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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影子的秘密》这本青少年课外科技

活动手册，收集了各种与光影现象相关的、具有趣味性的实验和活动，

鼓励青少年探索和研究身边的科学，体验科学的乐趣，感受到科学与生

活的密切关系，同时帮助他们养成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的习惯，培养科

学的态度。

这个主题活动以拟人化的手法，把“影子”作为一个朋友介绍给

学生。第一部分为“认识影子朋友”，通过踩影子的游戏引起学生的兴

趣和好奇心，接着通过“影子长什么样？”，这一活动让学生感知影子

的颜色、大小及方向变化，最后带领学生做手影童话剧和欣赏有趣的皮

影戏；第二部分“影子朋友的家在哪里？”，主要让学生了解影子产生

的基本条件、影子的特点、变化以及月食产生的原因；第三部分“影子

朋友有哪些小秘密？”，通过五个关联活动，带领学生更进一步探究影

子大小、长度、方向的改变规律及其与物体的位置关系；第四部分“影

子朋友如何创造美？”，通过做“小小魔术师”和“光影雕塑”两个活

动，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利用身边的物品塑造各式各样的艺术品；

第五部分“调皮的影子朋友”，主要是向学生介绍影子在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和危害，带领学生做一个简易的日晷模型。

《影子的秘密》中的活动主要针对小学中低年级学生设计。学校

的科技教师，科技场馆、科学工作室和社区活动中心的辅导员可以利用

这套科技活动资源，组织课外和校外的科普活动。辅导员参考书提供了

一些活动建议和相关的参考资料，围绕这个主题可以组织游戏、实验、

小制作、视频观看、故事阅读等类型的活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本手册仍处于试用的阶段，希望使用者能够把活动中的经验、建

议反馈给编写组，不断地充实和改进这本套青少年科技活动资源。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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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
   

   本文首先以一个关于影子的谜语竞猜为导入，接着通过做踩影子的游戏引

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再通过画影子这一活动让学生知道影子的颜色、变化

等，最后通过组织学生观看皮影戏视频，介绍相关知识，了解影子的应用。

【活动提示】

1、猜谜语、和影子做游戏

（1）建议时长：5分钟

    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学生猜出答案后，老师可以引导他们想更多与影子有

关的歌谣和故事，并找一找在日常生活里什么时候情况下能看到影子。

    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组织学生在户外做“踩影子”游戏，作为热

身活动。

    ②找一些和影子相关的诗歌等介绍给学生，例如“影子在前，影子在后，

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常常陪着我，

它是我的好朋友。”

（2）建议时长：10分钟

1
认识影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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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帮助学生保持兴趣，在学生共同游戏的过程中，进

行互动学习，在兴趣的驱使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做这个游戏的过程中，要提醒学生观察影子在哪里，让学生自己发现问

题，带着问题进入我们的下一个活动，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2、做游戏：影子长什么样？

建议时长：20分钟

   锻炼学生的观察和模仿能力。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图片并做出手影，对于低

年级的学生，老师可以先动手示范。

   带领学生在户外阳光下或者灯光合适的环境中进行手影游戏，并鼓励学生

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创造新的手影造型。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合作能力。引导学生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和别人的

手影造型。指导学生组成两人小组，把墙壁上的手影拓下来，在完成作品后引

导学生认识影子的基本特点：①影子都是暗色的；②在没有光源的情况下无法

形成影子。

3、手影童话剧

建议时长：100分钟，其中60分钟用于剧本创作和排练，40分钟进行表

演。

    这个活动主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表演能力和协作能力。

   先组织学生把童话剧剧本补充完整，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另外的故

事。根据童话剧中的角色设计好手影造型，分配学生担任不同的角色。

   最好能用音乐和幻灯片烘托剧情，例如选用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剧《彼得

与狼》的片段。

   为提高学生兴趣，保证活动效果，应该尽可能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话剧演

出。可以把做手影和讲台词的学生分开，也可以编短剧，换几个组的学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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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趣的皮影戏

建议时长：30分钟

    先给学生播放一段皮影戏的视频，让他们猜一下里面的影子是怎么形成的。

引导学生认识皮影戏中影子和光的关系，可以采用画图的形式把幕布、皮影、

灯光和操作技师的位置表示出来。

    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国皮影网：www.chineseshadow.com

   还可以告诉学生电影的放映原理也来源于皮影戏，让学生在课后了解、思

考电影的放映原理。

诗  歌
影子

它很忠诚，

甚至有点赖皮，

无论白天黑夜，

没有理由地出现在你的前后左右。

有时长，有时短，

有时还会分解出几个同类，

默默地跟随着你。

但这个地方，它不会也不敢陪你去——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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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影子

据说，汉武帝的李夫人死后，汉武帝还是常常思念她。

有一次，来了一个名叫少翁的人，说有法子把李夫人的魂魄招

回来与汉武帝见面。到了夜里，少翁布置了一块布幕，要汉武

帝在幕的另一边坐着，他则在幕的这一边点起了灯，耍起法术

来了。隔了一会，嘿！汉武帝看见布幕上果然出现了一个人

影，这影子就和李夫人的侧影一模一样。

你以为那幕上出现的真是李夫人的魂魄么？当然不是。

假如你看过影子戏的话，你就会想到，少翁不过是剪了一个纸

人，让它在蜡烛前活动罢了。烛光照着纸人，纸人在布幕上投

下了一个黑影。据说，从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影子戏，就是这

样发明的。

影子戏，由于形象明朗，黑白分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

魅力，使人久久不能忘怀。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还创造了一

种更有魅力的影子戏──电影。这种活动的影子既会使我们欢

笑，也会使我们流泪；它已经深深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成了

我们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建  议：
●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老师可以在相应的活动中给学生

讲这些故事。

● 对于高年级学生，要求他们运用所学的原理分析故事

中提到的现象。

● 教师也可以根据故事组织小实验或者其他探究、实践

活动。

小故事

月亮的影子帮助了历史学家
12世纪末叶，俄罗斯伊戈尔王公和波洛威茨在顿河一带打过一场激烈的战

争。这次战争发生的确切年代，一本古书上说是1183年，而另一本却写做1185

年，到底是哪一年呢？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无法回答，天文学家却帮助他们找到了答案。

原来天文学家在一首诗里发现了这样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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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站在顿涅茨河畔，

他看到自己的部队仿佛被黑暗笼罩。

他抬头望那明亮的太阳，

只见太阳变成了一弯月牙，

月牙的两角中好像装着燃炽的炭。

漆黑的天空中星星开始一闪一闪，

人们只感到头晕目眩。

很清楚，这里描绘的是日食。伊戈尔的部队渡过顿涅茨河的时候，碰上

了月亮的影子。日食是不会改变它的时间的，地球、月亮按照铁一样的规律运

转。天文学家们不但能把未来看到日食的时间和地点推算出来，而且能把过去

看到日食的时间和地点计算出来。他们算出，1185年5月1日下午3时25分，月

球的影子刚好从顿涅茨河一带滑过。这次战争肯定发生在1185年。

月亮的影子曾使古代的人们感到恐怖，却帮助现代的人们解开许多重大的

历史之谜，确定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

工程师怎样利用影子
有一次，我到一个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参观。据工程师说，电子管里所有的

零件都是固定在薄薄的云母片上的。我拿起云母片翻来覆去地瞧，不由得产生

了疑问：“他们怎么知道这些样子复杂的零件合不合规格的呢？”

“我们用影子。”工程师回答说。他把我带到一间拉着窗帘的屋子里去。

屋子里，有一位工人在一台仪器前安静地工作着。他把云母片放到仪器里，仪

器里的灯光射向云母片，再经过光学仪器的放大，在一块毛玻璃上投下了一个

巨大的影子──放大了的云母片的影子。

现在，可以用尺来量这个影子了。不，工人想得还要巧，他们用一块尺寸

标准的大样板来和影子比较。影子要是和样板重合，零件就是合格的；不然，

就把它们挑出来。

许多样子复杂的零件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测量，这里，影子又帮助人们加

快了生产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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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子朋友

  的家在哪里？

【内容概述】

本部分首先重现影子的产生过程，让学生思考影子产生的条件，让他们自

己动手找到自己的影子朋友；然后让学生动手，通过改变影子的变化来加深理

解；最后播放月食的形成过程的影片，介绍相关的知识。

【活动提示】

1、小活动：影子在哪里？

建议时长：15分钟

这个活动是本部分的重点，是学生理解影子存在的关键所在，同样也是以

后学习的基础。主要是让学生把握影子产生的条件，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

手操作能力。

1.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老师要时刻提醒学生观察活动中的每一个细节。

2.老师要注意总结影子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影子产生的条件。

3.可以变换活动的工具，让学生自己动手试一试。

2、小活动：变幻莫测的影子

建议时长：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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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生分成3－5人小组进行各项活动，

每个小组有一张小桌子，一个强光手电筒或

者台灯，创造条件保证每个小组都能将影子

投射到墙壁上。

在实验过程中，引导学生认识：①物体

的影子通常出现在背向光的一侧；②投射在

白色墙壁上一般都是暗色的；③透明的物体

不会产生影子或者影子较淡，因为它们对光

的阻挡作用较弱；同样道理，影子不会落在

透明屏幕上。

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做，有意识地记录实

验结果。对于低年级学生，要求他们比较并

直观描述影子的前后变化即可；对较高年级

的学生，可以用测量和数据来表示影子的变

化。

注意：
实验过程中提醒学

生每次只改变一个变
量，其它条件不变。

改变光的照射角度
低年级学生只要求

了解平行、直角和斜射
三个角度照射影子的变
化，但不要求了解角度
的概念。

高年级学生要比较
准确认识这三个角度，
还可以学习使用量角
器。

对物体摆放位置的
变化可以先用规则的物
体演示，直观描述影子
变化。

3、天狗食月——月食的形成

阅读月食形成及其原理的相关材

料，让学生了解月食的形成。结合影

子形成的条件让学生来理解为什么我

们会看到月食的变化和月食为什么是

黑色的。

播放视频“月食的形成”，引导

学生了解月食形成的原因。

让学生自己动手，利用相似的物体模拟演示月食的形成，或者来制做

一个月亮转盘，来了解月相的变化。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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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老师可以在相应的活动中给学生

讲这些故事。

● 对于高年级学生，要求他们运用所学的原理分析故事

中提到的现象。

● 老师也可以根据故事组织小实验或者其他探究、实践

活动。

天狗食月的传说
传说古时候，有一位名叫目连的公子，生性好佛，为人

善良，十分孝顺母亲。但是，目连之母，身为娘娘，生性暴

戾，为人好恶。

有一次，目连之母突然心血来潮，想出了一个恶主意：

和尚念佛吃素。我要作弄他们一下，开浑吃狗肉。她吩咐做了

三百六十只狗肉馒头，说是素馒头，要到寺院去施斋。目连

知道了这事，劝说母亲不听，忙叫人去通知了寺院方丈。方

丈就准备了三百六十只素馒头。藏在每个和尚的袈裟袖子里。

目连之母来施斋，发给每个和尚一个狗肉馒头。和尚在饭前念

佛时，用袖子里的素馒头将狗肉馒头调换了一下，然后吃了

下去。目连之母见和尚们个个吃了她的馒头，“嘿嘿”拍手

大笑说：“今日和尚开浑啦！和尚吃狗肉馒头啦！”方丈双

手合十，连声念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事后，将

三百六十只狗肉馒头，在寺院后面用土埋了。

这事被天上玉帝知道后，十分震怒。将目连之母打下

十八层地狱，变成一只恶狗，永世不得超生。

目连是个孝子，得知母亲打入地狱。他日夜修炼，终于

成了地藏菩萨。为救母亲，他用锡杖打开地狱门。目连之母和

全部恶鬼都逃出地狱，投生凡间作乱。玉帝大怒，令目连下凡

投身为黄巢。后来“黄巢杀人八百万”，传说就是来收这批从

地狱逃出来的恶鬼。

目连之母变成的恶狗，逃出地狱后，因十分痛恨玉帝，

就窜到天庭去找玉帝算帐。她在天上找不到玉帝，就去追赶太

小故事

影子朋友的家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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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月亮，想将它们吞吃了，让天上人间变成一片黑暗世界。

这只恶狗没日没夜地追呀追！她追到月亮，就将月亮一口吞下

去；追到太阳，也将太阳一口吞下去。不过目连之母变成的恶

狗，最怕锣鼓、燃放爆竹，吓得恶狗吞下的太阳、月亮，又只

好吐了出来。太阳、月亮获救后，又日月齐辉，重新运行。恶

狗不甘心又追赶上去，这样一次又一次就形成了天上的日食和

月食。民间就叫“天狗吃太阳”，“天狗吃月亮”。直到现

在，每逢日食、月食时，不少城乡百姓还流传着敲锣击鼓、燃

放爆竹来赶跑天狗的习俗。

天狗星

从东晋郭璞开始，把《山海经》里记载的“天狗”、“天

犬”解释为天狗星。郭璞在注释中引《周书》云：“天狗所止

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数十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

其光如电。吴楚七国反时，犬过梁国者是也。”

清代学者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指出，《山海经》里

的“天犬”、“天狗”都是兽名，“郭注以天狗星当之，似误

也”。正因为郭璞的错误注释，“天狗”、“天犬”才升天为

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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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狗星，也就成为民间崇拜的天狗神了。

天狗星又称“犬星”，就是苏轼写的“西北望，射天狼”

中的天狼星。天狗星是天上较亮的恒星，只有太阳、月亮、金

星、木星、火星等比它亮。当它接近地平线时，常闪烁着多彩

的光芒。郭璞的描绘正符合这一表征。

有人说天狗星是天犬的鼻子，有的则认为是天犬的眼睛。

狗是人们的好伙伴，“天狗”却是人们畏惧的凶神恶煞。看见

它吉少凶多，有损伤、车祸、开刀等血光之灾。清毕沅的《续

资治通鉴》载：至正六年(1346年)，司天监奏：“天狗星坠

地，血食人间五千日，始于楚，遍及齐、赵，终于吴，其光不

及两广。”后天下之乱，皆如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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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子朋友

  有哪些小秘密？

【内容概述】

本活动先以一个关于影子的故事引入，接着通过影子方向和大小变化的实

验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再通过“做一做：测量影子”这一活动让学生知

道影子在不同时间的变化等，引导学生自己动手测量影子，介绍影子的变化在

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最后通过“挑战自我”活动环节，让学生了解影子与物体

的位置关系。

【活动提示】

1、小故事：卖树荫

建议时长:10分钟

这个活动作为导入主要是创设故事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让学

生带着好奇心进入我们下面的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让

学生自己讲讲这个故事，锻炼语言能力。

引导学生思考白天和晚上的树荫为什么变化了？我们的阿凡提是怎么知道

的呢？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例子呢？（夏天我们怎样乘凉?）

这个活动也可以编成小话剧，让学生们来表演，锻炼表演能力，尤其是影

子变化的场景，使学生从直观上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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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活动：听话的影子

建议时长：20分钟

这个活动是本部分的重点，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引导学生通

过活动观察获得对影子变化的经验。

在活动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总结影子的方向和大小变化的规律，思考影

子的变化和光源、物体有什么关系。引导学生验证自己的正确性，让学生体验

到成功的快乐。

可以换一下物体，让学生有不同的感受，分小组让学生自己动手做一做，

在与同伴合作、交流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影子大小的变化”处需要给学生强调“射影定理”的相关知识，以免学

生误以为当光线垂直照射物体时物体是没有影子的。

3、做一做：影子的身高

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和协作能力。

这个活动是测量影子在一天内的变化，可以分小组让学生自己进行，培养

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和探索影子变化的好奇心。

引导学生观察，比较自己和同伴的数据，使测量的数据更加准确。同时也

可以培养学生的求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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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竿见影

建议时长：40分钟 

利用20分钟的时间带领学生进行测量，20分钟进行总结和实际应用。

锻炼学生的观察和动手能力，通过第一幅图片让学生有感官的认识，提出

问题，结合影子变化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

5、挑战自我

建议时长：20分钟 

这个活动主要是要学生明确影子既可以是和物体相连的，也可以是和物体

分开的；影子并不总是“躺”在地上的，当条件改变时，影子也会是“站立”

的。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通过为自己的答案寻找证据，使学生养成严谨

求实的思维习惯，并训练其发散性思维。

建  议：
●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老师可以在相应的活动中给学生

讲这些故事。

● 对于高年级学生，要求他们运用所学的原理分析故事

中提到的现象。

● 老师也可以根据故事组织小实验或者其他探究、实践

活动。

影子的故事

早晨，太阳公公慢慢的从东方升起。小树旁边出现了一

个长长的影子。

影子打了一个呵欠，又伸了伸懒腰，然后又打量了四

周，脸上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对旁边的小松树说：“喂，小

松树，你怎么长得那么矮？你看我多高啊！”小松树微微一

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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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说：“你现在比我高，但你不会总这样高。”影子不相信

的哼了一声。

微风凉爽的吹着大地，太阳慢慢升高了，这时影子慢慢变

矮了。他伤心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小松树回答道：

“你的高和矮都是由太阳公公决定的，不信你去问问看。”

“是吗？太阳公公？”影子抬起头来看着太阳公公问。“是

的，孩子。”太阳公公对他说，“由于地球的转动，我每天都

在变化。我升高时你就会变矮，我降低时，你又会变高，只要

等到下午，你就又会变高了。”

下午，影子果然又变高了。当他正高兴的时候，忽然看见

自己正在慢慢地消失，便急得大喊起来：“太阳公公，请您别

走！”太阳公公摆摆手，笑呵呵地说：“孩子们，别担心，明

天早上我们还会见面的。”说完，太阳公公和影子都不见了。

四周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只有小松树依然挺立。

小知识

射影定理   

（此部分辅导员可结合“听话的影子”中“影子大小的变

化”部分给学生简单讲解）

射影定理是针对直角三角形而言的。所谓射影，就是正投

影。其中，从一点到一条直线所作垂线的垂足，叫做这点在这

条直线上的正投影。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在一条直线上的正投

影之间的线段，叫做这条线段在这直线上的正投影。 

由三角形相似的性质可得射影定理 （又叫欧几里德

(Euclid)定理），即直角三角形中，斜边上的高是两直角边在

斜边上射影的比例中项。每一条直角边是这条直角边在斜边上

的射影和斜边的比例中项。

公式：对于直角△ABC,∠BAC=90℃，AD是斜边BC上的高。

射影定理：

AD =BD·DC

AB =BD·BC

AC =CD·BC

这主要是由相似三角形来推出的，例如AD2=BD·DC，

由图可得三角形BAD与三角形ACD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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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AD/BD＝CD/AD

所以AD =BD·DC

针孔成像

公元前4世纪，墨家就做过针孔成像的实验，并给予分析

和解释。《墨经》中明确地写道：“景到（倒），在午有端，

与景长，说在端。”这里的“午”即小孔所在处。这段文字表

明小孔成的是倒像，其原因是在小孔处光线交叉的地方有一

点（“端”），成像的大小，与这交点的位置无关。从这里也

可以清楚看到，古人已经认识到光是直线行进的，所以常用

“射”来描述光线径直向前。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

记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和小孔成像的实验。他首先直接观察到物

体在空中飞动，地面上的影子也跟着移动，移动的方向与物体

飞的方向一致。然后在纸窗上开一个小孔，使窗外飞的影子呈

现在室内的纸屏上，沈括用光的直进的道理来解释所观察到的

结果：“东则影西，西则影东”。墨家利用光的直线传播这

一性质，讨论了光源、物体、投影三者的关系。《墨经》中

写道：“景不徙，说在改为。”“光至，景亡。若在，尽古

息。”说明影是不动的，如果影移，那是光源或物体发生移

动，使原影不断消逝，新影不断生成的缘故。投影的地方，如

果光一照，影子就会消失，如果影子存在，表明物体不动，只

要物体不动，影子就始终存在于原处。墨家对本影、半影也作

了解释。《墨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景二，说在重。”“景

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意思是一物有两种投影

（本影、半影），说明它同时受到两个光源重复照射的结果

（“说在者”，“光夹”）、一种投影，说明它只受一个光源

照射，并且强调了光源与投影的联系（“光者，景也”）。与

此相连，墨家还根据物和光源相对位置的变化，以及物与光源

本身大小的不同来讨论影的大小及其变化。

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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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子朋友

  如何创造美？

【内容概述】

首先让学生做一做改变影子形状的活动，加深对影子知识的理解。然后通

过介绍光影雕塑艺术的基本知识，让学生了解制作光影雕塑的步骤及注意事项

等。

【活动提示】

1、小小魔术师

建议时长：15分钟

主要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加强学生对影子的产生条件的理

解。

分小组进行，每组4-5人，每一小组都准备一张桌子、手电筒、白纸若

干。

①在变化纸张形状的过程中，让学生更深层次的了解影子的产生原理，首

先让学生先重现他们的影子朋友。

②各个小组比较所做的影子的形状，看那个小组做的形象逼真。 

2、小活动：光影雕塑

建议时长：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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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设计能力，培养学

生倾听他人意见、与人分享自己观点的社会情

绪能力。

将全班同学分成小组，每组4-6人，每组

指定一人负责记录小组成员的想法。

（1）给学生介绍光影雕塑的相关知识。

（2）老师按照《学生手册》中的详细步

骤给学生做一件示范作品。

（3）让学生自己设计制作一件作品。

教师可以将本活动设计
成竞赛的形式：或以班级
为单位、或以小组为位。

约定讨论的基本要求：
讨论的过程中，畅所欲
言，寻求各种想法的组合
和改进。

教师在点评的过程中
不要轻易批评同学们的想
法，以免打击同学们独立
思考的积极性。

建  议：
●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老师可以在相应的活动中给学生

讲这些故事。

● 对于高年级学生，要求他们运用所学的原理分析故事

中提到的现象。

● 老师也可以根据故事组织小实验或者其他探究、实践

活动。

幻 灯 机

幻灯机是将要显示的幻灯片，由光源通过光学器件直

射到屏幕上进行显示的设备。 

幻灯机的种类很多，但其基本结构和原理大致相同。

一般由光学、机身、机械传动、电气控制四部分构成。

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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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学部分是幻灯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用足

够强的光线透射幻灯片，在银幕上呈现出放大了的清晰的影

像。它由光源、聚光镜、反光镜、隔热玻璃、放映镜头等组

成。

2.机身部分是由支撑光学部分和维持幻灯机工作机能的

各个部件组成，它包括底座、外壳、灯箱、电源变压器、冷

却风扇、镜头筒和升降足等。

3.机械传动部分主要由传动机构、换片机构、调焦机构

组成，其部件有马达、传动轮、摩擦轮、蜗轮、蜗杆等。

4.电气控制部分主要是将操作者换片或调焦的旨意以电

信号形式传递给机械传动部分，其功能多少随幻灯机种类的

不同有所区别，一般具有无线遥控、有线遥控、定时控制、

声控、讯控等功能。

幻灯机的工作原理：幻灯机就是利用凸透镜的成像原

理，当物体距透镜的距离大于一倍焦距而小于二倍焦距时成

倒立、放大的实像这个原理制成的。当幻灯片离镜头的距离

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用强光照射幻灯片时，就可以

在屏幕上得到倒立、放大的实像。为了使得到的像成为“正

立”的，所以要把幻灯片上下颠倒放置。

幻灯机就是利用凸透镜当物体到透镜的距离大于一倍焦

距小于二倍焦距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这个原理制成的。

辅导员可以用手电筒、放大镜、空白幻灯片来给学生演

示幻灯机的原理。每个学生均可操作，在幻灯片上作画、写

字等，用简易“幻灯机”来进行演示。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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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灯

走马灯又叫跑马灯、串马灯。由毛竹编织成马头，马

尾；系在身上糊上颜色鲜艳的纸，如今已由丝绸取代。在过

去，走马灯一般在春节等喜庆的日子里才表演，由二十来位

11-14岁小孩组成，边跳边唱，根据节奏快慢形成不同阵势，

有喜庆、丁财两旺、五谷丰登的寓意。

加热空气，造成气流，并以气流推动轮轴旋转，按此原

理造成的玩具就是走马灯。在一个或方或圆的纸灯笼中，插一

铁丝作立轴，轴上方装一叶轮，其轴中央装两根交叉细铁丝，

在铁丝每一端黏上人、马之类的剪纸。当灯笼内灯烛点燃後，

热气上升，形成气流，从而推动叶轮旋转，於是剪纸随轮轴转

动。它们的影子投射到灯笼纸罩上。从外面看，便成为车驰马

骤、团团不休的景况。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精心制作的走马灯会引起村里人的

轰动，几十里外的群众都要赶来瞧一瞧这稀世精品——走马

灯。制作好的走马灯竹为骨、纸为肉、发为脉、火为气，用火

炭烧起来作气流动力改为电风扇带动马灯运转。

走马灯制作较为复杂，

但通过制作走马灯，可以充

分提高学生学习“影子”的

积极性。具体制作材料与步

骤请参考“走马灯制作说明

书”。

小提示：
● 该活动主要面向高年级学生，不建议低年级学生制

作，制作过程中注意安全。

拓展活动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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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皮的影子朋友

【内容概述】

首先让学生做一个太阳钟（日晷），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然后通过介绍无

影灯的基本原理，让学生加深对影子的认识。

【活动提示】
1、我来做个太阳钟

建议时长：45分钟

这个活动是对影子变化知识的运用，培养学生观察

能力、动手能力和合作能力，并且能够学以致用，让学

生能够通过实际生活来加强对知识的理解。

为每个组准备好所需要的工具，保证其准确性。在

进行的过程中，提醒学生注意利用影子变化的规律。

鼓励每个学生都参入，发挥他们的特长，加强协

作。

选择制作太阳钟过程中，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

可以选择用硬纸板来制作简易日晷；对于低年级的学

生，可以用日晷纸模来进行制作。

活动过程中老
师要认真查看学生
做的准确与否。

在运用小提示
的内容时

低年级学生只
要求在老师的指导
下运用相关的内
容，但不要求了解
具体的概念。

高年级学生要
较为准确地认识相
关知识。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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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子的危害

建议时长：15分钟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生活，拓展学生

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给学生提供了自主探索的机会，让学生在观察、

合作、讨论、交流、归纳和分析的过程中学习。这样的教学活动，可以逐步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建  议：
●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老师可以在相应的活动中给学生

讲这些故事。

● 对于高年级学生，要求他们运用所学的原理分析故事

中提到的现象。

● 老师也可以根据故事组织小实验或者其他探究、实践

活动。

影子帮助了天文学家

在南极探险家的口里，一直流行着一句话：“我们对南极的了解还没有天

文学家对月球的了解那样清楚。”

探险家的这种说法不是故意夸大。因为万年的冰雪封住了南极的秘密，使

科学家无法窥见南极大陆的真面目。可是天文学家呢，不但绘制了月球表面的

详图，而且还“量”出了月球表面山峰的高度。

天文学家是怎样知道月球上山峰高度的呢？他们依据的是影子，依据月球

上山峰投出的影子量出了高度。

用光学仪器，可以测出月球山峰影子的长度，然后计算出这时光线是从什

么角度射向山峰的，再用三角学，就可以算出月球山峰的高度。

离我们38万公里以外的影子，不但告诉了我们月球山峰的高度，而且还为

我们披露了月球表面的具体情况，这使天文学家能为未来的宇宙航行家编绘出

一幅详明的月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