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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普通物理学》是所有理工类高等院校学生的必修课,而且与《高等数学》等一样是屈指

可数的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
多年以来,在有关《普通物理学》的书籍方面,主要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教材,另一种是

习题集或习题解。
教材用于传授知识,习题集或习题解用于巩固所学知识。
由于《普通物理学》的内容十分庞杂,而且与初中、高中所学的物理知识级差悬殊,使学

习《普通物理学》的学生明显感受到对整体把握的困难。
为此,本书作者经过多年的研讨,提炼出第三种类型:用55张结构图,把《普通物理学》

的全部内容融合成一体。
第一种思维模式包含以下几类。
1.规范化

2.条理化

3.简约化

4.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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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思维模式包含以下几类。
1.树枝形

所谓树枝形,就如有一棵大树,我们先抓住主干,然后延伸到若干分枝,再蔓生出更多的

小枝,进而生发出无数的叶片。这种方法表达了知识的逐步深入。特别提醒:树枝形思维模

式形成的是一个多维空间,其中尚有无数未解之谜。
2.同心圆形

所谓同心圆形,就是有若干从小到大的同心圆,每一个同心圆自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各
同心圆之间依次逐步扩大。这种模式,完整地表达了知识中某一特定部分内容的不断深化。
3.复合形

所谓复合形,就是把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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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模式涵盖了第一种模式。在形成《普通物理学》的知识体系中,两种模式贯穿了

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普通物理学》的主要内容是全球科学界公认的客观规律,是无数前辈科学家和当代科

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而且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无数的公

式、图形和文字通过大量的书籍不断地被传播。所以,作为当今学者,首要的责任在于传授

这些成果,其次是在此基础上使传播方式更加科学、高效。
本书特别适合高等院校理工类的学生作阶段性的小结和进行全书学完后的总复习使

用。当我们回顾前面知识的时候,可以看到与后面知识的联系;当我们继续深入学习新的知

识的时候,又可以与前面学过的知识产生呼应。
通过55张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出全部《普通物理学》所涉及的知识范围、所学各个知识

部分之间的联系和详略多寡,特别是可以明确今后继续钻研的方向。
结构图所呈现的清晰度足以弥补大量文字叙述所产生的模糊性。毫无疑问,这种优势

将对讲授《普通物理学》的老师和希望深造的学生带来帮助。
本书除了适用于理工类高等院校的学生以外,对有关的教师和科技人员也有很好的参

考价值。
愚者万虑,必有千失。书中如有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家煦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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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体结构分析

1.1 总 结 构 图

1.2 知 识 要 点

1.自然界的一切客观存在都是由物质组成。
2.对于人类来说,这个客观存在主要是人的眼睛所能够看到的物体。
3.什么是物质? 它是组成物体的基本元素。例如:一辆汽车,组成它的有铁、铜、铝等,

这些基本元素被称为物质。汽车不是物质,而是物体,它由多种物质组成。
4.一切物质的宏观形态是物体,这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客观地存在着。物质的微观形

态是无数的分子,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又由更微小的原子核、电子和其他基本粒子组成,不
借助特殊的设备,这些微观形态是我们的眼睛不能看到的。
5.在一般情况下,物质可呈现三种状态:固态、液态和气态。
6.在一定条件下,这三种状态可以相互转化。例如:物质金,在常温下呈固态,在熔点

1064℃呈液态,在沸点2500℃呈气态。
7.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物体。它主要研究固态物体,其次是液态物体和气态物体。
8.热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分子。它主要研究气态分子,其次是固态分子和液态分子。
9.电磁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原子中电子的宏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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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光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原子中电子的微观运动。
11.原子物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原子中的原子核结构。
12.不管是力学、热学,还是光学、电磁学和原子物理学,它们首先研究客观存在的一切

现象,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原始行为。然后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只有人类充分地掌握了

这一点,这些规律才能为人类所利用。最后研究它们的实际应用,这是人类研究科学的最终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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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力  学

2.1 概  述

1.结构图

注:结构图中的虚线框表示:① 相关;② 或不是重点;③ 或次要的。下同,不再赘述。

2.知识要点

(1)力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体机械运动的客观规律。
(2)机械运动简称运动,是物体空间位置的变动(包括物体内各部分之间相对位置的变

动)。这种变动是物质世界千变万化的运动中最常见的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
(3)机械运动有多种具体形式,我们现在研究的仅是其中的两种。
① 单向运动:例如直线运动、曲线运动、平动和绕固定轴转动。
② 往复运动:例如振动。
(4)自然界中的绝大多数物质是以固态、液态和气态这三种聚集态存在的。所以,做机

械运动的物体,无论是单向运动还是往复运动,出现的可能是固体,也可能是液体或气体。
我们把液体和气体统称为流体。

(5)在研究固体的单向运动时,如果物体的形状和大小与我们研究的问题无关,或关系

很小,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忽略不计,把这个物体看作一个质点,显然这是一种理想模型,便于

我们掌握物体的基本运动规律,这就形成了质点力学;反之,就形成了刚体力学。
流体力学研究流体的运动规律。
(6)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中单向运动的规律,分为运动学、动力学和静力学。
① 运动学:研究物体在运动过程中的位置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不研究物体运动状态变

化的原因。
② 动力学:研究物体的运动状态与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说明物体运动状态

发生变化的原因。
③ 静力学:可以看成是动力学的一个特例,即物体在相互作用下的平衡,其大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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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理论力学等学科进行研究。
(7)振动是固体或流体的往复运动。
(8)波是振动在固体或流体等弹性介质中的传播过程,没有振动就没有波。
(9)声研究的是能够引起我们听觉的在一定振动频率范围内的振动,以及它的传播过

程。所以,对声的研究可以看成是研究振动和波的一类具有实际意义的例子。

2.2 质 点 力 学

2.2.1 结构图

2.2.2 静力学

牛顿运动定律告诉我们:当物体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时,将处于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

运动状态。实际上,这样的运动状态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这种理想

状态对我们的理论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在实际生活中,任何物体都受到外力的作用,当这些外力的合力等于零时,即ΣF=0,

物体也处于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这样的运动状态可以看作运动物体的一个特

例,这就是静力学的内容,具体内容留待理论力学等学科深入研究。

2.2.3 运动学

1.结构图

2.知识要点

(1)运动学

运动学研究物体在运动过程中的位置与时间之间的变化关系,不研究发生这种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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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运动学的全部内容,可以概述为以下两类。

直线运动: 匀速 变速 匀变速 任意变速

曲线运动: 匀变速

 图2 1 几何直角坐标系

  在研究物体运动时,首先要引入物体运动的依据,
即参照系,一般选用固定在地面上的房屋和树木。然

后,又引入用来定量描述物体运动的坐标系,一般选用

几何学中的直角坐标系(x,y,z),如图2 1所示。
在研究物体运动时,如果物体的形状和大小与我们

研究的问题无关,或关系很小,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忽略

不计,把这个物体看作一个质点,如图2 2所示。显然,
这是一种理想模型,便于我们研究物体的基本运动规

律,这就形成了质点力学。
根据质点运动的轨迹,可以分为直线运动和曲线运

图2 2 将物体看作质点

动。直线运动是最普通的运动。当Δt→0时,曲线运

动中的质点运动可以看成是无数直线运动的合成,也就

是说,直线运动与曲线运动的本质是相同的。
  (2)直线运动

直线运动分为理想状态下的匀速直线运动和一般情况下的变速直线运动。综合两者,
又引入匀变速直线运动,再进一步引入更符合实际情况的任意变速直线运动。

① 匀速直线运动

速度: v=
s-s0
t-t0

路程: s=vt  (当t0=0时,s0=0)

② 变速直线运动

平均速度: v- =
Δs
Δt

瞬时速度: v=lim
Δt→0

Δs
Δt

=
ds
dt

路程: s=∫
t

t0

vdt

③ 匀变速直线运动

加速度: a=
v-v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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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v=v0+at

路程: s=
1
2
(v0+v)t

④ 任意变速直线运动

平均加速度: a- =
Δv
Δt
(粗略反映速度的变化率)

瞬时加速度: a=lim
Δt→0

Δv
Δt

=
dv
dt

=
d2s
dt2
(精确反映各时刻速度的变化率)

时间t是标量,路程s也是标量,即:有大小,而方向仅有相同或相反。
因此,它们的计算只有简单的加法和减法。

例如: 时间 t=t1+t2,或t=t1-t2

路程 s=s1+s2,或s=s1-s2

速度v 是矢量,加速度a 也是矢量,即:既有大小,又有不同的方向。
加速度可以反映一个质点同时参与两种直线运动的速度变化。
例如:有一艘被西南风(a)吹刮而向东(b)直线航行的货船,另有一艘被东南风(d)吹刮

而向东(e)直线航行的客船。那么,这里的计算就不能简单地运用加法和减法,我们需要运

用几何学中的四边形法则或三角形法则进行矢量的加法和减法(如图2 3、图2 4所示),
可以同时得到两船航行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图2 3 矢量的加法

       
图2 4 矢量的减法

既然两个速度或加速度可以通过合成获得一个速度或加速度,同样可以通过分解获得

一个速度或加速度的两个分量,如图2 5和图2 6所示,这是不难理解的。

图2 5 矢量加法分解

      
图2 6 矢量减法分解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学中的解析法获得速度或加速度的合成,计算示例如图2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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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7 合成示例

Ax =A·cosθ

Ay =A·sinθ

A= A2
x +A2

y tanθ=Ay∕Ax

(3)曲线运动

由于物体的运动方向始终在改变,因此物体的实际运动

轨迹(AB)和实际位移(Δs)是不同的。
当Δt→0时,曲线运动可以看成是由无穷多且无限短的

直线运动组成的。

 图2 8 物体的曲线运动

① 瞬时速度:

v=lim
Δt→0

Δs
Δt

=
ds
dt

瞬时速度的数值:

|v|=lim
Δt→0

|Δs|
Δt

=
ds
dt

瞬时速度的方向:质点所在曲线处(B)的切线方向为运动方向。
② 瞬时加速度:

a=lim
Δt→0

vB-vA

Δt

=lim
Δt→0

Δv
Δt

瞬时加速度的数值:

|a|=lim
Δt→0

|vB-vA|
Δt

=lim
Δt→0

|Δv|
Δt

瞬时加速度的方向:

图2 9 曲线运动中的瞬时速度方向

     
图2 10 曲线运动中瞬时加速度方向

一般情况下,任一时刻的加速度方向与速度的方向不在一条直线上。加速度a 可以分

解为切向加速度at 和法向加速度an。切向加速度at 反映加速度的数值变化,法向加速度

an 反映加速度的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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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其他曲率圆、曲率中心、曲率半径和曲率。
曲线运动的知识点还包括抛物运动是曲线运动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一定

的实际意义。

2.2.4 动力学

1.结构图

2.知识要点

(1)动力学

动力学是研究物体的运动状态与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的科学。
动力学是质点力学的主要部分。简单来说,动力学与运动学的最大区别是,运动学只研

究运动,而动力学要研究力和运动。
(2)力

力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不是物体运动的原因,而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也
是改变物体形状的原因。

(3)牛顿三大定律

动力学中力的基本规律是牛顿三大定律。
① 牛顿第一定律

任何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都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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