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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语言智能的培养
物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 要求教师在课堂

上表述准确、精炼，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存
在诸多的问题：物理学概念模糊不清；回答问题
时不能兼顾准确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往往顾此
失彼，漏洞百出。 那么，物理教师在培养学生语
言智能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提高自身素质，挖掘语言潜力。
力争使课堂语言介于书面语言和生活语

言之间，做到准确、精练、条理生动、通俗，充分
发挥语言的长处。 教师应用标准的普通话授
课，使用规范的专业术语，例如，将“匀速直线
运动”简写为“匀直运动”就不规范。在课堂上，
教师运用富于启发性的语言，再配以适当的手
势，借以充满信心的表情，就能引起学生的共
鸣，加强课堂效果。

2、让学生在课堂上多参与教学，多发言。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课堂教学的目的是让

学生学会知识，而不仅仅是教师单方面的传授，
教师应尽量把讲课的内容让学生自己表述出
来，这样，学生对所学知识易于接受和掌握，而
且对发展学生的语言智能很有利。

3、让学生的课余活动变得丰富多彩，使学
生“乐中学”。

例如，让学生放学后回家乘坐电梯，体会电
梯运动方向不同时的感受， 并记录下来， 这种
“做中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策略，它使学生
真正做到“视、听、动”，手脑并用。

二、学生数学智能的培养
在物理学中， 学生数学智能的培养主要表

现在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创造思维的
重要组成， 发散思维的训练能大大提高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 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是一个复杂
工程，我们要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为起点，在
教学中有计划、有系统地安排好思维训练，自觉有效地培养学
生的思维能力。

1、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学生作为主体。
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信息交流的过程，其机制是师生的

共同思维。 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出
高质量的课堂效益，以开发学生智力为出发点，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

2、解题时可以一题多解。
现行教材中的例题一般很浅， 学生一看就懂， 若照本宣

科，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为了充分发挥例题的作用，达到培
养学生发散思维的目的，可以一题多解。

3、克服定势，力求最优。
物理思维能力的培养应该善于从旧的模式或通常的制约

条件中解脱出来，通过一题多解，一题多变，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鼓励学生发展求异思维，挖掘新的解题方法。

三、学生空间智能的培养
空间智能在物理课堂上主要表现为观察能力， 观察是实

验中的重要环节，它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有助
于发展思维能力。“观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看”。那么教师对
学生提高观察能力，到底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1、确定目标，培养学生观察的定向性。
实验中的观察要有一定的目的，只有有目的观察才能深

入、细致、有效。因此，在实验过程中必须围绕实验目的，积极
运用心理学中的注意规律， 把学生的观察活动引向正确轨
道。例如，在做焦耳定律演示实验时，要求学生在观察时要注
意烧瓶玻璃管中液面的高度变化，让学生认真地思考产生高
度变化的原因，围绕这个目的，学生观察有了明确的方向而
不是看看热闹而已。 通过学生集中注意观察，运用所学到的
知识分析产生高度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吸收电阻丝产生的热
量，使煤油的温度升高，体积膨胀，在玻璃管里上升，电流产
生的热量越多，煤油上升越高，经过分析推理，得出定性结
论———焦耳定律。

2、运用对比的方法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观察实验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敏锐的观察力不是一开

始就具备的，需要我们运用多种方法加以培养锻炼。例如，在学
习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时，在电压都是 3伏特的情况下，先连
接AB导线，测得电流强度为 0.6安培，再依次接导线AC、AD，
测得电流强度为 0.3安培和 0.2安培， 根据测得的数据应用所
学知识推导出电流强度减小的原因是电阻增大了，再运用对比
的方法分析电阻逐渐增大的原因， 得到导体的电阻跟长度有
关，“导体越长，电阻越大”。 同理，“导体的电阻跟导体的横截面
积有关；还跟材料有关”，通过这种比较性的观察，学生对决定
电阻大小因素的理解较为透彻，达到了要掌握的目的。

3、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学生观察能力。
对于那些现象不明显的实验， 还可以用现代化的电教媒

体，化静为动，化小为大，如在做磁场实验时，就可运用投影器
将条形、蹄形磁铁磁化后的细铁屑显示磁场的状况放大，投到
银幕上，使每个学生在同一时间里都能清楚地观察到，这样，
使学生的观察能力得到了培养，空间智能得到了发展。

摩擦力的一般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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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型网络技
术， 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互动交流途径,�改
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沟通模式， 为用户提供
了一个知识分享的媒介与平台 [1]，Web� 2.0
更强调用户的互动、参与、交流。 知乎网站[2]
是近年兴起流行的问答系统， 在互联网领域
引起了强烈反响。现代生活中个人电脑、智能
手机越来越普及， 因此如何有效依托Web�
2.0 技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增加同学之间、
师生之间学习交流互动， 增强学习的高效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根据现实生活的
需求，搭建了一个基于Web2.0 的中学生学
习问答系统。

一、主要目的
解决课堂学习的单一性、 时间空间局限

性、乏味性，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利用好
课余、课闲时间,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发散
思维;利用集体力量集体解决学习生活难题，
训练团队意识; 丰富老师和学生、 老师和家
长、学生和家长的交流途径。

二、实现技术
Question2Answer开源软件[3]是一个优秀的

在线分享知识平台， 其使用PHP/MySQL/A-
pache系统架构[4-6]，可以轻松满足数百万用
户和百万级并发访问请求。 我们使用Ques-
tion2Answer开源项目， 再根据想要解决的现
实问题进行配置和二次开发。

学习问题系统架构图

三、功能模块
学习问答系统核心功能模块非常明确，即

提问和回答两大功能，再加上系统管理功能。

学习问答系统核心功能模块示意图

学习问答系统主界面

学习问答系统常用功能如下：
（1）系统管理。 包括系统管理员对系统页

面布局、用户权限、提问类别设置、权限管理、
内容审核等功能。 主要功能是对学习问答系
统进行全面快捷的管理。

（2）提问交流。学生注册后，就可以上网在
系统里提问了，提问界面简洁明了，非常容易
使用。 老师可以在此布置课余兴趣作业，培养
学生开放式思维。 用户在提问时可以对问题
设置标签、选择分类，方便其他同学、老师快
速识别，进行互助解答和讨论。 当其他用户讨
论出较优结果时，提问人可以采纳某些建议，
生成最优答案。

（3）回答问题。 注册用户登录系统后，老
师、学生可以查看其他用户的提问，进行跟帖
讨论回答。 并且可以对已有问题进行投票，达
到集思广益、群体决策的效果，生成有价值的
信息，最终为问题解答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4）分享功能。 当前中学生使用微信、微
博、QQ空间、人人网等的很多，因此对问答系
统的内容新增分享功能，可以轻松将内容分享
到微信、微博、QQ空间、人人网等，可以进一
步增强学习问答系统的社交互动属性。

通过开通这个中学生学习问答系统，克服
了在校学习的空间、时间局限性，也克服了学
校校园网板块的呆板、互动性欠缺等弱点。 老
师可以布置作业、答疑；同学们可以相互学习，
家长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动态；老师、家长、同
学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学习交流、 互动分享、
协作共进，提高了学习效率和兴趣，也使得同
学们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了。
参考文献：
[1]�邓胜利，胡吉明。 Web� 2.0环境下网络社
群理论研究综述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09： 90-95.
[2]� http://www.zhihu.com
[3]� http://www.question2answer.org
[4]� http://www.ph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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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摩擦力的定义及其种类
摩擦力是接触力的一种， 一般相互接触

的物体之间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摩擦力，也
是力学中相对复杂和分析难度较大的一种
力，它不仅决定于物体表面的粗糙程度，更取
决于物体的运动状态和接触面积以及正应力
的大小，这也变相的增加了分析它的难度。因
此根据物体相互间的运动状态， 我们一般将
其分为静摩擦力和滑动摩擦力。

1、 静摩擦力。 静摩擦力就是当相互接
触的两个物体相对静止， 但是存在着相对运
动的趋势时， 在接触面之间会产生一个阻碍
相对运动的力，这个力就是静摩擦力。一般来
说其产生条件有：

① 两物体相接触
② 接触面不光滑
③ 两物体间有弹力（相互作用力）
④ 两物体间有相对运动的趋势
进一步可以简化为：
①这两个物体在接触面处有相对运动的

趋势
②两个物体互相接触且相互间有挤压
静摩擦力的方向与跟接触面平行或相

切，并且跟物体相对运动趋势方向相反，这个
运动趋势是指在假定没有摩擦力， 物体受到
外界的合力后运动的方向， 而静摩擦力则刚
好和该方向相反。 还可以用牛顿第二定律来
确定合力的方向， 然后再受力分析决定静摩
擦力的方向。 这方法首先要判断出物体的运
动状态，包括速度的方向、加速度的方向等。
其大小是随着外力的变化而变化的， 当物体
依旧保持相对静止时， 静摩擦力和平行于接
触面的外力合力相等， 而其最大值取决于加
载在它上面的正压力（压力）。 随着正压力的
增大而增大，随着正压力的减小而减小。当达
到其最大摩擦力时， 摩擦力将由静摩擦力转
变为滑动摩擦力。

2、滑动摩擦力。 滑动摩擦力是指两个有
相对滑动的物体间在接触面上产生阻碍他们
相对滑动的力。 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接触面的

材料和粗糙程度。 通常认为滑动摩擦力比最
大静摩擦力略小， 在我们日常计算时时认为
他们相等的。 其计算式采用：

F＝μN（1）
其中：F为物体所受到的摩擦力，μ为摩

擦系数，N为物体所受到的压力
二、摩擦力的特性分析
在物体间处于相对平动状态时， 经典力

学主要认为该状态下摩擦力分为静摩擦力和
滑动摩擦力。 由摩擦力的定义可以知道，物体
表面是凹凸不平的，物体在相互挤压时，只有
凸起点之间会相互挤压，产生相互的作用力，
而凸起点占接触面的面积是很小的， 大约占
总接触面积的几百分之一。 所以在凸起点的
压强通常都非常的大，在凸起点的位置，原子
在压力的作用下产生了原子性的粘合作用，
进而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这种力在外界表现
出来即为摩擦力， 而我们通常认为的光滑表
面不仅仅是所谓的打磨光滑的接触面， 因为
打滑的非常光滑的表面接触时， 原子依旧存
在着接触， 所以光滑面仅存在于假定的理想
模型中。

以上仅仅是目前普遍认识的摩擦力的产
生原因及其解释， 具体的摩擦力的产生原因
是很复杂的， 目前经典力学对摩擦力的处理
仅仅是简化模型， 但对我们分析物体的运动
状态来说已经足够了。

三、摩擦力的做功特性分析
一般认为摩擦力总是阻碍着物体发生相

对运动，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无论是原子
间的相对滑动的功还是凸起点断裂的功，都
是需要外界能量的， 也就是我们定义的总机
械能，而耗费的机械能则会转换为热能，在最
常见的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功的情况下：

图1

� � � � A、B�之间没有相对滑动,�当平板车A右
运动时,�物块B有向左运动的趋势, 此时平板
车A给予了物块B向右运动的摩擦力， 并且
一起运动到了新的位置。就这个简单的问题分
析，我们可以发现，假定A和B之间的摩擦力
为 f，此时平板车A滑动的距离为 S，此时对于
平板车A来说，摩擦力做的功为：

对于物块B来说，摩擦力做的功为：

此时的 ，为物块 B在平板车
A上运动的距离，通过能量守恒方程我们可以
得到：

系统内物体间的摩擦力做功,�所以一对
摩擦力必定做负功,�减少的动能转化为物体
和水平面这个系统的内能,�这就是摩擦生热
的道理。可见一对摩擦力做功之和是不可能为
零的,�正是它导致了系统机械能转化为系统
的内能。 由此可知，一对滑动摩擦力所做的功
永远是负值。

四、结论
综上所述， 由于摩擦力是一种复杂的力，

出于对它进行初步理解， 我们将其进行简化，
因此可得到如下结论：

1、摩擦力机制非常复杂，从内在机制分析
有两种理论：

（1）少数凸出点的相互接触起摩擦的主要
作用。主要表现为接触面上产生了原子性的粘
合，而原子之间的粘合力也是摩擦力的产生的
原因。

（2）接触面凹凸不平，发生错动时，凸起
点之间产生变形， 产生弹性力阻碍了相对滑
动，这种弹性力就是摩擦力。

2、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功之和必然为负,�大
小等于摩擦力与两物体间相对位移的乘积,�
它正是摩擦生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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