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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直线运动 

实验一  位移与平均速度 

实验目的 
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和平均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实验原理 
1、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单位时间内物体的位移增加量（或减少量）均相等。 

2、一段位移的平均速度，等于位移除以这段位移所用的时间。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1-1 

实验步骤 
1、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2、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3、点击 进入本实验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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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轨道调节成一个合适的倾角（起点处高），将电磁释放器固定在轨道最上端。小车

安装上铁尾，吸在电磁释放器上，等待释放。 

5、先点击 按钮，释放小车，让小车自然下滑。 

6、点击 选中小车做直线运动的数据区域。点击 ，根据需要，选择

、 、 或 。左侧表格会显示对应的位移

值。若不需要这些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7、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 

 

图 1-2  位移-时间变化关系 

 

试一试 
图 1-2 是小车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图像。如果我们将轨道倾角调大，图像会有什么变

化？单位时间内物体的位移增加量会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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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 

实验目的 
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实验原理 
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一段位移中的平均速度和这段位移中点时刻的速度相等。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2-1 

实验步骤 
1、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2、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3、点击 进入本实验

平台。 

4、将轨道调节成一个合适的倾角（起点处高），将电磁释放器固定在轨道最上端。小车

安装上铁尾，吸在电磁释放器上，等待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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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 ，按需要选择全图像均匀分布的点数。 

6、先点击 按钮，释放小车，让小车自然下滑。 

7、通过 ，按点数要求在图像上均匀分布点。 

8、点击 在左表得到该点数分段下，运动的相关数据。若不需要该条数据，可

以点击 ，删除本条数据。若不需要这些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

所有数据和图像。 

9、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 

 

图 2-2  位移-时间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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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逼近法最终结论图 

 

试一试 
图 2-2 是小车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图像。从纵坐标观察，小车某段位移中，中间位置的

速度，是比中点时刻的速度大还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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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直线运动的速度及加速度 

实验目的 

研究匀速直线运动和匀变速直线运动中，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 

 

实验原理 

加速度表示速度变化的快慢：a=Δv/Δt。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3-1 

实验步骤 
8、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9、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10、点击 进入本实

验平台。 

    研究匀速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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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击 。将小车从起点处轻推，观察“速度 1”和“速度 2”的数值。

若数值不同，调节轨道倾角，点击 ，重新测试。直到“速度 1”和“速度 2”中的速

度相同，点击 。 

12、在屏幕左上角，选择 。 

13、将小车装上铁尾，装好小车弹射装置，如图 3-2 所示。先用一根橡皮筋，点击

，释放小车，得到图像。 

 
图 3-2 

14、点击 ，选取几段区域。每段选取后，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 

15、在屏幕左上角，选择 。 

16、改变使用的橡皮筋数量，重新测量和记录。测出 4 组数据，点击 ，选择

一段几条图像数值相对稳定的区域。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 

17、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 

18、调节轨道成一个比较合适的倾角。取下小车的弹射柱，将小车安置与起点处。 

19、在屏幕左上角，选择 。 

20、点击 ，释放小车，得到图像。 

21、点击 ，选取几段区域。每段选取后，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 

22、在屏幕左上角，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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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改变轨道倾角（尽量逐次增大或者逐次减小），测出 4 组数据，点击 ，选

择一段几条图像数值相对稳定的区域。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 

24、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25、匀速和匀变速实验均可以从 处改变数据采集的时间间

隔。 

26、若不需要已测的全部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实验结果 

 

图 3-3  速度-时间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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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多条速度-时间图像 

 

想一想 
观察图 3-4 图像，对比各条图像，思考小车的加速度是否与速度直接相关？加速度可能

和什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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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 

实验目的 

研究匀速直线运动和匀变速直线运动中，位移、速度、加速度、时间之间的关系。 

 

实验原理 

匀变速直线运动重要物理量之间的关系：vt=v0+at，x=v0t+
2

1
at2。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4-1 

 

实验步骤 
1、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2、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3、点击 进入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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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研究速度： 

4、调节轨道至一个合适的倾角，最好第一次倾角较小。 

5、将电磁释放器安装在起点处，小车安装好铁尾，吸在释放器上等待释放。点击

，释放小车，得到图像。 

6、点击 ，选取一段区域，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 

7、改变小车倾角，依次增大，从步骤 4 重新开始做，得到 5 组数据。 

8、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研究位移： 

9、调节轨道，回复成合适的倾角。将小车安置与起点处。 

10、在屏幕左上角，选择 。 

11、点击 ，释放小车，得到图像。 

12、点击 ，选择起点。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 

13、点击 ，改变终点位置。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依次完

成剩余 4 组数据。 

14、点击图象上方 ，点击 ，观察 x-t 图象是否和二次函数相匹

配。 

15、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16、匀速和匀变速实验均可以从 处改变数据采集的时间间

隔。 

17、若不需要已测的全部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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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研究速度时，速度-时间变化关系 

 

 

图 4-3  研究位移时，速度-时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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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研究位移时，位移-时间图像 

试一试 
在研究位移时，改变倾角，多做几次实验。观察加速度的大小，对所生成图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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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力与能量 

实验五  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 

实验目的 
研究恒力作用下，物体的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 

 

实验原理 

牛顿运动定律：F=ma。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砝码、小桶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5-1 

 

实验步骤 

1、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2、点击 打开实验系统软件。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3、点击 进入本实验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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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 。将小车从起点处轻推，观察“速度 1”和“速度 2”的数值。若

数值不同，调节轨道倾角，点击 ，重新测试。直到“速度 1”和“速度 2”中的速度

相同，点击 。 

探究 a-F： 

5、小车安装好铁尾，将小车放在电子秤上测量质量，注意此时线必须是放松状态。读

出小车质量，输入到 数值框中。再将牵线小桶的铜头安装上小车前

端。 

6、将小桶的绳长控制在略短于实验桌的高度（这也是默认绳长）。移动释放器位置，使

小车在起点处时，小桶在最高位置。 

7、放松线。点击 ，将小车此时的受力归零。 

8、将小桶的线通过轨道底端的滑轮挂好。桶中放入 10g 砝码。先点击 按钮，

再松开小车锁扣，让小车被牵引前进。 

9、通过 ，选择一段速度均匀增长，力比较稳定的区域。 

10、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若不需要该条数据，可以点击 ，删

除本条数据。 

11、改变小桶内砝码的质量，从步骤 8 开始，重新测量和记录。 

12、若不需要已测的全部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13、测量 5 组数据后，可以点击 ，将显示图像变成 a-F 图像。点击

，得到 a-F 连线是一次函数，求得斜率 k（即 1/m）。 

14、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探究 a-m：点击左上角  

15、小车安装好铁尾，给小车装上 1 个 50g 的砝码。将小车放在电子秤上测量质量，注

意此时线必须是放松状态。读出小车质量，输入到 数值框中。再将

牵线小桶的铜头安装上小车前端。 

16、将小桶的线通过轨道底端的滑轮挂好。桶中放入 10g 砝码。先点击 按钮，

再释放小车，让小车被牵引前进。 

17、通过 ，选择一段速度均匀增长，力比较稳定的区域。 

18、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若不需要该条数据，可以点击 ，删

除本条数据。 

19、继续依次给小车增加 50g 砝码（注意，加砝码时要让小车左右对称）。重复步骤

14-17，得到 5 条数据。 

20、点击图像上方 ，点击 ，观察 a-m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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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点击图像上方 ，点击 ，观察 a-1/m 的关系。 

 

实验结果 

 

图 5-2  力-时间，速度-时间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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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加速度-力变化关系 

 

 

图 5-4  加速度-质量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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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加速度-质量的倒数变化关系 

 

想一想 
观察图 5-2 图像，小车在运动时所受的力，是否等于小桶和砝码所受重力的和？为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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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恒力做功的动能定理 

实验目的 
验证恒力作用下的动能定理。 

 

实验原理 

动能定理：Fs=W=
2mv

2

1
-

2

0mv
2

1
（F 为定值）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砝码、小桶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6-1 

实验步骤 
1、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2、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3、点击 进入本实验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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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 。将小车从起点处轻推，观察“速度 1”和“速度 2”的数值。若

数值不同，调节轨道倾角，点击 ，重新测试。直到“速度 1”和“速度 2”中的速度

相同，点击 。 

5、小车安装好铁尾。将小车放在电子秤上测量质量。读出小车质量，输入到

数值框中。再将牵线小桶的铜头安装上小车前端。 

6、将小桶的绳长控制在略短于实验桌的高度（这也是默认绳长）。移动释放器位置，使

小车在起点处时，小桶在最高位置。 

7、放松线，点击 ，将小车此时的受力归零。 

8、将小桶的线通过轨道底端的滑轮挂好。桶中放入 10g 砝码。先点击 按钮，

再松开小车锁扣，让小车被牵引前进。 

9、通过 ，选择一段速度均匀增长，力比较稳定的区域。 

10、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 

11、点击 ，可以自动得出：Ek1、Ek1、ΔEk、W 的值。若不需要该条数据，可

以点击 ，删除本条数据。 

12、改变小桶内砝码的质量，从步骤 8 开始，重新测量和记录。 

13、若不需要已测的全部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14、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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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力-时间，速度-时间变化关系 

想一想 
如果导轨是水平的，W 和 ΔEk 会相等吗？应该出现什么现象？ 



 22 

实验七  功与速度变化的关系（一） 

实验目的 
研究恒力作用下，物体从静止开始运动。外力做功和物体速度的关系。 

 

实验原理 

动能定理：Fs=W=
2mv

2

1
（F 为定值），外力做功与物体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砝码、小桶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7-1 

实验步骤 
1、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2、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3、点击 进入本实验

平台。 



 23 

4、点击 。将小车从起点处轻推，观察“速度 1”和“速度 2”的数值。若

数值不同，调节轨道倾角，点击 ，重新测试。直到“速度 1”和“速度 2”中的速度

相同，点击 。 

5、小车安装好铁尾，将小车放在电子秤上测量质量。读出小车质量，输入到

数值框中。再将牵线小桶的铜头安装上小车前端。 

6、将小桶的绳长控制在略短于实验桌的高度（这也是默认绳长）。移动释放器位置，使

小车在起点处时，小桶在最高位置。 

7、放松线。点击 ，将小车此时的受力归零。 

8、将小桶的线通过轨道底端的滑轮挂好。桶中放入 10g 砝码。先点击 按钮，

再松开小车锁扣，让小车被牵引前进。 

9、通过 ，选择一段速度均匀增长，力比较稳定的区域。 

10、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点击 、 、

，分别可以得到本条数据的对应物理量的值。若不需要该条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本条数据。 

11、改变小桶内砝码的质量，从步骤 8 开始，重新测量和记录。 

12、测量 5 组数据后，可以点击 、 、 、 ，将

显示图像变成对应的图像。点击 ，观察哪组物理量关系点的连线接近一次函

数，且接近原点。 

13、若不需要已测的全部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14、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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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力-时间，位移-时间变化关系 

 

图 7-3  功-速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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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功-速度 1/2 次方图像 

 

 

图 7-5  功-速度平方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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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功-速度 3 次方图像 

 

想一想 
观察图 7-3、7-4、7-5、7-6 图像，思考是拉力较小时，几个图像的差别明显，还是拉力

较大时，几个图像的差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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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功与速度变化的关系（二） 
实验目的 

研究恒力作用下，物体从静止开始运动。物体的初始动能和速度的关系。 

 

实验原理 

动能定理：W=
2mv

2

1
，外力做功与物体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弹射系统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8-1 

实验步骤 
1、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2、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3、点击 进入本实验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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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 。将小车从起点处轻推，观察“速度 1”和“速度 2”的数值。若

数值不同，调节轨道倾角，点击 ，重新测试。直到“速度 1”和“速度 2”中的速度

相同，点击 。 

5、小车安装好铁尾。将弹射系统的黑柱安装上小车，将小车放在电子秤上测量质量。

读出小车质量，输入到 数值框中。 

6、先在弹射器上拉上一根橡皮筋，将小车安置到起点位置，如图 8-2 所示。先点击

按钮，再释放小车，让小车被弹射出去。 

 
图 8-2 

7、通过 ，选择一段速度比较稳定的区域。 

8、点击 在左表得到相关数据。点击 、 、

，分别可以得到本条数据的对应物理量的值。若不需要该条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本条数据。 

9、改变使用橡皮筋的数量，每次增加一根。从步骤 6 开始，重新测量和记录。 

10、测量 5 组数据后，可以点击 、 、 、 ，将

显示图像变成对应的图像。点击 ，观察哪组物理量关系点的连线接近一次函

数，且接近原点。 

11、若不需要已测的全部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12、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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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图 8-3  速度-时间变化关系 

 

 

图 8-4  功-速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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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功-速度 1/2 次方图像 

 

 

图 8-6  功-速度平方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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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功-速度 3 次方图像 

想一想 
观察图 8-4、8-5、8-6、8-7 图像，思考是橡皮筋较少时，几个图像的差别明显，还是橡

皮筋较大时，几个图像的差别明显？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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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动量 

实验九  动量定理 

实验目的 
验证一维碰撞中的动量定理 

 

实验原理 

动量定理：Ft=mΔv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弹射装置、碰撞弹簧、

碰撞挡板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10-1 

实验步骤 
27、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28、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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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点击 进入本实

验软件。 

30、将轨道调节水平。将碰撞器固定在轨道中间附近的位置，在黑柱槽内拉上两根橡皮

筋。如图 10-2。 

 

31、小车安装好铁尾。将弹射系统的黑柱安装上小车，将小车放在电子秤上测量质量。

读出小车质量，输入到 数值框中。之后再在小车前方装上铜头和弹

簧。 

32、先在弹射器上拉上一根橡皮筋，将小车安置到起点位置，如图 10-3 所示。先点击

按钮，再松开小车锁扣，让小车被弹射出去，撞击挡板返回。 

 
图 10-3 

6、待软件自动生成图象后，点击 选中小车与挡板碰撞过程内的数据区域，在

该区域中尽量取的范围大一些。 

注意：由于本实验轨道是水平的，存在摩擦力的影响。所以在选择区域时，尽量让选区

相对碰撞中心位置（图象中力的最大值处）对称。以减小摩擦力带来的影响。 

7、点击 ，根据需要，左侧表格会显示对应的值。 

8、改变使用橡皮筋的数量，每次增加一根。从步骤 6 开始，重新测量和记录。直至完

成 5 组数据。如果想用相同的动量，改变碰撞时间，可以调节碰撞器上的橡皮筋数量。 

9、若不需要这些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10、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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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位移-时间变化关系 

 

试一试 
本实验中小车与橡皮筋的碰撞近似于弹性碰撞。如果要做非弹性碰撞，在保证仪器安全

的前提下，怎么处理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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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  动量守恒定律 

实验目的 
研究碰撞过程中，系统内动量变化的关系。 

 

实验原理 

动量守恒定律： 'vm'vmvmvm 2

211

2

22

2

11  。碰撞中系统动量守恒。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弹射系统、碰撞粘合

部件、碰撞磁铁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10-1 

 

实验步骤 
1、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借助水平仪将轨道调水平。 

2、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 

3、点击 进入本实验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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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两辆小车（A 和 B）的蓝牙与终端连接。 

5、在小车 1、小车 2 的后端安装上碰撞磁铁。将两辆小车分别放在电子秤上测量质量。

读出小车质量，分别输入到 、 数值框中。 

6、将小车 1放在左侧，小车 2放在右侧，两车后端相对，如图 10-2所示。先点击

按钮，再推动小车 1，与小车 2 相碰。 

 

图 10-2 

7、如果想要发生完全弹性碰撞，需要控制小车 1 的弹射速度较小，。如果想要发生非完

全弹性碰撞，则可以使用多一些橡皮筋，让两小车间有力量较小的直接碰撞。 

8、通过 ，在图象上取区域，刚好包括两车相互作用全过程为佳。（速度变化

明显的区域，为两车相互作用的区域。） 

9、点击 在左表得到测量所得的物理量：两小车在所选区域的初速度和末速

度。点击 ，可以得到需要计算的数据：两小车的初、末动量，动量改变量，初末

动能，动能改变量。 

10、完全非弹性碰撞：将碰撞磁铁换成碰撞粘合部件，从步骤 5 开始，至步骤 9 完成。 

11、实验结束后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12、若不需要已测的全部数据，可以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13、点击图像上方 ，可以得到整个过程的 x-t 图象，方便老师课堂上的拓展

教学。 

注意：软件默认第一辆连接上的小车为“小车 1”，第二辆连接上的小车为“小车 2”。建

议将小车 1 放在操作者的左侧，小车 2 放在右侧，两者的碰撞组件相对，以保证从左向右速

度为正，方便理解。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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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完全弹性碰撞，速度-时间变化关系 

 

图 10-4  完全弹性碰撞，位移-时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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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完全非弹性碰撞，速度-时间变化关系 

 

 

图 10-6  完全非弹性碰撞，位移-时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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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若选区时过大，会不会在实验数值上带来误差？哪个（些）物理量的准确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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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其他 

实验十一  电磁阻尼 

实验目的 
探究导体板对运动的磁体产生的影响 

 

实验原理 

导体板会对运动方向平行于它的磁体产生阻力作用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支撑杆、弹射装置、柱状磁铁、

磁阻尼金属板及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11-1 

实验步骤 
1、按照实验装置图搭建导轨等器材。 

2、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3、点击 进入本实验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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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 。将小车从起点处轻推，观察“速度 1”和“速度 2”的数值。若

数值不同，调节轨道倾角，点击 ，重新测试。直到“速度 1”和“速度 2”中的速度

相同，点击 。 

5、将电磁释放器固定在轨道起点，在弹射器上拉上 2 或 3 根橡皮筋，将小车装上铁尾，

安置到弹射器上，如图 11-2 所示。先点击 按钮，再松开小车锁扣，让小车被弹射

出去。得到图象中的第一条线。 

 
图 11-2 

 

6、将电磁阻尼金属板板侧朝下，齿侧朝上，安装在导轨的中间区域。安装好效果见图

11-3。将小车弹射出去，得到图象中的第二条线。 

 
图 11-3 

7、将电磁阻尼金属板板侧朝上，齿侧朝下，和第 7 步安装在相同区域。将小车弹射出

去，得到图象中的第三条线。 

8、点击 ，选区区域。点击 ，左侧表格会显示对应的值。依次选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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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区域（每段尽量取不同速度特征的区域） 

9、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10、点击 ，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 

 

实验结果 

 
图 11-4  速度-时间变化关系 

试一试 
增加橡皮筋数量，观察小车速度的变化快慢会有怎样的不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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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二  受迫振动与共振 
实验目的 

研究所迫震动与共振的物理现象 

 

实验原理 

受迫振动的频率等于振源的振动频率；当共振时，物体的振幅达到最大。 

 

实验器材 
终端（Windows/ios/Andriod 系统），动力学小车、导轨、弹簧、弹簧固定柱、策动源及

其配件。 

 

实验装置图 

 

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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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1、打开实验系统软件 。打开小车蓝牙开关，将小车蓝牙与终端连接。 

2、点击 进入本实验

软件。 

3、用电子秤秤出小车的质量，输入到 中。 

4、将策动源、弹簧及固定柱和小车安装好，如图 12-1 所示。 

5、打开策动源，点击 按钮，调节策动源至一个频率，待小车的振动稳定后几

个周期后，再换至下一个频率。建议频率调节从小逐步增大。 

6、待 小 车 的 共 振 频 率 已 经 出 现 时 ， 读 取 振 动 源 频 率 ， 输 入 到

中。 

7、继续增大 2 次以上频率之后，点击 按钮。关闭策动源。 

8、观察振动图象，分析振幅的变化趋势。 

9、点击 ，选取共振区域的一段振动图像（不少于 3 个周期）。点击 ，

左侧表格会显示对应的物理量。 

10、取下小车，加装配重砝码（为了保证振动稳定，请尽量对称加装）。重新在电子秤

上秤出小车现在的质量，输入到 中。 

11、重复步骤 4~9，得到这个质量下的小车共振时的物理量。 

12、再加装一次配重砝码，得到小车共振时的物理量。 

13、点击 ，观察 3 次实验数据的 f2-1/m 关系，点击 得出一次

函数关系。 

注意：点击 ，可以删除已记录的所有数据和图像。在“选区”状态时，再点击

按钮，可以重新移动图象，进行选区。 

最细的一组弹簧和没有安装任何砝码的小车，共振频率在 1.4Hz 左右。随着小车的质量

加大，共振频率会变小。建议初始频率从 0.8Hz 调起。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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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速度-时间变化关系 

 

图 12-3  f2-1/m 拟合图象 

看一看 
1、观察策动源频率变动后，小车振动还未稳定时振幅的变化有什么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