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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学习内容是：初中物理第一册中“科学之旅”内容和第一章机械运动第一节长度和

时间的测量。这部分知识的重点内容是：长度的测量，误差。

对学习这部分知识的要求是：

1．了解物理研究的内容及如何才能学好物理学

2．了解测量学所包含的内容；

3．准确地掌握长度单位、面积单位、体积单位及其进率和换算关系；

4．学会正确使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

5．初步掌握正确记录测量结果的基本方法；

6．了解选择测量工具的依据和基本要求；

7．理解在测量过程中产生的误差的分类和产生误差的原因，掌握减小实验误差的方法，

知道测量中产生的误差与错误。

1．关于物理学研究的内容：物理学是采用实验手段或对大量实际现象经过严格的逻辑推

理，研究物体的运动所遵循的基本规律的科学。物理学研究的对象——运动物体，其范围

很大：大到宇宙的天体，小到组成微观物体的分子、原子以及组成原子的质子、中子、电

子等微观微粒；而物体的运动更是种类繁多，仅在物体所做的物理运动中，又可分为力学

现象、热现象、光现象、电现象、磁现象、核物理现象等等、我们学习物理，就是通过对

这些物理现象的分析、研究，得出其中物体运动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并依此进一步认

识世界，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学好物理，要点有三：其一，必须重视实验，明确实验目的，勤于观察实验现象，勤于动

手操作，逐步提高观察能力、动手实验能力，并在实验中牢固树立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其二，要勤于思考，严密推理，注重培养自己逻辑思维，分析推理的能力。对

一个物理现象的分析，要有理论依据，通过分析，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其三，重视对

所学物理知识、基本规律的灵活运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扎扎实实学好物理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掌握分析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才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关于测量学包含的内容：测量学涵盖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从七个基本物理量（长度、

质量、时间、温度、电流强度、物质的量、发光强度）的测量，到大量的导出物理量（例

如力、速度、加速度……）的测量，涉及到物理学中力、热、声、光、电、磁、原子，原

子核等专业知识和种种实验手段；测量学的应用亦相当广泛，与人类的生活、生产、科研

等实践活动密不可分，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测量：人的身高、体重的测量等，在工农业生产

中离不开测量；加工工件的长度、直径、农作物产量的测量；气象学中对大气的测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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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中地形地貌的测量；军事上对枪炮弹道轨迹的测量；航天技术中对火箭、卫星运行轨

迹的测量、对天体之间距离的测量；科学研究中对分子、原子半径的测量等等。

在众多的测量中，长度的测量是最基本的测量之一，刻度尺的正确使用，正确记录测量数

据和单位是我们应掌握的测量学最基本的内容。

3．长度单位及其进率：测量任何物理量都必须首先规定它的单位。因为任何测量首先要

规定“标准”。这个人为规定的“标准”就是测量的单位。被测量物理量的单位是人为规

定的，在物理学中已经有统一的单位制——国际单位制。在国际单位制中，长度单位的主

单位是“米”，其英文缩写为“m”，与长度主单位“米”相比，较大的辅单位是千米

（Km），较小的辅单位是分米（dm）、厘米（cm）、毫米（mm）、 米（dmm）、

忽米（cmm）、微米（μm）、纳米（nm）等，它们之间的进率和换算关系是：

1 千米（km）=103 米（m）

1 米（m）=10 分米（dm）

1 分米（dm）=10 厘米（cm）=10-1m

1 厘米（cm）=10 毫米（mm）=10-2m

1 毫米（mm）=103 微米（μm）=10-3m

1 微米（μm）=10-6 米（m）

1 纳米（nm）=10-9 米（m）

在国际单位制中面积的主单位是平方米（m2），与平方米相比，较大的辅单位是平方千米

（km2），较小的辅单位是平方分米（dm2）、平方厘米（cm2）、平方毫米（mm2），

它们之间的进率和换算关系是：

1 平方千米（km2）=106 平方米（m2）

1 平方米（m2）=102 平方分米（dm2）

1 平方分米（dm2）=102 平方厘米（cm2）

1 平方厘米（cm2）=102 平方毫米（mm2）

在国际单位制中体积（或容积）的主单位是立方米（m3），与立方米相比，较小的辅单位

是：立方分米（dm3）、立方厘米（cm3）、立方毫米（mm3），它们之间的进率和换算

关系是：

1 立方米（m3）=103 立方分米（dm3）

1 立方分米（dm3）=103 立方厘米（cm3）

1 立方厘米（cm3）=103 立方毫米（mm3）

容积的常用单位还有升（L）和毫升（mL），它们之间的进率和换算关系是：

1 升（L）=1 立方分米（dm3）

1 亳升（mL）=1 立方厘米（cm3）

1 升（L）=103 亳升（mL）

4．正确使用长度测量的最基本工具——刻度尺：在长度的测量中，最基本的测量工具是

刻度尺，实验操作中应如何正确使用刻度尺呢？需要注意以下四点：

纟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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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和选择刻度尺；首先要识别刻度尺的最小刻度，即分度值——精度是多少；

再要看刻度尺的最大测量范围，即量程；其次观察刻度尺的零刻线位置，零刻线一端是否

磨损。

（2）正确使用刻度尺：使用刻度尺测量物体长度时，首先将刻度尺的零刻线与被测物体

的边缘对齐（若刻度尺零刻线被磨损，则可将被测物体的边缘与刻度尺上某一整数值刻线

对齐）；其次将刻度尺尺身与被测物体的一边保持平行放置，并使刻度尺的刻线要贴近被

测物体。

（3）正确读取测量数据：在读取测量数据时，保持视线与刻度尺尺面相互垂直；读数据

时应准确读取刻度尺上分度值为单位的准确值外，还要加上估读出分度值下一位的估计值

（也只能估读一位估计值）。

（4）正确记录测量结果，注明被测长度的单位。

5．正确读取测量数据的依据：

有效数字——借助于仪器测量到的，包括最后一位可以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叫做有效数

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①在测量到的有效数字里，除了最后一位，由测量者估计出来之

外，前面的数字都是根据测量仪器读出的准确数字，不是估计出来的，例如某同学用刻度

尺测量一本书的长度是 18.25 厘米，这个测量结果由四位有效数字组成，单位是厘米，其

中 18.2 是准确值，不是估计出来的，在有效数字的倒数第二位，是测量工具的精度，即

0.1 厘米，可见刻度尺的精度是 1 毫米。由于在 18.2 厘米和 18.3 厘米之间没有更精密的

分度线，所以只能凭借实验者的目测进行估读，因此写出 18.25 厘米的测量结果，其最后

一位数字“5”就是估计出来的。②估计的方法与实验者的估读能力有关，现阶段我们要

求

.
10
1
估计做最小分度值 ③由于通常情况下测量仪器的最小刻度值就是测量仪器的精度，

即分度值，因此一般读数时按照仪器的分度值来读取被测量的准确值，然后再加上一位

（也只能加一位）估计数字。④在有效数字中，小数后的“0”不能随意取舍，虽然它不

影响实际数值的大小，但却决定是该数值的精确度高低。⑤为了表示最后结果的数值，常

常采用科学记数法，例如：L=18.25mm，可以写成：L=1.825×10-2m，而不写成

L=0.01825m，有效数字的位数没有变化。

6．关于测量工具的选择：

任何一件测量工具都有它的最小分度，测量工具的最小分度值决定了其测量的精确度。在

实施测量时，要根据被测对象所需要达到的精确度来选择适当的测量工具，如：测量人的

身高精确到厘米即可，要选择最小分度值是 1 厘米的卷尺为宜；测量准备按装玻璃的窗口

尺寸，需要达到的精确度是毫米，因此选择最小分度值是 1 毫米的直尺即可，并非在测量

过程中不看被测量的精度要求而一味地选用精确度越高的测量工具越好。

7．测量误差和减小测量误差的途径方法：

在测量过程中测得的数值与该量真实值之间存在的差异即为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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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确定的被测量量其真实值只有一个，且该真实值是客观存在的。在不同的测量者测量

的过程中，或一人在多次测量的过程中，测量的结果一般是不同的，因为测量结果的最后

一位数是估计值，人们的估测能力往往是不同的，这就存在着误差，而且产生误差是必然

的。

实验误差是如何产生的呢？其一是由于实验原理不够完善，实验仪器、测量工具不够精确

造成的；其二是由于实验者本身造成的误差，可采用多次实验，将测量结果取平均值的方

法减小这种误差。

在测量某量的过程中，测量误差必然存在，只能完善实验原理、采用较精密的仪器设备，

并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等办法减小实验误差，但是在测量过程中不能出现错误，测量中的错

误是指运用错误的实验原理和错误的测量方法或使用不准确的测量工具等，这些错误在实

验或测量中是可以避免的。

例１：完成单位换算，用科学计数法表示并写出运算过程：

1．46.5 千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米；

2．81.95 厘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米;

3．75 分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微米;

4．9.85 610 微米= ____________________分米;

5．7.46 810 分米= ___________________米;

6．5.97 710 毫米= ____________________千米;

说明:单位换算是一个应重点掌握的内容,其方法是：

①46.5 千米= 31 1011065.4  米= 41065.4  米.科学记数法应是 na 10 ,

naa )101( 是 是整数.

②81.95 厘米=8.19510 厘米=8.195 12 10195.810110   米 米.

例 2：写出此物体的测量结果:

分析:测量结果应写为 3.30cm.注意零刻线是从 2 起,最小刻度是毫米,0.00cm 是估读值.

例 3：用刻度尺去测量一根自来水管的长度,测量结果是 4.64 米,则所用的刻度尺的分度尺

是:( )

A．米; B．分米; C．厘米; D．毫米

分析:4.6 米是准确值部分 0.04 米是估读值,所以此刻度尺的分度尺是分米.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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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某同学用刻度尺正确测量一同学身高是 17.86 分米,数据中的准确值是__________;估

读值是______________;若改用厘米做单位,该同学的身高为____________厘米.

分析：准确值是 17.8 分米,估读值是 0.06 分米;该同学身高应记为 178.6 厘米.

例 5：甲、乙、丙、丁四位同学都用同一把分度值是 1 毫米的尺去测量同一本书的厚度,测

得结果分别为:甲为 6.1 毫米;乙为 6.13 毫米;丙为 5.87 毫米;丁为 6 毫米,则测量结果记录正

确的是:( )

A．甲; B． 乙; C．丙; D．丁

分析：应选甲,因为乙错在估读值多一位,丙的准确值,估读值都错了,丁没写估读值.

例 6：某人用细钻头在工件上打一个直径是 0.000032 米的小孔,若用毫米为单位,这个孔的

直径可以记录为:( )

A．0.32 毫米; B．0.032 毫米; C．0.0032 毫米; D．3.2 毫米

分析：选 B.

例 7：关于测量过程中的误差和错误;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在测量过程中误差就是错误;

B．在测量过程中误差和错误都可以避免.

C．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D．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分析：选 C、D

例 8：关于测量工具的选择,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在测量时测量工具精确度越高越好;

B．测量过程中任意选择精确度不同的工具都可以测量；

C．测量时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精确度的测量工具.

D．测量时需达到的准确度是人为决定的.

分析：应选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