电荷B放在电场

中另一个位置，改变它的电荷量，其电场力和电荷量的比值

仍保持不变。但这个比值与放在原位置时的比值— 一般是

不同的。

于是我们用物理量—来描述电场的强弱，这个物理量叫

做电场强度。电场强度用符号 E 表示，则 E ＝—，它的单位

是 N/C。

电场强度是矢量，它的方向与放在该点的正电荷的受力方

向相同。

示例1    如图 8-19 所示，真空中点电荷 A 为电荷量 QA 的

大小为 4 × 10－ 8 C 的正电荷，点电荷 B 为电荷量 QB 的大小为

2×10－8 C的负电荷，它们间的相互作用力大小为1.8×10－4 N，

它们的连线沿水平方向。求：

(1) 点电荷 A 和 B 所在位置电场强度的大小。

(2) 点电荷 A 和 B 所在位置电场强度的方向。

图  8-19

A

QA

B

QBFA FB

图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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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点处的电场强度 EA 的大小和方向如何？

(2) 如果在 A 处换上另一个电荷量大小为 3.0 × 10－ 6 C 的

负点电荷 q2，它所受的电场力 F2 的大小和方向如何？

解答：(1) 根据电场强度的定义，A 处的电场强度大小

EA ＝——＝————— N/C ＝ 3 × 103 N/C。

A处的电场强度方向与该处的正电荷受的电场力方向一致，

即沿着电场线的指向，水平向右。

(2) A处的电场强度EA决定于场源电荷Q，与放入电场中

的点电荷 q1 或 q2 均无关。因此 A 处换上 q2 后，EA 的大小、方

向仍然不变。由此 q2 所受电场力

F2 ＝ EAq2 ＝ 3 × 103 × 3.0 × 10－ 6 N ＝ 9 × 10－ 3 N。

由于 q2 是负电荷，其受的电场力方向与电场强度方向相

反，即逆着电场线的指向，水平向左。

讨论：如果在 A 处不放电荷，则该处的电场强度多大？

F1

q1

1.2 × 10－ 2

4 × 10－ 6

解答：(1) 由电场强度的定义式 E ＝—，可得

EA ＝—＝—————— N/C ＝ 4.5 × 103 N/C。

 EB ＝—＝—————— N/C ＝ 9 × 103 N/C。

(2) 点电荷 A与 B相互吸引，FA 与 FB 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

用力。点电荷A受到的电场力水平向右，由于点电荷A是正电

荷，则它所在处的电场强度EA的方向与点电荷A受到的电场力

方向相同。所以，EA 的方向也是水平向右。

点电荷B受到的电场力水平向左，由于点电荷B是负电荷，

则它所在处的电场强度EB的方向与点电荷B所受电场力的方向

相反。所以，EB 的方向也是水平向右。

示例2    如图 8-20 所示，在正点电荷 Q 的一条电场线上

的A处，放一个电荷量大小为 4.0× 10－ 6 C的正点电荷 q1，q1

受到的电场力 F1 ＝ 1.2 × 10－ 2 N。求：

F
q

1.8 × 10－ 4

4 × 10－ 8

FA

QA

1.8 × 10－ 4

2 × 10－ 8

FB

QB

图  8-20

Q

q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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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的利用与防范

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和各种用电器的普及，静电与人

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干燥的气候条件下，你突然被

“电”了一下，体验到触电的滋味，这恐怕不是什么稀奇事。

如果你到计算机商店买硬盘或CPU等计算机配件，它们都

有防静电的包装，请你不要用手直接去触摸它们的金属部

分，因为你身上的静电可能使这些“娇气”的器件损伤。

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静电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需

要防范的一面。例如静电放电会使火箭弹产生意外爆炸。

图8-21是中央电视台在实验室拍摄的“静电使火箭弹模

型意外爆炸”的照片。

静电的利用非常广泛。图 8-22 就是用于计算机、电视机

等电子设备的静电除尘器，其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如图 8-23

所示。空气在流经较狭窄的除尘器入风通道时具有一定的速度，

同时带上一定量的负电荷，而在进入收尘器的空间时改变流动

方向，速度会急剧地减小。缓慢的气流受到收尘器正电荷的作

用，气流中的灰尘颗粒会吸附并跌落在收尘器里。

静电喷涂和静电植绒的原理比较简单，我们可以通过下面

的原理图（图 8-24）并结合自主活动进行学习。

根据你的了解，在生产和生活中有哪些利用静电的实例？

家谈大

图  8-21

1. 静电的利用

(1) 静电除尘。

图  8-22

外壳

入风口

防护网

收尘器入风通道 收尘器安装夹

图  8-2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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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静电喷涂和静电

植绒。

静电复印可以迅速、方便地把图书、资料、文件复印下来。

静电复印机的核心部件是一个硒鼓。半导体硒有一个特点：它

的表面没有光照射的部分是很好的绝缘体，能保持电荷；有光

照射的部分立即变成导体，并将所带的电荷传走。

如图 8-25 所示，静电复印时先使硒鼓带正电，再利用光

学系统将原稿上的字迹的像成在硒鼓上，这样，在硒鼓上留下

看不见的带正电的“静电潜像”。当带负电的墨粉与硒鼓表面接

触后，墨粉就被带正电的“静电潜像”吸引，显出墨粉组成的

字迹。最后，带正电的白纸与硒鼓表面墨粉组成的字迹接触，将

带负电的墨粉吸到白纸上，就完成了复印的任务。

除此之外，静电在农业、医学等方面还有很多应用。例如

静电处理的种子抗病能力强，而且发芽率高，使产量得到提高；

(1) 请根据图 8-24 所示的原理图，讲述静电喷涂的原理。

(2) 在静电喷涂的基础上如何实现静电植绒？

(3) 静电复印。

自主活动

图  8-25

光学系统

原稿 静电潜像

硒鼓

图  8-24

喷枪

喷出漆滴

带正电

工件带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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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放电产生的臭氧是强氧化剂，有很强的杀菌作用；经过静

电处理的水，既能除菌又不易起水垢；长期带有静电的薄膜还

能治疗各种软组织损伤，它有活血化瘀、消炎消肿的作用。

静电除了有很多可利用之处外，还会给人们带来麻烦和危

害。那么，怎样防范静电对人类的危害呢？

在生活中，静电给你带来过怎样的麻烦？你是如

何处置的？

家谈大

在印染厂里，棉纱、毛线、化学纤维上的静电会吸引空气中

的尘埃，使印染质量下降。为解决这一难题，印染厂设法在车间

保持一定湿度，让静电通过潮湿空气传导走，这和我们做静电实

验的要求正好相反。

我们已经知道雷电

会造成巨大的灾害，为了

防止雷电的灾害，通常都

使用避雷针。避雷针的

尖端安装在建筑物的房

顶，通过金属条与埋在

地下的金属板相连。如

图 8-26所示，云层中大

量电荷通过避雷针的尖

端放电导入地下，避免了

雷击。而没有安装避雷针

的建筑物则有可能被雷

电击中。

除了自然界的闪电

外，生产中静电产生的电

火花也容易引发爆炸、燃烧等事故。为此，人们采取了一系列

的措施。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油罐车在行驶途中车尾总有一条铁链

拖在地上，这可以使油罐车保持良好接地，防止静电放电的火

花引起爆炸。

2. 静电的防范

(1) 保持空气湿度。

(2) 使用避雷针。

图  8-26

带电的雷雨云层

避雷针

放电

感应电荷

电子移至地下

埋在地下的金属板

(3) 良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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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7

图 8-27 所示是

燃料油罐在加油站旁

加油的情景。为了使

接地更可靠，一根螺

旋形接地线直接插在

接地插座上。

飞机起落架上的

轮胎也都是用导电橡

胶制成的，可以随时把静电传入地下，防止静电的积聚。

静电与医学也有紧密的联系。手术中给病人用的麻醉药是

易燃气体，因此手术室不允许出现任何电火花。为此，地砖都

要用导电性能良好的材料制成 ；医生和护士都要穿上由导电材

料制成的鞋子和棉布外套，不能穿化纤制品；一切机械设备要

良好接地，推车用导电橡胶轮 ；有时，甚至病人身体也要用导

线接地。

 Static Electricity

Unlike current electricity, static electricity does not flow. It is created when

an electrically neutral substance loses or gains electrons (negatively charged

particles), making it, respectively,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charged. You can

create static electricity by rubbing a balloon on your clothing. Electrons will move

from the clothing to the balloon, making the balloon negatively charged and the

clothing positively charged. The resulting static electricity on each will attract

small light objects such as pieces of paper.

Van de Graaff generator

This device generates a high-voltage static

charge. This charge is transfered in a hollow metal

dome by a moving belt.

Metal dome

Belt

Insulator

Ground
A

B

英
语 角

Fig.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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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你将知道：

电流是怎样产生的？

串联、并联组合电路有什么特点？

怎样用多用电表测电阻、电压和电流？

逻辑电路如何运用？

机器人是怎样工作的？

导 学

电  路第九章

大约40亿年前，当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时，强烈

的闪电就已在空中闪烁。 随着生命的形成、演化，电信

号变成生物体内重要的一部分，它是神经信号的基本成

分。例如，眼睛接收光线会转变为微弱的电信号，再经

由神经传到脑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人类的感知、思考和

动作，都要依赖穿梭在脑神经网络中无数微弱的电信号。

1780年，意大利生物学家伽伐尼偶然发现：用铜钩

将蛙腿钩住，挂在阳台铁栏杆上时，蛙腿肌肉就会发生

痉挛（图9-1）。这个发现促使意大利科学家伏打发明了

著名的伏打电堆（图9-2），从而使电学的研究和应用从

静电领域发展到电流领域，拉开了人类大规模利用电流

的序幕。

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电气化、自动化的用电设备

都离不开电路系统。

图  9-3

图  9-2

图  9-1

如图 9-3 所示，取一个苹果，在苹果上插入铜片

和锌片，用导线连接到电流表上，观察电表的指针是

否发生偏转。若用导线连接到微型电动机上，又会发

生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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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导线把用电器、电源和开关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个闭合

的电路。电源是一种把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用电

器要工作，必须给用电器加上电压，使用电器上有电流流过。

在过去的 200 多年里，科学家逐渐揭开

了电的神秘面纱，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明了各

式各样的电气元件和设备，将电变成了人类

的忠实朋友。今天我们开亮一盏灯、给朋友

打个电话或看电视节目都已成为平常的事。

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电，又将会是怎样

的一种景象呢？现代生活、生产和科学研究

已经与电密不可分了。通过本节的学习，我

们将对电流有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在初中阶段已经学过一些关于电路的知识，请在表 1

内填出你已经知道的有关电路的知识，并进行交流。

简单串联、并联组合电路

电灯为什么会发光呢？电流是怎样形成的？电路

一般由哪几个部分组成？

家谈大

图 9-4  各种各样的灯具

自主活动

物理量

电流

电功

电功率

物理量符号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相关公式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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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角度看，导体里充满了可以自由移动的电荷，在没

有外加电压时，导体内部的自由电荷杂乱无章地向各个方向做

热运动；当在导体两端加上电压后，在导体里就形成了一个电

场，由于电场力的作用，自由电荷在做热运动的同时，发生定

向移动，从而形成了电流(图 9-5)。在金属导体内的自由电荷

是电子。

我们规定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方向。电流的符号是

I，单位是 A。

如果在 1 s 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大小为 1 C(大约有

6.25 × 1018 个电子)，那么通过导体的电流大小就是 1 A。即

1 A ＝ 1 C/s。

1. 电流的形成

自由电荷在外加电场

作用下定向移动，就形成

电流。

图  9-5

(a) 电子杂乱无章地做热运动 (b) 外加电压后导体内部形成

的电场使电子在做热运动的

同时做定向移动

电流是怎样形成的？

表2  电流对人体的影响

电流 I/A

 0.001

 0.005

 0.010

 0.015

 0.070

影 响

 可以被感觉到

有痛感

引起痉挛

肌肉失去反应能力

流过心脏超过 1s 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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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

特点

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

相等，总电压是各部分电压

的和。

并联电路中干路中的

总电流是各分路的电流之

和，而各分路两端的电压是

相等的。

图9-7所示是一个示教电路板，上面有三个灯泡和三个开

关，它们通过串联和并联组合的方式，构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

电路。我们把用电器用串联和并联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的电

路叫做串联、并联组合电路。大部分实用的电路都是采用组合

电路的方式连接的。

1. 如图9-6(a)所示，把两个

“2.5 V   0.4 A”的小灯泡串联

后，接在由两节干电池组成的

电源两端，观察小灯泡的发光

情况。

2. 如图9-6(b)所示，把两个

“2.5 V   0.4 A”的小灯泡并联

后，接在由两节干电池组成的

电源两端，观察小灯泡的发光

情况。

在初中我们学过，通过某一电阻的电流和加在这个电阻两

端的电压成正比，这就是欧姆定律，即 I ＝—。
U

R

图  9-6

(a)

(b)

拓展联想

自主活动

什么是串联、并联组合电路？

电 阻 定 律

在一定温度下，某个电阻的大小是固定的，与电阻的材料、

长度和横截面积有关，满足R＝ρ —这个关系式(式中ρ是表

示导体的导电性能的物理量，叫做电阻率；l 和 S 分别为导线

的长度和横截面积)，这个规律叫做电阻定律。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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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3R
2

2U
3R

U
3

2U
3

3. 串联、并联组合电路

图  9-7

图(a)所示是一个并联电路，每个电阻两端电压都为U，通

过的电流为—。

图(b)所示是一个串联电路，每个电阻两端电压都为—，通

过的电流为—。

U
R

U
3R

U

3

示例    如果要把三个阻值都为R的电阻连接到电压为U的

电源上，使每个电阻都有电流通过，可以设计几种不同的连接

方法？通过计算分别求出三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流过各个电阻

的电流大小。

分析：这个问题应该有多种连接方法：三个电阻串联、三

个电阻并联和组合连接等。在计算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和流过

的电流时，要充分利用串联、并联电路电压、电流的基本关系

来解决问题。

解答：一般来说，三个电阻按照不同组合可以形成如图

9-8 所示的四种连接方式。

图(c)所示是一个组合电路，电阻R2、R3先并联，再和第三

个电阻R1串联。它可以等效为一个阻值为R的电阻和一个阻值

为—的电阻串联，电路总电阻为—。因此，干路中的电流为

—，R1 的电压为—；R2、R3 的电压为—，通过 R2、R3 的电

图  9-8

(a)

(d)

(b)

R1

R2

R3

R1

R2

R3

R2 R3

R1

R1 R2 R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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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别为—。

图(d) 所示也是一个组合电路，电阻 R2、R3 先串联，再和

第三个电阻R1并联。它可以等效为一个阻值为R的电阻和一个

阻值为 2R的电阻并联，电路总电阻为—。因此，干路中的电

流为—，R1的电压为U，电流为—；R2、R3的总电压为U，通

过 R2、R3 的电流均为—，每个电阻上的电压为—。

等 效 电 路

示例中图9-8(c)和图9-8(d)所示是最简单的两种组

合电路。在处理简单组合电路时，可以把电路按照不同

的层次等效为简单的串联和并联电路，然后按照串联和

并联的电压、电流的分配规律来解决问题。这种等效电

路的处理方法在电路学习中是非常有用的。

点 击

U
R

2R
3

3U
2R

U
2R

U
2

U
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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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功  电功率

观察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用电

器，我们会发现上面往往会有一

个铭牌，告诉我们这个用电器的

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或额定电流。

图9-9是一台复印机，它的背面就

标注了它的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

有些用电器(如冰箱、空调等)还会

标注额定总输入功率、最大总输

入功率等项数据。

在电路里接上各种用电器，可以把电能转化为各种形式的

能。电灯、电热毯、电饭煲，可以把电能转化为内能；洗衣机、

电车可以把电能转化成机械能；电解池、电镀装置可以把电能

转化为化学能。

我们已经知道，从一种形式的能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能需

要通过做功的过程。电能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电流做功的过程。我们把电流所做的功叫做电功，用它来量

度有多少电能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例如，电流通过电炉做了

5 000 J 的功，就是有 5 000 J 的电能转化为 5 000 J 的内能。电

流做功所消耗的电能是由电路中的电源提供的。

如果在用电器两端加上电压为U的电源，在时间 t 内，通

1. 电功

电流所做的功叫做电

功。电功用W表示，单位是J。

W ＝ UIt

图  9-9

怎样理解电功？

找一些用电器的铭牌，说说铭牌上文字的意义。

家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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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用电器的电流是 I，那么电功大小W＝UIt。如果电路中的用

电器只是把电能转化为内能，我们把这样的电路称为纯电阻电

路，即纯电阻电路上产生的热量Q＝W。根据欧姆定律，又可

以知道 Q ＝ I2Rt。

非纯电阻电路

在非纯电阻电路中(电路中包含电动机、电解池等)，电流

做功所消耗的电能除一部分转化为内能外，还要转化为其他形

式的能(机械能、化学能等)，这时电功就大于电热。这意味着

欧姆定律不再适用。

拓展联想

什么是电功率？

2. 电功率（electric power）

单位时间里电流所做

的功叫做电功率。电功率用

P 表示，单位是 W。

P ＝ UI

在纯电阻电路中，

P ＝ I 2R

P ＝—U
2

R

W
t

不同的用电器电流做功的快慢不一定相等。电流所做的功

与完成这些功所用的时间的比叫做电功率。电功率用P表示，则

P=—。因为W=UIt，所以P=UI。在纯电阻电路中，P=I 2R=—。

前面我们提到，在用电器上标注的电压和电功率叫做用

电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它表示在用电器两端加上额定

电压时，用电器正常工作，它的电功率就等于它的额定功率。

但是，如果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不等于额定电压，那么用电器

的实际功率就不等于额定功率。例如，一个家用白炽灯泡上

标有“220 V  40 W”字样，表示在灯泡两端加上 220 V 电压

时，它的电功率是 40 W。若电压超过 220 V，电功率将超过

40 W，灯丝就有被熔断的危险；若电压不到 220 V，电功率

小于 40 W，灯泡不能正常发光。

示例1    一个接在 220 V 电压的电路中的电炉，正常工作

时通过的电流是 3 A，问：

(1) 电炉的额定功率是多少？通电 4 h 消耗多少电能？

(2) 如果接在110 V的电路中，假设电炉中电阻丝的电阻不

变，则电炉的实际功率又是多少？

分析：当电炉两端的电压为额定电压时，电炉的实际功率

等于额定功率；如果电炉两端的电压低于额定电压，那么电炉

U 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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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功率就会小于额定功率。

解答：(1) 由于 U ＝ 220 V，I ＝ 3 A，根据电功率公式可

以得出电炉的额定功率

P ＝ UI ＝ 220 × 3 W ＝ 660 W。

又因通电时间 t ＝ 4 h，根据电功公式可以得出

W ＝ Pt ＝ 0.66 × 4 kW·h ＝ 2.64 kW·h。

(2) 当电炉两端的电压 U′＝ 110 V 时，实际通过电炉的电

流不再是 3 A，假设电炉的电阻不变，根据欧姆定律可以求得

电炉的电阻

R ＝—＝—Ω≈ 73.3 Ω。

再由电功率计算公式得到

P ＝ U′I′＝—＝—— W ≈ 165 W(小于额定功率)。

从上述例题的讨论可以知道，用电器只有在加额定电压的

情况下，其电功率才会是额定功率；如果电压发生变化，实际

功率就会发生变化。

U

I

220

3

U′2

R
1102

73.3

3. 组合电路的应用

为什么在用电高峰时，家里的灯有时会比平时暗一些？

示例2    在图 9-10 所示电路中，三只相同的小灯泡规格

都是“3 V  1 A”，电源电压为 6 V，电阻 R 的阻值为 3 Ω。假

设小灯泡电阻不变、S 闭合，请计算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小灯泡

L1 和电阻 R 的实际功率：

(1) S1 闭合，S2 断开；(2) S1、S2 均闭合。

分析：这是一个串联、并联组合电路。S闭合后，由于S1、

S2任意一个或两个都闭合后，电路的总电阻减小，总电流增大，

R 两端电压增加，从而导致 L1 两端电压减小，L1 会变暗。

图  9-10

Ｒ

L1 L2 L3

S2S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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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    如图9-11所示，装饰用的小彩灯常被挂在节日

的小树上或商店的门面上。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彩灯珠是串

联后接在 220 V 电源上的，每一串足有数十个。奇怪的是当

解答：(1) 小灯泡电阻 R1 ＝—＝—Ω＝ 3 Ω。

闭合 S1 后，L1 与 L2 并联，它们的总电阻为 1.5 Ω。所以，

R和L1两端的电压之比为 2∶1，R两端的电压UR＝ 4 V，L1 两

端的电压 U1 ＝ 2 V。则

                   PR ＝—＝—W ≈ 5.3 W，

                    P1 ＝—＝—W ≈ 1.3 W。

(2) S1、S2 都闭合后，L1、L2、L3 并联后的总电阻为 1 Ω，

所以，R和L1两端的电压之比为3∶1，R两端的电压UR′＝4.5 V，

L1 两端电压 U1′＝ 1.5 V。则

                   PR′＝——＝—— W ＝ 6.75 W，

                   P1′＝——＝—— W ＝ 0.75 W。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在用电高峰时，家里的

灯泡会比平常暗一些，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和本题非常相似。

当并联的用电器越来越多时，总电阻减小，干路输电线电阻(相

当于R)中的电流就越大，分去的电压也就越大，从而导致家用

电器两端电压降低。

3
1

U
I

在家里刚开启大功率用电器(如空调、微波炉)时，我

们往往会发现家里亮着的灯泡会变暗。这是什么原因呢？

家谈大

UR
2

R
42

3
U1

2

R1

22

3

UR′2

R
4.52

3
U1′2

R1

1.52

3

节日彩灯的连接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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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观察灯的结构可以发现，每个灯的灯丝(R1)引线上

方均绕有金属电阻丝(R2)，其电路如图9-12所示。这样就能解

释，为什么一个灯的灯丝断了，其余灯仍能亮的道理了。

(a) (b)

图  9-11

图  9-12

CA B
R2

R1

解答：图 9-12中 A、B、C三灯是串联的，但每个灯都有

两个并联分路。当下部灯丝断去时，上面的电阻丝仍能导电，因

此整个串联电路没有开路，其余各灯仍可以发光。

这种电路实际上是既有并联又有串联的组合电路。

讨论：现在我们深入地讨论一下，R1与R2哪个电阻大？当

一个灯泡的灯丝断了之后，其余各灯亮度有什么变化？

大家知道，用电器的功率P＝—，当电压一定时，R越大，

功率越小。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希望灯丝的功率大，并联的电

阻消耗的功率小，因此应有R2＞＞R1。当某一灯丝断了之后，只

有R2串联在电路中，电路的总电阻增大了，总电流变小了。因

此，每个灯都要变暗一些。可见，当多个灯的灯丝断了之后，整

串灯的亮度将变得很暗。

U 2

R

其中有一个或两个灯的灯丝断了，其余灯却仍然亮着。这是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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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电表的使用

当你坐在汽车的驾驶座上，你会看到在驾驶座前方仪表盘上有各式各样的仪表，如速

度表、里程表、转速表、水温表、油位表……这些仪表能帮助驾驶员判断汽车的运转状况，

保证安全行驶。图 9-13 是某轿车的仪表盘，你知道这些仪表的构造吗？其实，它们中绝

大多数是由电表和传感器构成的。例如，“水温表”就

是用放在水箱中的热敏电阻作为传感器，将它和电

源、电流表构成电路；当水温变化时，电路中的电流

随之就发生变化，电流表中指示的不同的电流值反

映了水温的高低。

在现代化工厂、各种交通工具和航空航天器上，

有很多用电表制成的各种仪表，这些仪表使人们能

非常直观地了解各种变化，帮助操纵复杂的装置。在

本节中，你将练习使用一种集电压测量、电流测量和

电阻测量为一体的多用电表。
图  9-13

我们在进行电学实验时，有时需要测量电路中某个元器

件两端的电压或电路中的电流，有时需要测量电阻的阻值，或

通过对元器件电阻的测量来判断其好坏。图9-14(a)所示是一

种集电流、电压和电阻测量等功能于一体的指针式多用电表，

图9-14(b)所示是数字式多用电表。本节我们将学习如何使用

指针式多用电表。

多用电表的外部有指针式刻度盘、旋钮式选择开关、调零

旋钮和测试杆插孔等。多用电表的刻度盘上有电流、电压和电

阻值的刻度，转动选择开关旋钮，可以选择所需测量的物理量

什么是多用电表？

请你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你所知道的多用电表。

家谈大

p43-77 2011.4.7, 5:10 AMPage 54 Adobe PageMaker 6.5C/PPC



55

1. 多用电表

一种集电流、电压和电

阻测量等功能于一体的多

用电表。目前常用的多用电

表主要有指针式和数字式

两类。

以及测量的量程，调零旋钮用于测量电阻时校对电阻零刻度。

在使用多用电表时，要将一对红、黑测试杆(又称表笔)插入多

用表的测试杆插孔中，红色测试杆(红表笔)插入“＋”插孔，黑

色测试杆(黑表笔)插入“－”插孔。

图 9-15 所示是一个利用滑动

变阻器R调节小灯泡发光亮度的电

路。电路中的电源电压为3 V，小灯

泡规格为“2.5 V  0.3 A”。按电路

图连接好电路，闭合开关，改变滑

动变阻器滑动片的位置，使小灯

泡发光。为了监测小灯泡两端的

电压，可以用多用电表的电压挡

测量小灯泡两端的电压，测量步

骤如下：

① 将红、黑表笔分别插入“＋”

“－”插孔。

② 将多用电表的选择开关旋至

5 V(直流)挡，准备测量电压。

③ 将黑、红表笔的金属笔尖分别与小灯泡的 a、b 两端的

接线柱接触，如图 9-15 所示。

图  9-15

a b

R

2. 用多用电表测电压

当多用电表的选择开

关处于电压挡位时，多用电

表作为电压表，可测量用电

器两端的电压。

(a) (b)

图  9-14

测试杆

刻度盘

调零旋钮测试杆插头

旋钮式选

择开关

指针

如何用多用电表测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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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6

a b

R

a b

请你根据图 9-17 在下面的横线上填写测量结果。

为了用多用电表测量小灯泡在

额定电压下的工作电流，可按如下步

骤进行：

① 按图9-15所示电路连接好电

路，闭合开关后，调节R，将小灯泡

两端的电压调到额定电压。

② 断开开关后，将小灯泡的b端

与开关之间的导线拆去，准备将多用

电表串联到电路中。

③ 将多用电表的选择开关旋至

500 mA(直流)挡，准备测量电流。

④ 将红、黑表笔分别插入“＋”

“－”插孔，并通过红、黑表笔的金

属笔尖将多用电表串联到电路中，如

图 9-16 所示。

⑤ 重新闭合开关，观察多用电表指针的偏转情况。如果指

针偏转太小，则减小电流测量的量程，使指针发生较大的偏转。

⑥ 从多用电表的指针刻度盘上读出电流的值。

在用多用电表测量电流时，如果选择的量程远大于所测电

流，指针只能发生很小的偏转，这不利于测量的准确性。此时，

需要选择较小的量程，使指针发生较大的偏转。同时也要防止

量程太小，造成电表损坏的情况发生。

3. 用多用电表测电流

当多用电表的选择开

关处在电流挡时，多用电表

作为电流表，可测量电路中

的电流。

④ 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动片位置，使多用电表的指针指到

2.5 V 的位置，此时小灯泡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自主活动

如何用多用电表测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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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9-17

图(a)所示的测量结果_______________，图(b)所示的测量

结果 _____________。

我们知道当电路中的电阻发生变化时，电路中的电流会发

生变化。我们可以利用图 9-18 所示的电路来研究电路中的电

流和电阻的关系。

按图连接电路，闭合开关S后，首

先将电阻箱 R 的阻值调至零，调节 R0

(R0 由滑动变阻器和保护电阻串联组

成)的滑动片，使电表指针偏转到最大

位置。然后，保持滑动变阻器R0 滑动

片位置不变，改变电阻箱R的阻值，使

电表指针停在表3中指定的位置，并将

实验数据填入表中。

图  9-18

R0

Ｒ

S

实验序号 1 2 3 4 5

电表指针位置 满偏  — 偏 半偏 — 偏 0

电阻箱阻值 R/ Ω 0

电路中的电流 I/mA

电表指针指示的电

    阻值 Rg/ Ω

表  3

3
4

1
4

分析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电阻箱的阻值改变时，电路

中的电流也随之改变，这表明对不同阻值的电阻都有一个电流

与它对应。如果在刻度盘上标出与电流相对应的电阻值Rg，就

可以直接读出电阻阻值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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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用电表的欧姆挡测电阻的步骤是：

① 选择倍率。 根据待测电阻的估计值，用选择开关选好适

当的倍率挡。

4. 用多用电表测电阻

当多用电表的选择开

关处于欧姆挡时，多用电表

可用于直接测量电阻的阻

值。此时，多用电表又被叫

做欧姆表。

使用多用电表的欧姆挡(即欧姆表)可直接测量未知电阻的

阻值。它是利用欧姆表电路中，电流与电阻相对应的关系制成

的。图9-19就是欧姆表的构造原理图。图中E是电源，G是电

流表，R0 是可变电阻，又叫调零电阻。

在使用欧姆表前，必须进行调零。如图9-19(a)所示，将两

根表笔相互接触，使通过电流表G中的电流达到最大值(即满偏

电流)，电流表的刻度盘换为电阻刻度盘后，这个位置就是电阻

的零刻度，表明两表笔间的电阻为零。

如图9-19(b)所示，当两表笔分开时，欧姆表电路开路，电

流表 G 的指针指在“零”的位置，也就是电阻刻度盘上“∞”

处，表明两表笔间的电阻无限大。

如图9-19(c)所示，当两表笔间接入一个待测电阻Rx时，欧

姆表电路中有一定大小的电流流过，指针所指的电流值，从电

阻刻度盘上读出的就是相应的Rx 的电阻值。

如何用多用电表测量电阻？

图  9-19

(c)

R0E

Rx

(b)

R0E

(a)

R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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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R

图  9-20

② 调零。在两表笔相互接触的情况下，调节调零旋钮，对

多用电表进行调零。

③ 测量。用两表笔分别连接待测电阻的两端，从多用电表

刻度盘上指针所指的刻度乘以倍率，读出待测电阻的电阻值；指

针指在刻度盘的中央位置附近时测量的值比较准确，如果指针偏

离中央位置过远，最好改变倍率，并重新调零后进行测量。

④ 复位。 测量结束后要将表笔从插孔中拔出，并将选择开

关旋至交流电压最大量程处(有的型号可旋转到“OFF”挡)。

使用欧姆表测电阻时，必须先把电阻从电路中断开，然后

进行测量。测量时既要保证表笔与电阻良好接触，又不能使待

测电阻与其他导电物体(包括手)接触。

由于欧姆表结构的特殊性，用欧姆表测出的电阻值是粗略

的。此外，欧姆表内的干电池在长时间使用后，电池的性能会

发生变化，造成的误差较大。所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要及时

更换电池。

现在我们来练习一下用多用电表测量电阻、电压和电流。

① 按图 9-20 把待测电阻和电源、开关连接成电路。

② 断开电路，用多用电表测电阻 R 的阻值。

③ 接通电路，用多用电表测电阻 R 两端的电压。

④ 把多用电表串联接入电路，测通过电阻 R 的电流。

⑤ 用测出的电压和电流计算电阻值，并与直接测出的电阻

值进行比较。

学生实验

用多用电表测电阻、电

压和电流

［实验目的］

练习用多用电表

测电阻、电压和电流。

［实验器材］

多用电表、待测电

阻、电源、开关等。

［实验结论］

＿＿＿＿＿＿＿＿＿＿＿

＿＿＿＿＿＿＿＿＿＿＿

＿＿＿＿＿＿＿＿＿＿＿

＿＿＿＿＿＿＿＿＿＿＿

小灯泡的U -I图像研究

当你用多用电表的电阻挡测量一个小灯泡的电阻时，你会

发现测得的电阻值远小于用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计算得到的电

阻值。这是什么原因呢？

DIS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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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时将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分别接入数据采集器。

开启电源，运行 DIS 应用软件，点击实验条目中的 “小灯泡

U - I 图像研究”，软件界面如图 9-22 所示。

图  9-22

按图 9-21所示的电路，利用 DIS的电压传感器、电流传

感器测绘小灯泡的 U - I 图线。从小灯泡的 U - I 图线中可以

获得不同电压下小灯泡的电阻值。

通过实验，从获得的图线可知，温度对灯丝的电阻有很大

影响。随着电压的升高，小灯泡的电功率增大，灯丝的温度升

高，电阻也不断增大。小灯泡的灯丝在正常发光时（约2 500 ℃）

的电阻值比不发光时大很多。

演示实验：小灯泡 U-I 图像研究

电压 U  =                V 电流  I  =                 A

图  9-21

电压

传感器

电流

传感器

数据

采集器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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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5

(b) 数字信号(a) 模拟信号

U

tO
0 0             0 0      0 0 0          0 0 0

U

O t

简单逻辑电路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

经常会听到“数字化”“信息化”这样的名词。1946年 2月，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在美国研制成功

（图 9-23），揭开了电子计算机发展的序幕，第一代电子计

算机主要使用电子管作为逻辑元件；1954年，第一台使用晶

体管线路的计算机“TRADIC”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成

功；1958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集成电路……如今，人们

已能制造出功能强大，但体积微小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并

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图 9-24 所示是植入蜜蜂体内的集成

电路芯片。

现在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一个重要部分，而现代信息技术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发

展变化都离不开逻辑电路。

电信号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压随时间连续变化的模拟信

号，例如音频信号［图 9-25（a）］；另一类是不连续变化的信

号，它只有高电压和低电压两种状态，通常我们规定高电压为

“1”，低电压为“0”，这样就形成了由“1”或“0”组成的数字

信号［图 9-25（b）］。

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数字电路主要实现输

入和输出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又称为数字逻辑电路。

什么是数字化？家庭中有哪些数字化家用电器？

家谈大

图  9-24

图  9-23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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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规定某个电路的“通”为“1”状态，“断”为“0”

状态，那么该电路的“通”和“断”这两种状态就数字化了，这

“1”和“0”就构成了二进制数的基数，数字电路也因此得名。

数字电路的基本单元是逻辑电路，逻辑电路中最基本的电

路叫做“门”电路，它们在工作时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只有

两种情况：一种为高电压(比如 5 V)，另一种为低电压(比如

0 V)。电路工作好像处在一种“是”和“非”的判断之中，因

此叫做逻辑电路。

任何复杂的逻辑电路都由门电路组合而成，最基本的门电

路是与门、或门和非门。“门”可看作是一种开关，当条件满足

时，允许信号通过；如果条件不满足，则不允许信号通过。

某仓库在门上安装了一把自动锁和一把挂锁，只有把自动

锁和挂锁都打开时，人才能进出。这里的“两把锁”和“人可

以进出”之间体现了“与”逻辑关系。

在图 9-27 所示电路中，我们利用开关作为控制条件，灯

作为控制结果，也可以模拟“与”逻辑关系。在图中，两个开

关 S1 和 S2 可以控制灯L的亮和灭。只有当开关 S1 和开关 S2 都

闭合时，灯L才会亮；而在S1和S2都断开、S1断开S2闭合、S1

闭合 S2 断开三种情况下，灯 L 都处于灭的状态(表 4)。

图9-26所示是逻辑电路实验器，由与门、或门、非门，以

及开关、小灯等模块组成，通过各模块不同的组合，可以构造

成各种形式的逻辑电路。

图  9-26

开关模块

非门模块

小灯模块

电源

与门模块 或门模块

什么是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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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9

(b)

图  9-27

开关 S1 开关 S2   灯泡 L

断 断 灭

断 合 灭

合 断 灭

合 合 亮

表  4

如果规定开关闭合为“1”，断开为“0”，灯 L 亮为“1”，

灯 L 灭为“0”(以后都采用这种定义)，那么表 4 中开关和灯所

处的状态就数字化了(表 5)。

表5中S1和S2是控制条件，而L是控制的结果。我们把这

种罗列各种控制条件和控制结果的表格，叫做真值表。

与门就是用来实现表 5 所示逻辑关系的电路。它有两个

输入端分别为 A 和 B，有一个输出端 Z，它的电路符号如图

9-28所示。表6是反映与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的

真值表。

1. 与门（AND gate）

输入A与输入B均是高

电压时，输出Z才是高电压

的逻辑电路叫做与门。

表6  与门的真值表

与门电路的内部结构和相关集成电路

图9-29(a)是一种实用的与门电路，其内部由很多二极管、

三极管和电阻构成。在实际应用中，是将若干个如图 9-29(a)

所示的电路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制成如图 9-29(b)所示的集成

电路。

拓展联想

      输入 输出

A B Z

0 0 0

0 1 0

1 0 0

1 1 1

表  5

开关 S1 开关 S2 灯泡 L

0 0 0

0 1 0

1 0 0

1 1 1

图  9-28

Z
A

B

&

(a)

A

B

+Ucc

Y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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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个开关模块分别插入“与门”模块的输入端，将小灯

模块插入“与门”模块的输出端，如图 9-30(b)所示。

接通电源，当两个开关模块的逻辑状态都为“1”时，“与

门”模块上对应的绿色指示灯点亮，输出逻辑状态为“1”；任

一开关模块逻辑状态为“0”或两者均为“0”时，对应的指示

灯熄灭，输出逻辑状态为“0”。

宿舍里住着三位同学，每人配了一把钥匙，他们都可以用

自己的钥匙进入宿舍。这里的“三把钥匙”和“进入宿舍”之

间体现了“或”逻辑关系，生活中这种逻辑关系时常可见。

图9-31是用开关和灯组成的电路。很显然，开关S1和S2中，

只要其中一只开关闭合，灯L就会点亮，这就是“或”逻辑关系。

图9-30(a)是利用“逻辑电路实验器”，通过组合后形成的

与门电路，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与门输入和输出信号之间

的逻辑关系。

2. 或门（OR gate）

输入A和输入B任一个

或者两个都为高电压时，输

出Z就是高电压的逻辑电路

称为或门。

图  9-30
(b)(a)

开关模块

指示灯

开关模块

与门模块

小灯模块

什么是或门？

图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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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开关 S1 开关 S2 灯泡 L

断 断

断 合

合 断

合 合

具有“或”逻辑关系的电路称为或门。表７是或门的真值

表，图 9-32 是或门电路的符号。                  输入 输出

A B Z

0 0 0

0 1 1

1 0 1

1 1 1

表7  或门的真值表

我们可以利用如图 9-31所示的电路，观察在开关 S1 和 S2

控制下灯L的不同状态，并将实验结果填写在表 8 中，以此来

验证或门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

图  9-32

A

B
Z

什么是非门？

或门同样可以用“逻辑电路实验器”加以验证。

我们分析图9-33所示的电路，并在表9中标出开关S断开

和闭合时，灯 L 的“亮”“灭”情况。

自主活动

SL

图  9-33

表  9

开关 S      灯泡 L

断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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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图 9-36 是应用非门构成的简易火警报警器示意电

路。R是可变电阻(用于电路调试，经调试后，保持阻值不变)，

图  9-36

A

R
Ｇ

Ｌ
1

5 V

θ

Ｒ′

C

B

图  9-35

A Z

0          1          0 1          0          1

与门、或门、非门在逻辑电路中是最小的结构单位，

因此把它们叫做基本门电路。用这三个基本门可以组合

成复合门和更加复杂的逻辑电路。

点 击

图  9-34

ZA

3. 非门（NOT gate）

输入 A 为高电压时输

出Z为低电压而输入A为低

电压时输出 Z 为高电压的

逻辑电路称为非门。

表10 非门的真值表

输入     输出

A     Z

0     1

1     0

很明显，当开关 S 断开时，灯 L“亮”，当开关 S 闭合时，

灯L“灭”。这种输出状态和输入状态截然相反的关系，我们称

为“非”逻辑关系，具有“非”逻辑关系的电路称为非门。

非门只有一个输入端 A，有一个输出端 Z，它的电路符号

如图 9-34 所示，表 10 是非门的真值表。

经过非门后，信号变化如图 9-35 所示。所以非门又称为

反相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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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本门电路通过各种组合方式，可以构成各种组合逻辑

电路，从而达到不同的设计要求。例如，把与门的输出端接入

非门的输入端(图9-37)，利用逻辑电路实验器，通过实验来研

究它的输入、输出情况。

图  9-37

A

B

Z0
Z

& 1

拓展联想

表11列出了这个组合逻辑电路的真值表。Z0是与门的输出

端，同时又是非门的输入端，因此这个由基本门组合而成的电

路叫做与非门电路，它的电路符号如图 9-38 所示。

图  9-38

             输入 一级输出 最终输出

          A   B Z 0 Z

          0  0 0 1

          0  1 0 1

          1  0 0 1

          1  1 1 0

Z
A

B

表  11

&

R′是热敏电阻(当热敏电阻温度较低时，它的电阻值非常大，即

R′远大于R；而当热敏电阻温度较高时，它的阻值就会变得很

小，从而远小于电阻R的阻值)，L是蜂鸣器，G是非门。请说

明工作原理。

解答：由图9-36可知，C点接地，B、C间电压为5 V。当

未发生火警时温度较低，由于 R′的电阻非常大，A、C 间电压

非常接近 5 V，则非门的输出端为低电压，蜂鸣器两端电压接

近零，蜂鸣器不报警。

当火警发生时，温度升高导致R′的阻值变得很小，使得输

入端 A 点的电压接近 0 V，非门输出端为高电压，这样蜂鸣器

两端获得工作电压，从而发出声音报警。

讨论：由于电阻R和R′之间存在电压分配的问题，因此，

调节可变电阻 R，可以改变报警器的灵敏度。想一想，为了提

高报警器灵敏度，R 应取得大一些，还是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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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包—自动控制与模块机器人

本学习包的学习过程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

你一定不会对“机器人”感到陌生吧！类人形机器人、宠物机器狗、月球车(图9-39)，

实际上它们已经活跃在我们的周围。机器人不一定非要有类似人一样的形状。程序可变的

全自动洗衣机、有感知的银行取款机、不依赖人操纵的磁浮列车，这些有一定智能的自动

控制装置，说它们是机器人也不过分。

二第    阶段： 实验探索

★实验探索:   
传感器

                             

控制器

        执行器

课

内

★成立课题小组,分组

设计机器人

★提出设计方案

★组装机器人

★撰写小论文

课

外

一第    阶段： 问题探讨

★观看机器人表演

★提出问题、任务

课

内

课

外
★阅读资料，收集信息

三第    阶段： 课题研究

成果展示，交流，小结
课

内

图  9-39

（b）机器狗 （c）月球车（a） 类人形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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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由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器三个模块组成，相当于人的感觉器官、大脑和肌肉

(图 9-40)。

一第    阶段： 问题探讨

一、 模块机器人表演

图9-41是我们用机器人模块组合而成的“有视

觉机器人”。它装有作为眼睛的“传感器”、犹如大脑

的“控制器”，以及可以行走的“执行器”。在它碰到

障碍物前会自动避让并及时转弯。

二、 提出问题、任务

在这个学习包里，你将会学到机器人由哪些模

块电路组成，以及各个模块电路的作用。

学习包提供可组合成机器人的模块电路，利用

有限模块组合成具有各种功能的机器人，我们称它为“模块机器人”。

学习包提供的资料，将会使你感受到机器人世界的精彩。

1. 模块机器人由哪些模块组成？

2. 生活中你接触过哪些自动控制设备和装置？

3. 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请你罗列一下机器人在工农业、军事、

服务、娱乐、教育等方面的应用实例。

4. “DIS 实验”中，我们应用过哪些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分别起什么作用？观察身边

的家用电器，都应用了哪些传感器？

5. 敏感元件是传感器中的核心部件。常用的敏感元件有几种？你能分别说出它们的基

本工作原理吗？

三、 阅读资料，收集信息

利用网上检索到的和课本中所提供的资料，整理归纳，探讨上述提出的问题和任务，

并进行交流。有些问题可在实验探索、课题研究后进行探讨。

执行器传感器

感觉器官 大脑 肌肉
外

界

信

息

图  9-40

控制器

图  9-41

障碍物

传感器
控制器

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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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阶段： 实验探索

一、［学生实验］设计、组装简单的模块式电路

1. 传感器实验

在模块机器人的传感器模块电路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敏感元件。我们先利用几种敏感

元件进行实验，然后再用模块机器人中的传感器模块电路研究其在机器人中的作用。

（1） 图9-42所示为光敏电阻和热敏电阻的外形和符号。用多用电表测量光敏电阻，在

有光照和遮光时，观察它的电阻值有什么变化？用同样方法测量热敏电阻，在温度升高和

温度降低时，观察它的电阻值有什么变化？

（2）按图 9-43所示连接电路，当光敏电阻被遮盖和移去遮盖物时，观察小灯泡的发

光情况发生什么变化？

（3）用图 9-44所示的器材(热敏电阻、小灯泡、电池、可变电阻、连接导线)，自行设

计一个用热敏电阻控制小灯泡的电路，使温度升高时小灯点亮，温度降低时小灯熄灭。

（4）组装一个用不同传感器(如光传感器、声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控制小灯泡的模块

机器人，观察各种传感器对小灯泡的控制作用。

图9-45所示为控制器采用“即时控制方式”，执行器采用小灯泡，可更换不同传感器

的实验装置。

Ｒ

图  9-43图  9-42

θ

光敏电阻 热敏电阻

图  9-44 图  9-45

小灯泡

传感器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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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器实验

在逻辑电路中，我们学习了门电路的工作原理，下面利用模块机器人中的控制器模块

电路进一步进行实验。

（1）“洗衣机”开关。洗衣机通常采用与门电路，一个开关是电源开关，另一个开关

由洗衣机的盖子来控制。只有当电源开关和洗衣机盖子同时闭合时，洗衣机电源才能接通。

请你来组合这种控制电路(传感器选用两个触发传感器，控制器选择与门控制方式，执行器

选用电动机)。

图 9-46 所示为组装的“洗衣机”控制电路实例。

（2）自动温控。自定一个课题，要求控制器采用或门控制方式来组装一个自动控制装

置(传感器模块和执行器模块可根据课题自行选择)。

图 9-47所示为一个有光照或温度升高时排气风扇都能启动的自动控制装置。这个装

置需要光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控制器采用或门控制方式，执行器选用电风扇。

触发传感器

图  9-46

电动机

图  9-47

温度传感器 光传感器

（3）火警报警。我们曾经分析过，应用非门构成简易火警报警器的原理，请组装一台

类似的火警报警器。

调节温度传感器上的电阻器，观察报警器的

灵敏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图 9-48 所示为组装的火警报警器。

3. 执行器实验

用“不同的执行器”组装模块机器人：选定

一个传感器和一种控制方式，然后采用几种不同

执行器，如灯、风扇、蜂鸣器等，观察实验结果。

图 9-49 所示为用光传感器和“即时控制方

式”的实验装置。当光传感器电路受光照和无光

照时，其不同执行器可显示灯亮、风扇转动、蜂

鸣器发声等功能。
图  9-48

蜂鸣器

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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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立课题组，分组设计模块机器人

1. 提出设计方案

课题设计的主要器材可以是“学习包”所提供的“机器人”模块，也可利用实验室或

家庭已有的器材进行探索研究。

(1) 课题名称。

“课题”可以自己选择或与同学一起拟定，也可与老师合作拟定。

(2) 模块选择。

模块选择要根据课题要求和现有的模块来决定，在表格空白处填写选定的模块。

不同的执行器

光传感器

图  9-49

2. 组装模块机器人

组装前可与同学一起查阅有关资料，进行讨论。把具体的实验步骤简述在下面空白处。

3. 撰写小论文

小论文内容可包括：在模块机器人组装过程中对其结构的认识和理解；完成课题设计

意图后的喜悦以及团队协作精神的体验；对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模块“机器人”进行永无

止境的挑战激情……

控制器模块(控制方式) 执行器模块传感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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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一）相关网站

有关自动控制和机器人的网站很多，可通过搜索引擎搜索“机器人”“自动控制”“微

处理器”“传感器”“逻辑电路”“模块电路”等关键词，选取所需网站，检索你所需的相

关资料，并可下载摘录，以备需要时采用。

（二）相关知识

1. 自动控制和机器人

机器人是20世纪人类的伟大发明之一。当今机器人已活跃在天空、地面、海底，从工

业、农业拓展到教育、娱乐等领域，甚至进入寻常百姓家。未来，人类将会创造更好的机

器人。

第    阶段： 课题研究三

成果展示，交流，小结

课题研究完成后，可把作品在全班展示评选，也可交流撰写的小论文。作品展示形式

可选：评比、竞赛、展览……

展示和交流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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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感器

传感器是一种能够将各种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等转

化成电学量的器件(图 9-53)。近年来，随着微处理器技术

的发展，出现了具有能进行自动检测、判断和信息处理功

能的智能化传感器。它同人工智能相结合，将成为传感器技

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其实，传感器就在我们身边。例如，智能型洗衣机中

安装的负荷传感器可测定电机的转动状况，水位传感器可图  9-53

机器人的进化

第一代：工业机器人

1960 年出现了工业机器人。它们是具

有最低智能的操作器，能成功地模拟人类的

某些简单动作，可完成预定的作业。

图 9-50 所示为自动装配机械手。

图  9-50

第二代：感觉机器人

如果给机器人配备了各种传感器，机

器人就能够获取作业环境、操作对象的简单

信息，通过计算机处理、分析，做出一定的

推理，对动作进行控制。

图 9-51 所示为焊接机器人。

图  9-51

第三代：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是计算机功能和人工智能

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灵活的思维功能，有

较强的自适应能力。有人称它们为高级机

器人。现在已有很多智能机器人活跃在生

产和高科技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它们是人

类的新伙伴。

图9-52所示为我国研制的“机器蛇”。
图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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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控制器

微控制器又称单片机(单片微型计算机)。

微控制器的出现是计算机技术发展史上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它使计算机从数值计算进入

到智能化控制领域。目前微控制器除了应用

于国防、科技、工农业生产外，已渗透到我们

生活的各个领域。

图9-56所示为应用微控制器的部分家用

电器。

4. 模块电路

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电子器件的

不断变化。真空管曾经主导了电子科技50年，

而晶体管问世不到25年，又被集成电路取代，

之后更大规模的集成电路不断涌现(图 9-57)。

对绝大部分人而言，并非一定要去弄明

白电路的内部结构，而只需要知道它所具有

的功能。有时我们把具有某一特定功能的电

路称为模块电路。将这些规模不一、功能各

异的模块电路按照不同的需求进行各种组合，就形成了具有新功能的电路。

“模块电路组合”的思路促进了现代电路的不断创新，加快了新电路的开发和应用。只

要我们了解每种基本模块电路的功能，以及不同模块电路之间的相互联系后，就可以根据

课题要求将它们进行组合，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测定水位的变化，光电传感器可检测水的浊度，压电传感器可测定衣物脱水的程度

(图 9-54)。空调、冰箱、电视机、DVD、电饭锅、数码照相机等家用电器上都有传感器。

而现代汽车上的传感器甚至多达数十种，用于检测车速、方位、转矩、震动、油压、油量、

温度、空气流量等数据(图 9-55)。

图  9-55

图  9-56

图  9-57

刹车系统

传感器

尾气环保

传感器

报警

传感器

发动机监控

传感器

图  9-54

温度传感器

水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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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是模块机器人的大脑。它的核心器件是微控制器。只要发挥设计者的想像力，

将它与传感器、执行器巧妙地组合起来，就可设计出避障小车、循迹机器人、抛球机器人

(图 9-59)，以及各种具有创意的发明，体验用有限的模块创造无限变化的乐趣。

图 9-60 所示是控制器按键和插口的分布图。其中，“电源”键为控制器的电源开关。

按动“选择”键，从数码管中显示的数字可选择控制方式(表 12)。控制器中已存储

五种不同的控制方式，并以“01”“02”“03”“04”“05”的形式交替在数码管上显示出

5. 模块机器人

模块机器人是根据模块电路组合的思路设计而成，它由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器三类

模块组成(图 9-58)。

图  9-58

(a) 传感器 (c) 执行器(b) 控制器

图  9-59

(a) 避障小车 (c) 抛球机器人(b) 循迹机器人

图  9-60

传感器插口 程序下载口 数码管 执行器插口

“电源”键“复位”键

“运行”键

“选择”键

表  12

序号 控制方式

01 即时

02 延时

03 与门

04 或门

05 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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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角

 What is electricity

Electricity is the form of energy that enables charged particles, such as

electrons, to move. Moving charge is called current electricity.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urrent electricity, direct current (DC), which flows in one direction only, and

alternated current (AC), which changes many times every second. Charge that

does not move, called static electricity, is a  form of potential energy. Electricity

is highly versatile because it can be carried over long distances and converted

easily into many other forms of energy.

来。按动“运行”键，控制器根据所选定的控制方式开始运行程序。按动“复位”键，程

序终止运行。

对于控制器的控制方式，我们还可以通过学习包所附光盘，选择各种功能的机器人程

序，然后通过“程序下载口”下载到控制器中。同学们可以通过实验来研究一些实际问题，

也可实施具有创意的发明。

详细内容请参阅“模块机器人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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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你将学习：

如何判断电流的磁场的方向？

磁场对电流有怎样的作用？

怎样描述磁场？

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导 学

世界上第一条投入商业

运营的磁浮列车已在上海浦

东新区开通，全线长31.5 km，

最高速度可达 430 km/h，走

完全程只需8 min，被誉为在

地面上“飞”起来的交通工

具。磁浮列车是靠T字臂下面

的磁体 A 和列车下部的磁体

B 之间的相互引力使列车脱

离轨道表面约 15 mm，处于

悬浮状态，然后又在向前的

电磁力推动下高速前进的。

磁浮陀螺是一种玩具(图10-2)。陀螺上的A和

支架上的B都是永磁体，且它们相对应的面都是同

名磁极。由于相互排斥，陀螺可悬浮在支架上方，转

动自如。由于它与支撑物相脱离，不发生摩擦，所

以，陀螺的转动可维持很久。

磁  场第十章

图 10-1  上海磁浮列车

列车

T 字臂
导向磁铁

支撑磁铁

列车内的

导向磁铁

列车内的

支撑磁铁

A
B

图 10-2  磁浮陀螺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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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的磁场

我国早在公元前 4世纪就已经发现了磁石，并在

公元前1世纪利用磁石制成了“司南”，这是世界上最

早利用磁石制成的指南针。

但是人类对于磁现象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没有多大进展，还曾经认为磁和电是两种毫无联系

的现象。直到 19世纪，奥斯特、安培等科学家先后

发现了电流的磁场和磁场对电流的作用后，人们才

进一步认识到磁和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电流的磁场是怎样发现的？

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H. C. Oersted，1777— 1851）年轻

时就信奉康德哲学思想，认为自然界中各种基本力是可以相互

转化的，他深信电和磁有某种联系。为了研究这种联系，他拿

一根细铂丝接到电源上，在它的前面放一枚磁针，企图用弯曲

的铂丝的尖端来吸引磁针，结果铂丝变灼热，甚至发光了，磁

针却纹丝不动。于是，他想到热和光是向四周扩展的，磁的作

图 10-4  奥斯特表演电流磁效应

图 10-3  “司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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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阶段我们曾经用磁感线来描述磁场的分布状况。在

图 10-6 中看到条形磁铁周围的铁屑会呈有规则排列。这是由

于每粒铁屑在磁场中被磁化成小磁针，它们的 N、S 极因相吸

1. 电流的磁场(magnetic

field)

电流的周围存在着磁

场。

怎样形象地描绘磁场？

用会不会也向四周扩展呢？在

1820年某天的一个晚上，他在

向听众讲电和磁问题时，一边

讲一边表演实验，他做完了一

些实验后说：“今天我们不妨

把导线和磁针平行放置来试试

看。”这时他突然发现铂丝附近

的小磁针向垂直于导线方向偏

转过去，这一现象没有引起在

场听众的注意，却使奥斯特激

动万分。在此之后的3个月内他

先后做了60多个实验，终于发

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发表了著

名的论文《电的冲突对磁针作

用的一些实验》，从此引导出电

磁学的一系列新的发现。

现在大家都知道电流附近的小磁针发生偏转的现象是由于

电流周围存在着磁场的缘故。

我们已经知道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电场发生的，

而磁体与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电流对磁针的作用则是

通过磁场发生的，也就是说磁体和电流的周围存在着磁场。

图 10-5  奥斯特的实验记录

图  10-6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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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通电直导线的磁场

如何判断电流的磁场方向？

实验告诉我们，在一块

水平放置的纸板中间穿过一

根通电粗导线，小磁针的指

向如图10-8所示。表明直线

电流周围的磁感线是一簇同

心圆，其方向可以利用右手

螺旋定则来判定：用右手握

住导线，让伸直的大拇指所

2. 磁感线（magnetic in-

duction line）

磁场的分布可以用磁

感线来描述。磁感线上任

何一点的切线方向就是该

点的磁场方向(小磁针静止

时 N 极的指向)。

将白纸铺平在水平桌面上，分别按图 10-7(a)、(b)放置两

根条形磁铁，在周围撒上一些细铁屑，并轻轻敲击桌面，观

察铁屑的分布情况，并在图中画出磁感线。

上图中的磁感线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么它的疏密

程度又反映了磁场的什么特点呢？

家谈大

N S N N

（a） （b）

图  10-7

自主活动

而首尾相接，排列成许多不相交的曲线。这些铁屑的排列形象

地显示出磁场的分布情况。

根据上述现象，我们可以假想有这样一些曲线：曲线上任

何一点的切线方向就是该点的磁场方向（小磁针静止时N极所

指的方向），这些曲线就是磁感线。用磁感线可以形象地表示磁

场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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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螺线管有与条形磁铁相类似的性质，一端相当于 N

极，另一端相当于 S极。若改变螺线管线圈中的电流方向，螺

线管两端的极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可见通电螺线管产生的磁

场方向也与电流方向有关。

长直通电螺线管磁场方向与电流方向的关系，也可以用右

手螺旋定则来判定，但这时

要用右手握住螺线管，让弯

曲的四指的指向与电流方向

一致，那么伸直的大拇指指

向就是通电螺线管内部磁场

的方向(图 10-10)。

图 10-10  通电螺线管的磁场

(2) 通电螺线管磁场方

向的判定：

用右手握住螺线管，让

弯曲的四指所指方向与螺

线管中的电流方向一致，伸

直的大拇指的指向就是螺

线管内部磁场的方向。

3. 右手螺旋定则（right-

handed screw rule)

电流的磁场方向可以

利用右手螺旋定则来判定。

(1) 直线电流磁场方向

的判定：

用右手握住导线，让伸

直的大拇指所指的方向与电

流方向一致，弯曲的四指所

指的方向就是磁场的方向。

指方向跟电流方向一致，那么弯曲的四指所指的方向就是磁场

的方向。

通常我们用“×”或“·”表示磁场的方向。用一个小圆

圈表示导线的截面，里面再加上“×”或“·”表示电流的方

向，如图 10-9 所示。

图  10-9

磁场向纸里 磁场向纸外

磁场平行于纸面

电流向纸里 电流向纸外

电流平行于纸面

画出图10-11中电路开关合上后的磁感线和小磁针的指向。

（a）

图  10-11

（b）

＋

－

N S

自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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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

由上面的讨论可知，电流的周围存在磁场，其方向与电流

方向有关。我们可以利用右手螺旋定则来判定电流周围磁场的

方向。

生 命 与 磁

在生命科学中，我们已经知道有生物电流存在。由于电和

磁是紧密联系的，因此生物也应有磁性和磁场。1963年，美国

两位科学家第一次测出心脏有规律的磁场的变化。1970年，一

位教授用磁强计描绘出心磁图(图 10-13)，它与心电图十分相

似。由于电流有磁效应，当生命物

质发生离子的迁移或电荷的转移、

形成生物电流的同时，相伴产生了

生物磁场。此外，由于环境污染，人

吸入体内的磁性粉尘进入肺部、肠

胃时被外磁场磁化后，也会形成磁

场。通过测量记录生物磁性，可获

得有关生物大分子、细胞、组织结

构与功能的各种信息，从而用来诊

治疾病。

我国科研工作者曾观察过一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人员的

肺和腹部磁场图谱，检测到某些人群受铁质污染的情况。

图10-14为人体肺部和腹部磁场分布示意图，其中的黑色

方块表示磁场变化较大的区域，白色方块表示磁场变化较小的

区域，上图是未被铁质污染情况，下图为被铁质污染后情况。经

分析认为，中年人喝入的凉水可能带着水管中的铁质颗粒进入

胃肠道；小孩吃罐装鱼可以附带吃入铁质颗粒；电焊工的肺磁

图表明他吸入了空气中的电焊形成的铁质粉尘。

当电流通过圆环通电导线

(图 10-12)时，怎样用右手螺旋

定则判定它的磁场方向？图中小

磁针的 N 极指向什么方向？

家谈大

图 10-13  心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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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试验表明，检测磁图还可以探测心脏、肝脏等各种

病变。

此外，外加磁场也会影响生物体细胞内、外离子的活动度，

细胞膜电势，酶的活性，细胞的新陈代谢；生物磁场还会对人

体的神经、肌肉、心脏、脑等生物电流产生影响，并可干扰或

抑制病变过程，调节生理平衡，促进功能的恢复。因此，自古

以来就有用磁性材料进行治病的记载，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

目》中涉及磁疗的项目有十余种之多。

（c） 电焊工的肺磁图

图  10-14

（a） 吃罐装鱼小孩

腹部磁场图

（b） 喝凉水中年人

腹部磁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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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6

S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左手定则

图  10-15

磁场对电流有什么作用？

在学习电流时，我们知道了电场的基本特性是对处于电场

中的电荷有力的作用。相类似的，磁场的基本特性是对处于磁

场中的电流有力的作用。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实验。

如图10-16所示，在蹄形磁铁的两极之间放置一个平行导

轨，导轨两端接在电源上，在两导轨之间放置一段电阻较小的

导体短棒。合上

开关，使短棒通

电，我们会看到

短棒立即沿导轨

加速运动起来。

这表明磁场对通

电导体有力的作

用，这个力叫做

磁场力。

1. 磁场力

磁场对电流有作用力，

即磁场力。

如果你去过上海科技

馆，一定见到过一个叫做“电

磁炮”的展品。炮身是一匝

匝线圈，“炮弹”是一个金属

球。按下按钮，“炮弹”在磁

场的作用下，加速从炮筒中

射出，击中远方的目标，在

屏幕上就会显示你的得分。

在技术领域中，人们确

实发明了一种电磁炮。这种

电磁炮的结构如图 10-15 所示，它由电源、导轨、炮弹和电磁铁组成。发射时给炮弹通

以极大的电流，炮弹在电磁铁的磁场作用下产生很大的加速度，最终使炮弹以极大速度沿

导轨飞出。试验表明其射程可达数百千米。有人提出设想，可以用它来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本节学习的内容就是研究磁场对电流的作用及其应用。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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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磁场力的方向？

那么，磁场力的方向怎样判定呢？

图10-17为一个研究磁场力方向的装置。P是一根金属杆，

通过导线悬挂在钩子A、B上。再通过接线柱与电源E、开关S、

保护电阻 R 构成串联回路。D 是磁性较强的蹄形磁铁。

(1) 磁场力的方向与磁

场方向和电流方向有关。

(2) 磁场力的方向总是

垂直于磁感线和通电导线

所在的平面。

(3) 左手定则（left-hand

rule）：

伸开左手，使大拇指与

其他四个手指垂直，并都与

手掌在一个平面内，让磁感

线垂直穿入掌心，并使四指

指向电流方向，则大拇指所

指方向就是通电导线所受

磁场力的方向。 图  10-18

F

B

I

图  10-17

A

B

P

D

E

S

R

现在按下列实验步骤进行研究：

①合上或断开开关 S，观察金属杆 P 的运动情况。

②把蹄形磁铁D的N、S极对换一下位置，再合上或断开

开关 S，观察金属杆 P 的运动情况。

③交换电源的正、负极，即改变电流方向，观察金属杆 P

的运动情况。

从观察到的现象来看，步骤①②相比较，金属杆P的运动

方向相反；步骤①③相比较，金属杆P的运动方向也相反。可见

磁场力的方向跟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都有关。

实验和理论表明 ，磁场对电流作用力的方向既与磁场方向

垂直，又与电流方向垂直。或者说，磁场力的方向总是垂直于磁

感线和通电导线所在的平面。

磁场方向、电流方向和导体受力方

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左手定则来

判定。如图10-18所示，伸开左手，让

大拇指跟其余四指垂直，并且都与手掌

在同一个平面里；把左手放入磁场中，

让磁感线穿过手心，使四指指向电流方向，

这时大拇指所指的就是磁场力的方向。

S

N

2. 磁场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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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

C

F

B

D C

B

F D

（a） （b）

1. 判断一下，左手定则与前面实验的记录是否完全符合？

2. 指出图 10-19 中电流 I 所受磁场力的方向。

示例    如图 10-20 所示，有两根通电平

行直导线C、D，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吗？

如果存在，作用力的方向如何？

解答：电流的周围存在着磁场，导线D处

在导线C产生的磁场中；同样，导线C处在导

线D产生的磁场中。因此，两根导线都要受到

磁场力的作用。

在图10-21(a)中，从向下俯视的角度画出

了导线D产生的磁感线分布。可以看出C处磁

场方向向下，根据左手定则可以判定，导线C受到的磁场力的

方向向右。图10-21(b)画出了导线C产生的磁感线分布。同理，

可判定导线 D 受到的磁场力方向向左。

图  10-20

C

I I

D

图  10-19

N

I
I I

（a） （b） （c）

自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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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用图10-22所示的方法：在导

线所在的平面里，直接画出导线C在D处磁感

线的方向“×”，然后用左手定则判定导线 D

受到的磁场力方向是向左的。同理，可以判断

出导线 C 受到的磁场力方向是向右的。

由此可知，通以同方向电流的平行直导

线会相互靠近。这是一种电流通过磁场实现的

相互作用。因此在分析该示例时，只要先分析

出一个力F，另一个力F′就是它的反作用力，

其方向也就确定了。

假若在两根平行导线中通以反向电流，那么两者

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是怎样的？

家谈大

图  10-22

C

I F’ I

D

F

SI 制中基本单位“安培”的定义

国际单位制的七个基本单位中，“安培”的定义是：截面可

忽略的两根相距1 m的无限长平行直导线内通以等量恒定电流

时，若导线间相互作用力在每米长度上为2×10－7 N，则每根

导线中的电流为 1 A(1948 年第 9 届国际计量大会批准)。

拓展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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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感应强度 磁通量

同学们，你一定知道鸽子有很强的返巢能力。倘若把鸽

子装在严密遮挡的笼子里运到千里以外的一个陌生地方放

飞，它们依然能轻而易举地飞回家。

鸽子为什么会认识归家之路呢？是鸽子眼神好、记忆力

惊人吗？人们猜想鸽子体内可能有生物磁体，通过与地磁场

的相互作用来辨认方向。为了证实这个假说，科学家在鸽子

翅膀下系上一小块磁石，扰乱鸽子对地磁场的“感觉”，结

果鸽子就不能再飞回家了。这表明鸽子体内确有一块具有磁

性的组织，不过它的磁场很弱，正好能“感觉”到微弱的地

磁场。可见，地磁场可以看作是鸽子的导航“罗盘”。加一

块磁性较强的小磁石后，地磁场便失去了导航“罗盘”的作

用，鸽子就不认识回家的路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同磁

体的磁场的强弱可能是不同的。

那么怎样来描述磁场的强弱呢？

怎样描述磁场的强弱？

研究电场的强弱时，我们从分析电荷在电场中的受力情况

着手，得出电场强度这个物理量来表示电场的强弱。研究磁场

的强弱，我们可以从分析电流在磁场中的受力情况着手，找出

表示磁场的强弱的物理量。为此，我们需要把一小段通电导线

放在磁场中的某处，来研究它的受力情况。

通过实验发现，当导线方向与该处的磁场方向一致时，通

电导线不受力；当导线方向与该处的磁场方向垂直时，受力最

大。另外还发现，垂直放入磁场的通电导线所受磁场力的大小，

还与电流的大小、导线的长短有关。

用精确的实验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如图10-24所示，垂

直于磁场方向的很短的一小段通电导线在磁场中 b处，导线中

电流是 I，导线长为 l，受到的磁场力为 F。如果长度不变而电

磁性组织

图 10-23  信鸽归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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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l

流变为2I，则磁场力变为2F；如果电流不变，导线的长度变为

2l，则磁场力也变为 2F。这表明在 b处，—是一定值。

a b c

图  10-24

N

F
Il

3F
Il

0.5F
Il

2F
2I.l

2F

—

I.2l

图  10-25

S
B1

S

B2

N

N

如果将这小段通电导线放在磁场中 a 或 c 处，那么这个

比值是不同的。例如，在a处为—，在 c处为—。由此可见，

—是一个能反映磁场强弱的物理量。于是，我们用某处的比值

—来描述磁场在该处的强弱。这个比值叫做磁感应强度。用B

表示磁感应强度，那么，

磁感应强度B的单位由F、I和 l的单位决定。在国际单位

制中，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是特斯拉，简称特，国际符号是T。在

均匀磁场中，垂直于磁场方向、长 1 m 的导线，通过 1 A 的电

流、受到的磁场力为 1 N 时，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就是 1 T。

例如，垂直于磁场放置的长为1 cm的导线通以1.5 A电流，

受到的磁场力为 3 × 10－ 3 N，则该处磁感应强度

B ＝—＝—————  T ＝ 0.2 T。

磁感应强度是矢量，它的方向就是该点的磁场方向，即该

点的磁感线的切线方向(图 10-25)。

3F
Il

F
Il

3 × 10－ 3

1.5 × 10－ 2
F
Il

F
Il

— —

—

B ＝—
F
Il

。

—

1. 磁感应强度（magnetic

induction)

在磁场中某处垂直于

磁场方向的通电导线，受到

的磁场力F与电流 I和导线

长度 l的乘积的比值叫做磁

场中该处的磁感应强度。磁

感应强度用字母 B 来表示。

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是

特斯拉，简称特，符号是T。

0.5F
Il

磁感应强度是矢量，

它的方向即磁场中该点磁

场的方向，即小磁针静止

时 N 极在该处的指向。

1T＝
N

A·m1

B＝—
F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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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磁体或通电导体周围的磁场是不均匀的，当用磁

感线来描述磁场时，磁感线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可根据磁感

线的疏密来判断磁场的强弱，磁感线越密，磁场越强。我们通

常引入磁通量Φ，来描述穿过某一平面的磁感线的多少。磁感

线均匀分布或磁感应强度处处相同的磁场就叫做匀强磁场，也

就是前面所说的均匀磁场。

那么磁通量Φ与该平面所在位置的磁感应强度B，及平面

的面积 S 有怎样的关系呢？

2. 磁通量(magnetic flux)

根据图10-26画出的匀强磁场磁感线与面积的关

系，你能归纳出相关的结论吗？图中三个平面均与磁

场方向相垂直。

(1) a、b两处，两个平面的面积相同(Sa＝ Sb)，但

磁感应强度大小不同(Ba ＞ Bb)，Φ与 B有什么关系？

(2) a、c两处，磁感应强度大小相同(Ba＝Bc)，两

个平面的面积不同(Sa ＜ Sc)，Φ与 S 有什么关系？

家谈大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匀强磁场的Φ

与B和 S的乘积成正比。应当指出，所

取平面如果与磁场不垂直，穿过该面积

的磁通量就有不同。在图10-27中有两

个大小相同的平面 e、f，e 平面与磁场

相垂直，f 平面与磁场成一夹角，这时

Φ f ＜Φ e。

只有当平面与磁场垂直时，

Φ＝ BS。

在国际单位制中，磁感应强度 B 的单位是 T，面积 S 的单

位是m2，则磁通量Φ的单位叫韦伯，简称韦，国际符号是Wb。

B

图  10-27

e

f

a b c

图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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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通电螺线管内部的磁场可认为是匀强磁场。设某个

通电螺线管内部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 5×10－ 3  T，螺线管的截

面积是 5× 10－ 4  m2，那么通过螺线管截面的磁通量多大？

分析：根据题意，用右手螺旋定则可知，在通电螺线管内

部的磁场方向是平行于螺线管轴线的，螺线管截面与磁场方向

垂直，因此可按Φ＝ BS 式进行计算。

解答：通过螺线管横截面的磁通量

Φ＝ BS ＝ 5 × 10－ 3 × 5 × 10－ 4  Wb ＝ 2.5 × 10－ 6  Wb。

可以把磁通量的表达式改写为

        
B ＝— ,

因此，磁感应强度B的大小通常也叫做磁通量密度。因而B也

可以用“Wb/m2”作单位。

穿过某一面积S的磁通

量用Φ表示。

对匀强磁场来说，磁通

量的大小等于磁感应强度B

与垂直于磁场方向放置的

平面面积 S 的乘积，即

磁通量的单位是韦伯，

简称韦，符号是 Wb。

磁感应强度 B 的大小

通常也叫做磁通量密度。

Φ
S

Φ＝ BS

1 Wb ＝ 1 T·m2

感受一下磁感应强度约为 0.4 T 的磁场有多强。

有一种强磁铁叫做钕磁铁，它的磁极表面处磁感应强度

约有 0.4 T。当两块这种磁铁的 S 与 N 极相吸在一起时，试

试能不能用手指将它们掰开(图 10-28)。不能掰开的原因是

什么？

图  10-28

自主活动

通电螺线管内的磁感应强度如何分布？

3. 磁感应强度的测量

利用磁传感器可以测

定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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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

用DIS研究通电螺线管

的磁感应强度

［实验目的］

研究通电螺线管

的磁感应强度。

［实验器材］

DIS（磁传感器、数

据采集器、计算机等）、

长螺线管、滑动变阻

器、稳压电源、导线等。

③ 点击实验菜单上“研究通电螺线管的磁感应强度”，显

示屏上将出现 B-d 坐标及数据表格等(图 10-30)。其中 B 为通

电螺线管产生的磁场的磁感应强度，d为磁传感器插入线圈的

长度。

图  10-29

DIS 实验
研究通电螺线管的磁感应强度

应用 DIS 的磁传感器可以测定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① 将图 10-29 中的磁传感器接入数据采集器。

② 螺线管接入电源后放置在水平桌面上，调节传感器的高

度，使它的探管正好在螺线管的轴线上。

图  10-30

学生实验:用DIS研究通电螺线管的磁感应强度

磁感应强度  B  =                  mT

次数

磁感应强度B/mT

距离d/cm

5

4

3

2

1

0
0              2              4               6               8             10            12            14             16

B/mT

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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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击

某些磁场的磁感应强度的数量级(单位：T)

图  10-31

人体磁场

磁疗片

电动机、变压器中

的磁场

超导磁场

目前能测量的

最小磁场

地磁场的

平均值

永磁体

回旋加速器中

的磁场

正在研制中的

超强磁场

中子星内的

磁场

原子核表面磁场

1012

1010

103

30

10

0.5

0.1

10－ 5

10－ 9

10－ 13

10－ 15

距离 d  /cm

磁感应强度

B  / mT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4) 改变 d值，点击“记录数据”，可得到多组不同的 d、B

值，在下表中记下传感器在不同位置测得的磁感应强度的值：

(5) 启动“绘图”功能，在显示屏上可观察到 B-d 图线。

(6) 实验结果：＿＿＿＿＿＿＿＿＿＿＿＿＿＿＿＿＿。

［实验结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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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直流电动机（图 10-34）内有可绕轴转动的软铁芯

（转子），铁芯上绕有匝数较多的线圈，线圈的两端分别接在两

个半圆形金属换向器上；压在换向器上是一对电刷，通过引出

线可与电源连接，整个线圈置于两个永磁体产生的磁场中，永

磁体作为电动机的定子。

直流电动机

电动机是现代社会中使用得最多的动力设备。大型的排

污泵需数十至数百千瓦的电动机；各种机床上使用着各种不

同规格的电动机；磁浮列车实际上也是一种铺展成直线的电

动机；家用电器中的电动机也随处可见，如电冰箱、洗衣机、

脱排油烟机、电扇、录音机、录像机等等中都有电动机，图

10-32 所示是洗衣机用的无刷直流电动机；在一些特殊场合

还需要极小的电动机，于是人们研发了小如米粒那样的微型

电动机（图 10-33）。

电动机是一种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电动机在通电

转动时由于线圈有一定的电阻，因此总会发热，此外还有一

些其他的能量损耗。尽管电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转化为机械

能，但电动机还是属于能量转化效率很高的一种动力机械。

下面我们讨论磁场力的一种应用—直流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中的转子为什么会不停转动呢？

图  10-34

圆柱形磁铁

线圈

软铁芯

软铁芯

换向器 线圈

NS

电刷

引出线

图  10-32

图  10-33

局部放大示意图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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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5是直流电动机工作原理示意图。电动机的转子可

简化为一个矩形线框ABCD，换向器的两个电刷分别连接电源

的正、负极。接通电源，线圈的AB、CD边受磁场力作用，便

会带动转轴不停地转动，并将动力通过转轴向外输出。

图  10-35

(a) (b)

SN SN

作用在电动机线圈上

的磁场力使电动机的转子

发生转动。

电动机是一种将电能

转变为机械能的装置。

请你画出线圈在图 10-35(a)所示位置时，线圈内的电流

方向及 AB、CD 边所受磁场力的方向，并指出此时线圈怎样

运动？

自主活动

1. 换向器的作用是什么？

2. 电动机会不会停止在图 10-35(b)位置不再转

动？为什么？

家谈大

电动机的效率怎样测定？2. 电动机的效率

电动机输入电功率为

P入，输出机械功率为P出，电

动机的效率

η＝
P 出

P 入

电动机是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的装置。在能量转换过程中

有能量损失，这就涉及到电动机效率问题了。

直流电动机的输入电功率P入＝ IU（I是通过线圈的电流，

1. 直流电动机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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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实验给出的主要器材，如图 10-36 所示。

2. 讨论：本实验中应如何测定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和输入

功率？

3. 写出计算电动机效率η的表达式。

4. 本实验要测定的物理量有哪些？

5. 在下面框中画出实验装置示意图，设计实验步骤。（注

意：至少测量三次）

电压表 电流表直流电动机（4.5 V）

图  10-36

刻度尺

电源

滑动变阻器
砝码

停表

砝码盘

W
t

U是输入电压），输出机械功率 P出＝—  ，或P出＝ Fv（W是

电动机对外做的机械功，t是做功的时间，F是电动机产生的牵

引力，v 是牵引物体的速度）。

由于能量总有损耗，直流电动机的效率，即输出功率与输

入功率之比，总是小于 100％。

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设计一个测定直流电动机效率的实验，

看看该电动机的效率有多大？

学生实验

测定直流电动机的效率

［实验目的］

测定在一定电压

下工作的直流电动机的

效率。

［实验器材］

直流电动机（带长

轴，额定电压4.5 V）、电

源、电压表、电流表、滑

动变阻器、开关、盛砝

码小盘（质量已知）、停

表、刻度尺、砝码若干、

细绳一根、导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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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自己小组测得的电动机效率与其他小组测得的结果进

行交流、比较，看看各个不同电动机的效率有什么特点？

2. 电动机的效率与输出功率是否有关？

自主活动

6. 设计实验数据记录表格。

7. 将自己设计的方案与别组同学进行交流，修正自己的

方案。

8. 完成上述实验，并得出结论。

英
语 角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MAGLEV) is a high speed ground transportation

mode that has been under activ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bate for over 30

years. The basic idea for MAGLEV train is to suspend a passenger train body

above the rail by magnetic fields so there is no physical contact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rail. The elimination of friction between the wheel and rail allows for

higher speeds and lower maintenance costs.

Shanghai has been the world’s first city to have a commercial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net.

［实验结论］

＿＿＿＿＿＿＿＿＿＿

＿＿＿＿＿＿＿＿＿＿

＿＿＿＿＿＿＿＿＿＿

＿＿＿＿＿＿＿＿＿＿

＿＿＿＿＿＿＿＿＿＿

p78-99 2011.4.7, 5:11 AMPage 98 Adobe PageMaker 6.5C/PPC



99

说     明

    本册教材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课程

方案和《上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试行稿）》编写，供高中二年级第一

学期试用。

    本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主持编写，经上海市

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准予试用。

    本册教材的编写人员有：

    主编：张越  徐在新    分册主编：谭玉美

    特约撰稿人：（按姓氏笔划为序）王铁桦  冯容士  刘齐煌  倪闽景

谭玉美等。

欢迎广大师生来电来函指出教材的差错和不足，提出宝贵意见。上

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地址：上海市陕西北路500

号（邮政编码：200041)，联系电话：62560016（总机转）、52136338；

出版社电话：64848025。

    声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为实

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

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

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

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的有关规定，我们

已尽量寻找原作者支付报酬。原作者如有关于支付报酬事宜可及时与出

版社联系。

p78-99 2011.4.7, 5:11 AMPage 99 Adobe PageMaker 6.5C/PPC






	封面
	内封
	目录
	第七章　内能　能量守恒定律
	导学
	图7-1
	图7-2
	图7-3

	A　物体的内能
	图7-4
	图7-5
	图7-6
	图7-7
	图7-8
	图7-9

	B　能的转化和能量守恒定律
	图7-10
	图7-11
	图7-12
	图7-13
	图7-14

	C　能的转化的方向性　能源开发
	图7-15
	图7-16
	图7-17
	表1　能源的分类
	表2　世界能源的资源状况
	图7-18
	图7-19
	图7-20

	D　学习包——太阳能的利用
	图7-21
	图7-22
	图7-23
	图7-24
	图7-25
	图7-26
	图7-27
	图7-28
	图7-29
	图7-30
	图7-31
	图7-32
	图7-33
	Fig.7-34


	第三篇　电场和磁场
	第八章　电场
	导学
	图8-1
	图8-2
	图8-3

	A　静电现象　元电荷
	图8-4
	图8-5
	图8-6
	图8-7
	图8-8
	图8-9
	图8-10
	图8-11
	图8-12

	B　电荷的相互作用　电场
	图8-13
	图8-14
	图8-15
	图8-16
	图8-17
	图8-18
	图8-19
	图8-20

	C　静电的利用与防范
	图8-21
	图8-22
	图8-23
	图8-24
	图8-25
	图8-26
	图8-27
	Fig.8-28


	第九章　电路
	导学
	图9-1
	图9-2
	图9-3

	A　简单串联、并联组合电路
	图9-4　各种各样的灯具
	表1
	图9-5
	表2　电流对人体的影响
	图9-6
	图9-7
	图9-8

	B　电功　电功率
	图9-9
	图9-10
	图9-11
	图9-12

	C　多用电表的使用
	图9-13
	图9-14
	图9-15
	图9-16
	图9-17
	图9-18
	表3
	图9-19
	图9-20
	图9-21
	图9-22

	D　简单逻辑电路
	图9-23
	图9-24
	图9-25
	图9-26
	图9-27
	表4
	图9-28
	表5
	图9-29
	表6　与门的真值表
	图9-30
	图9-31
	图9-32
	表7　或门的真值表
	表8
	图9-33
	表9
	表10　非门的真值表
	图9-34
	图9-35
	图9-36
	图9-37
	表11
	图9-38

	E　学习包——自动控制与模块机器人
	图9-39
	图9-40
	图9-41
	图9-42
	图9-43
	图9-44
	图9-45
	图9-46
	图9-47
	图9-48
	图9-49
	图9-50
	图9-51
	图9-52
	图9-53
	图9-54
	图9-55
	图9-56
	图9-57
	图9-58
	图9-59
	图9-60
	表12


	第十章　磁场
	导学
	图10-1　上海磁浮列车
	图10-2　磁浮陀螺

	A　电流的磁场
	图10-3　“司南”模型
	图10-4　奥斯特表演电流磁效应
	图10-5　奥斯特的实验记录
	图10-6
	图10-7
	图10-8　通电直导线的磁场
	图10-9
	图10-10　通电螺线管的磁场
	图10-11
	图10-12
	图10-13　心磁图
	图10-14

	B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左手定则
	图10-15
	图10-16
	图10-17
	图10-18
	图10-19
	图10-20
	图10-21
	图10-22

	C　磁感应强度　磁通量
	图10-23　信鸽归巢
	图10-24
	图10-25
	图10-26
	图10-27
	图10-28
	图10-29
	图10-30
	图10-31

	D　直流电动机
	图10-32
	图10-33
	图10-34
	图10-35
	图10-36



	说明
	封底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6c00e60073006e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1007500660020004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72006e00200075006e0064002000500072006f006f0066002d00470065007200e400740065006e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6f006e00730065006700750069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5006e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500730063007200690074006f00720069006f00200079002000680065007200720061006d00690065006e0074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63006900f3006e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e90070007200650075007600650073002000650074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6400650020006800610075007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73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1006e0074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20075007200650061007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730075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6e0074006900200065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c730b930af30c830c330d730d730ea30f330bf3067306e53705237307e305f306f30d730eb30fc30d57528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7000e500200062006f0072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50072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5006d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0006500200064006900730070006f00730069007400690076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f00760061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0006c0061006100640075006b006100730074006100200074007900f6007000f60079007400e4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6a00610020007600650064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760061007200740065006e002e0020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7000e5002000760061006e006c00690067006100200073006b0072006900760061007200650020006f00630068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6c00e60073006e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1007500660020004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72006e00200075006e0064002000500072006f006f0066002d00470065007200e400740065006e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6f006e00730065006700750069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5006e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500730063007200690074006f00720069006f00200079002000680065007200720061006d00690065006e0074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63006900f3006e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e90070007200650075007600650073002000650074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6400650020006800610075007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73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1006e0074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20075007200650061007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730075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6e0074006900200065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c730b930af30c830c330d730d730ea30f330bf3067306e53705237307e305f306f30d730eb30fc30d57528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7000e500200062006f0072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50072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5006d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0006500200064006900730070006f00730069007400690076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f00760061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0006c0061006100640075006b006100730074006100200074007900f6007000f60079007400e4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6a00610020007600650064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760061007200740065006e002e0020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7000e5002000760061006e006c00690067006100200073006b0072006900760061007200650020006f00630068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6c00e60073006e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1007500660020004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72006e00200075006e0064002000500072006f006f0066002d00470065007200e400740065006e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6f006e00730065006700750069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5006e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500730063007200690074006f00720069006f00200079002000680065007200720061006d00690065006e0074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63006900f3006e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e90070007200650075007600650073002000650074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6400650020006800610075007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73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1006e0074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20075007200650061007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730075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6e0074006900200065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c730b930af30c830c330d730d730ea30f330bf3067306e53705237307e305f306f30d730eb30fc30d57528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7000e500200062006f0072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50072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5006d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0006500200064006900730070006f00730069007400690076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f00760061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0006c0061006100640075006b006100730074006100200074007900f6007000f60079007400e4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6a00610020007600650064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760061007200740065006e002e0020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7000e5002000760061006e006c00690067006100200073006b0072006900760061007200650020006f00630068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6c00e60073006e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1007500660020004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72006e00200075006e0064002000500072006f006f0066002d00470065007200e400740065006e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6f006e00730065006700750069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5006e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500730063007200690074006f00720069006f00200079002000680065007200720061006d00690065006e0074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63006900f3006e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e90070007200650075007600650073002000650074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6400650020006800610075007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73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1006e0074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20075007200650061007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730075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6e0074006900200065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c730b930af30c830c330d730d730ea30f330bf3067306e53705237307e305f306f30d730eb30fc30d57528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7000e500200062006f0072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50072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5006d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0006500200064006900730070006f00730069007400690076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f00760061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0006c0061006100640075006b006100730074006100200074007900f6007000f60079007400e4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6a00610020007600650064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760061007200740065006e002e0020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7000e5002000760061006e006c00690067006100200073006b0072006900760061007200650020006f00630068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6c00e60073006e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1007500660020004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72006e00200075006e0064002000500072006f006f0066002d00470065007200e400740065006e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6f006e00730065006700750069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5006e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500730063007200690074006f00720069006f00200079002000680065007200720061006d00690065006e0074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63006900f3006e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e90070007200650075007600650073002000650074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6400650020006800610075007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73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1006e0074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20075007200650061007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730075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6e0074006900200065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c730b930af30c830c330d730d730ea30f330bf3067306e53705237307e305f306f30d730eb30fc30d57528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7000e500200062006f0072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50072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5006d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0006500200064006900730070006f00730069007400690076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f00760061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0006c0061006100640075006b006100730074006100200074007900f6007000f60079007400e4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6a00610020007600650064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760061007200740065006e002e0020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7000e5002000760061006e006c00690067006100200073006b0072006900760061007200650020006f00630068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