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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理實驗是理論課的重要補充，因為學生參與他們自己課程的學習非常重

要。實驗課的教學活動其中學生是主角。本文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磁感測器和智慧

型手機的應用程序（APP）來創新普通物理實驗。使用應用程式中的高斯計，當磁

鐵擺擺動時，它會通過磁感測器產生磁場響應的峰值，從而找到擺動週期。這一

特性適用於經驗方程式的實驗。 

 

關鍵詞：APP、經驗方程式 

 

 

 

 

壹、前言 

物理學與其他學科不同，因為大多數時候，我們提出的問題的答案在書中找不到，而是

必須通過推理而獲得。學生在學習物理知識時，經由動手做實驗是一個很好的知識獲得管道

。通過觀察在實驗室獲得的證據和隨後的詳細分析，我們的學生處理來自他們實驗室研究的

實驗數據，他們還必須學會對這些數據進行調整和隨後的解釋，以計算錯誤。進行實驗可以

讓學生獲得不同理論課的補充，獲得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案的經驗，了解關於物理現象、定律

和理論，也提高了他們綜合思想和理論的能力。 

眾所周知，智慧型手機中有很多感測器可以作為測量工具。近年來智慧型經常被用於設

計許多科學實驗[1-17]。這些實驗利用內置的智慧型手機的感測器，如加速度計、陀螺儀、磁

力計、距離計、照度計、壓力等。通常每個實驗中只使用一個感測器。例如，參考文獻[1-3]

將磁鐵安裝在擺動的物體上，繪製出擺長和周期平方，然後用小角度單擺公式得到重力加速

度 g 值。繼續採用類似的方法，他們還測量了彈簧力係數 k。本文的主要重點是利用參考文

獻[1-3]的方法對一般物理實驗中的經驗方程式進行創新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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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理 

用控制可變因素的方法來概括實驗數據中幾個物理量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預測可能的

數學公式來表達它們的規律性，在數學描述中稱為經驗方程式。 

本文以磁鐵小角度擺動，以智慧型手機為測量工具，通過實驗驗證單擺週期的經驗方程

式。考慮到磁鐵的擺動週期 T 與擺長 L 的 n 次方成正比，我們可以將其經驗方程寫為利用控

制變因的方法，由實驗數據中歸納出幾個物理量之間的關係，並以一個數學式子表示出其規

律性，以數學敘述即稱為經驗方程式。因此我們可以寫出其經驗方程式為 

 

𝑇 = 𝐴𝐿𝑛      (1) 

 

其中𝐴為比例常數，𝑛是一個未知數。 

實際上，我們已經知道單擺小角度擺動的周期為𝑇 = 2𝜋√
𝐿

𝑔
=

2𝜋

√𝑔
𝐿

1
2⁄ ，其中 L 是擺的長

度。理論的𝐴 =
2𝜋

√𝑔 
 ≈ 0.201，𝑛是 0.5。 

在我們的創新實驗研究中，使用一塊小磁鐵和一部智慧型手機作為測量工具來測量擺的

周期，並獲得 A 和 n 的實驗值。 

如果我們對(1)式兩邊取對數 

 

𝑙𝑜𝑔𝑇 = 𝑙𝑜𝑔𝐴 + 𝑛 ∙ 𝑙𝑜𝑔𝐿     (2) 

 

在(2)式中就如同方程式𝑦 = 𝑏 + 𝑛𝑥形式一樣。 

那麼以y = 𝑙𝑜𝑔𝑇為縱座標、x = 𝑙𝑜𝑔𝐿為橫坐標繪出的圖形為一條直線，而 

𝑏 = 𝑙𝑜𝑔𝐴就是截距、n 是斜率。 

藉由𝑏 = 𝑙𝑜𝑔𝐴可以得知𝐴 = 10𝑏。 

再利用 Excel 作圖的方式就可以找到經驗方程式。 

在我們的創新實驗研究中，首先將待測物改成小磁鐵，另外量測工具由光電計時器改成

智慧型手機。我們也知道在單擺的實驗中，小角度擺動的單擺週期 

𝑇 = 2𝜋√
𝐿

𝑔
=

2𝜋

√𝑔
𝐿

1
2⁄ ，其中 L 為單擺擺長。所以實驗上就可以利用小鐵球的小角度擺動，

進行經驗方程式的創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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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驗裝置與步驟 

本實驗的主要方法是使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序中的高斯計進行實驗。我們將磁鐵連接到棉

線作為鐘擺，並使用傳感器檢測擺動時的磁通密度 B。磁通密度 B 隨時間變化的曲線圖是一

種週期性的圖形；我們可以從該圖中計算出週期。 

因此首先我們必須到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 Physics Toolbox Sensor Suite 這個 APP 軟體，

如圖一所示。 

 

圖 1：本實驗使用的 APP 軟體 

在圖二為我們的實驗裝置。 

 

圖 2：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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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使用磁鐵在智慧型手機中找到磁感測器的位置。打開應用程序，在智慧型手機周圍

移動磁鐵，找到磁通密度最高的地方。這是在智慧型手機中磁感測器的位置，如圖三所示。 

 
圖 3：找磁感測器的方法 

 

找到磁感測器的位置後，如圖二將磁鐵靜止於磁感測器上方，將磁鐵放在磁傳感器頂部，

擺動磁鐵，然後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序檢測磁場。結果如圖四所示。 

在圖四中，橫軸是時間，縱軸是磁通密度。在圖五中，當磁鐵從中心向右移動通過路徑

a1時，X 方向的磁通密度 B 為負，並且 B 的大小隨著磁鐵遠離傳感器而減小。當磁鐵通過路

徑 a2從右向中心移動時，X 方向的磁通密度 B 仍然為負，但隨著磁鐵靠近傳感器，B 的大小

逐漸增加。同理，當磁鐵通過路徑 b1和 b2 時，我們可以得到類似的結果，只是 B 的大小為

正，如圖四和圖五所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計算出磁鐵返回到它的位置所需的時間這個週期

模式的原始位置，這是擺的擺動週期。 

接著測出不同單擺擺長，在本文中我們的實驗所使用擺長分別為 28.0cm、41.0cm、48.0cm、

55.5cm、68.0cm。接著就利用 APP 程式中的高斯計來進行週期的量測。圖四是以擺長 28.0cm

為例的週期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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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高斯計量測擺長 28.0cm 週期的結果 

 

 

 

 
圖 5：單擺的運動路徑 

 

最後將測出單擺週期和擺長至 Excel 做𝑙𝑜𝑔𝑇-𝑙𝑜𝑔𝐿圖，找出𝐴、𝑛之值，並和理論值作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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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驗結果 

 
圖 6：實驗結果 

 

在我們的實驗中，以不同的擺長 28.0cm、41.0cm、48.0cm、55.5cm、68.0cm 來進行實驗，

量到的週期分別為 1.041 秒、1.280 秒、1.339 秒、1.480 秒、1.640 秒。接著對測量到的擺長及

週期取 log 值，並以 logT 為縱坐標、logL 為橫坐標繪圖，並利用趨勢線找出對應的直線方程

式，得到 

y = 0.5077x − 0.7172。可知𝑛 = 0.508（理論值 n=0.5）、 

𝐴 = 10−0.7127 = 0.192（理論值為 0.201） 

n 的百分誤差值為 1.540%，A 的百分誤差值為 4.619%。可知利用智慧型手機當量測工具，

進行經驗方程式實驗，其實驗結果的誤差值是可以被接受的。 

 

 

伍、結論 

在這個創新實驗設計中，使用智慧型手機下在 APP 中的高斯計，進行經驗方程式的實驗

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這樣的實驗設計在教學上可以讓學生在進行實驗時更有樂趣，增進學

習動機。利用 Excel 作圖的方式，用一般的電腦執行，那此實驗就可以作成普通物理實驗課

程的實驗內容，但是若改成用手機板的 Excel 作圖，那此實驗就可以變成演示教學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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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physics laboratory is a vital complement to the theoretical classes because students 

are involved in their own learning in a highly significant manner. Laboratory classes ar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which the student is the main character. This article uses the 

smartphone's magnetic sensor and a smartphone application (APP) to innovate a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 Using the Gauss meter in the app, when the magnet pendulum swings, 

it will pass through the magnetic sensor to generate the peak value of the magnetic field 

response, thereby indicating the swing period. This characteristic is applied to the 

experiment of empirical equations. 

 

 
Key words：APP, empirical eq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