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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
目的︰ 为了学习探讨用两个电阻器分别在串联和并联时电路中的电流、 电压和电阻的行为变化情况。
这两个案例中，对总电阻的计算公式进行了验证。

实验原理
用两个指针式测量仪器测量电流和电压大小。对于两个独立连接的电阻器，以及在两个电阻器分别在串联和并
联的情况下，运用欧姆定律找到电阻值。

实验仪器
（具体详见尾页实验仪器列表）。
电阻器， 100 Ω，1%，10 W
电阻器， 150 Ω，1%，10 W
电压表
电流表
电源
实验室导线

电阻器
电子产品中的导线、 灯丝、 电阻器和大多数其他
东西连接到一个电压差时，会导通电流。如果需要
一个大的电压来驱动电流通过一个组件，我们说该
组件具有高电阻。
在电子设备中，用到的电阻器有许多不同的形状。
最小的电阻器就像盐颗粒那么大（0.4 × 0.2 × 0.25
毫米），最大的电阻器则是非常的巨大笨重，他们
必须通过螺栓来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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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在下面三个部分的实验中，电压表可以使用 15 V 的
量程。通过电压表的电流可视为零。
在第 1 和第 3 部分中，将电流表调节使用 0.5 A 的
量程。在第 2 部分，最好使用 0.05 A 的量程范围。
1 — 单个电阻
看右侧的示意图。
从 100 Ω 的电阻开始，搭建一个电路使电流通过
（以厚厚的黑色线条显示）：电流从电源到电流
表，经过旁边的电阻，最后回到电源。

然后添加两根导线，将电压表接到电阻两端接入电
路中（如灰色的线所示）。
调整电源大小，使通过电阻两端的电压为 15 V。
（如果电源最大能提供 12 V 的电压，将其调至 12
V）。 写下电压大小。

a…...

测量通过电阻的电流大小。（记住写下所有的测量
值）。
关掉电源并更换电阻。换上阻值为 150 Ω 的电阻。
再在 15 V （或 12 V）电压下，读取通过该电阻的电
流大小。（使用与之前相同大小的电压值！）
然后关掉电源。

2 — 串联电路
将两个电阻串联接入电路，如右侧示意图所示。
每次重新搭建电路时︰ 完全移除电压表、搭建好可
通电流的电路，最后再添加上电压表。
调节搭在两个串联电阻两端的电压大小，至 10V。
测量通过两个电阻的电流大小通过电阻 —不要在此
时关掉电源 —在相同电流下取多次测量值：
移动连接电压表一端的导线，使电压表两端的导线
接在 100 Ω 的 电阻两端，单独测量其电压大小。
绘制更改导线位置后的电路图。
移动连接电压表另一端的导线，是电压表两端的导
线横跨在 150Ω 电阻的两端，单独测量其电压值。
绘制出此时电路的原理图。
（记住写下所有的测量值）。

3 — 并联电路
将两个电阻并联后接入电路 — 详见右侧示意图。
调节跨在两个并联电阻两端的电压至 15V。（或 12
V – 与第 1 部分相同）。
测量通过并联电路的电流大小。（写下测量值...）
最后，关掉电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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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讨论和评估

欧姆定律的三种等价形式︰

你通过实验确定的电阻值是否很好地匹配两个电阻
的名义 （标称） 值的？

𝑈 =𝑅∙𝐼

𝐼=

𝑈
𝑅

𝑅=

𝑈
𝐼

串联电路中的两个电阻 R1 和 R2 可通过单一电阻器
的电阻取代
𝑅S = 𝑅1 + 𝑅2
并联电路的两个电阻 R1 和 R2 可以用下列公式计算
出电阻大小
𝑅1 ∙ 𝑅2
𝑅P =
𝑅1 + 𝑅2
基尔霍夫的电流定律︰
流入一个节点的总电流等于流出该节
点的总电流︰
𝐼 = 𝐼1 + 𝐼2

计算
使用测得的电压值和电流值，以及欧姆定律的运
用，来确定两个单个电阻器的电阻值。
同样，通过测量得到的电压值和电流值，来确定串
联电路和并联电路中的电阻值大小。
计算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中电阻的理论值大小。使
用两个电阻的标称电阻。

通过实验确定的电阻值是否很好地匹配串联电路和
并联电路中的理论电阻值？
解释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怎样用于并联电路中的。
测量得到的电流值符合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吗？
考虑串联电路中测得的三个电压值大小。尝试为串
联连接的电压降变化，找出并制订一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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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札记

具体实验器材列表

应用的概念
电压
电流
串联电路
并联电路
欧姆定律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指定用于该实验的仪器
381560
电压表
381570
电流表

数学技能
简单的表达式求值

标准的实验室器材
364000
电源
(可替代电源︰ 361600)

关于仪器
仪器 381560 和 381570 受过载保护。他们还能承受
极性反接，尽管只能测量正值。
如果你不想要使用其他外部仪器，在电源的内置电
流表上，可以读取电流大小。
没有一个外部电压表，是不可能完成这些测量的。

420541
420546

105720
105721
105713

电阻器 100 Ω，1%，10 W
电阻器 150 Ω，1%，10 W

安全电缆， 50 厘米，黑色
安全电缆， 50 厘米，红色
安全电缆， 25 厘米，蓝色

（2 条）
（3 条）
（2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