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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乐高® 教育很高兴为你带来再生能源补充包装活动包。

适用人群：

此材料专用于为初高中生介绍和教授再生能源课题。通过小组形式，学

生可以搭建、研究模型和活动，并从中获得知识。

具体用途

借助再生能源活动包和补充包装，学生可以充当起年轻科学家的角色，

更好地了解科学、工程、技术、设计和机械。再生能源活动包和补充包

装可以营造一个充满挑战的课堂环境，并积极地推动学生进行科学探

索、推理和批判性思考。他们需要作出假设和预测，运用他们从不同的

学科当中积累的许多经验和知识。他们需要利用自己的技能、创造力和

直觉，积极地形成新的认知。

活动包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实际调查，自己构想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

活动包要求学生设计和重新设计以及搭建模型，并进行反思，还要求学

生观察和解释改变变量对这些模型的影响，然后记录并展示他们的发

现。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将能亲身体验工程师和设计师如何运用科学知

识和见解。

套装和活动包中包含什么？

9688 零件

套装包含五本针对六种主要模型活动和以下零件的全彩《搭建说明手册》： 

乐高能量计（包含两个单独的零件：能量显示器和能量储存器）、乐高太 

阳能电池板、电动机、扇叶、LED 灯和一条 50 cm 长的延长线。该套装

是与 9686 套装一同搭建的补充套装。所有 9688 零件均可放在 9686 收
纳盒的底部。

9688 活动包

该活动包包含六个主要模型活动，以及四个有关动能和势能的问题解决

活动。活动包还包含：一个突出所讲关键学习概念的课程部分、教师资

源（附有一个对再生能源课题的简单介绍、一个势能动能部分和一个零

件指南）和一个含有主要术语定义的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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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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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

我们可以捕获太阳能，如利用太阳能电池。许多组装在一起的太阳能电池称作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

池板用来捕获太阳能，并将其转换为更易于利用的形态，比如热或电。太阳能相关技术有：

• 被动式太阳能，即将太阳能用来照明和供暖。在被动式太阳能建筑设计中，太阳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 主动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即将太阳热量传递到太阳能集热器的特殊液体中。这种液体泵送穿过水箱中

的管道，将热量传递到水中。

• 光伏，即将太阳可见光中的能量通过太阳能电池直接转换为电流。光电效应会造成太阳能电池上层的

自由电子移动，产生可以用来操作电气设备的电流。 

上层

下层 

接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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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和势能 学生学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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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让小车滑下坡道，并说明动能和势能的变化与情况。 

 

 

 

 

A2

 （搭建说明手册 I，参考第 9 页步骤 12）。 
让小车滑下坡道，并说明动能和势能的变化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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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说明手册 I，参考第 9 页步骤 11）。

让小车滑下坡道，并说明动能和势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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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计 零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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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能量计进行充放电

为能量计充电：

•  将能量计连接至装有六节新电池的乐高® 动力电池盒或乐高动力充电电池盒，给能量储存器充电

• 按下绿色开/关按钮打开能量计，检查并确保显示器已打开

•  用乐高动力电池盒或乐高动力充电电池盒为能量计充电，保持连接三个小时或直至显示器关闭

为能量计放电：

• 断开能量计与所有电线和其他设备的连接

•  按下绿色开/关按钮 10 秒，直至显示器以 1 秒间隔闪烁带有感叹号的三角形

• 使能量计保持这一状态约 1.5 小时，或直至显示器关闭

如果要取消放电，只需按开/关按钮关闭能量计即可。要恢复正常模式，再次打开能量计即可。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EGOeduc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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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所有再生能源均取自太阳。太阳是驱动我们气候系统和水循环的能量之源。它是地球上所有能量的主要

来源，对于地球上所有生命体来说至关重要。再生能源即开发利用海洋潮汐和风等自然现象产生的能

量。再生能源能够快速更新换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太阳

太阳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太阳产生的能量称作

太阳能，太阳以各种波长的光线散射能量。但只

有一小部分的能量被地球拦截下来，以可见光的

形式触及我们。到达地球的太阳光线的能量用瓦

每平方米来计量。 

风

陆地相比海洋而言吸收太阳热量的速度更快。陆

地上的热空气比海洋上的冷空气密度小，因此会

上升，被海洋上的冷空气所取代。这种移动和温

度变化便形成了大气运动。 

水

太阳热量会使海水温度上升，造成海水以水汽形

态蒸发到空气当中。水汽凝结成云，然后以雨雪

等降水形式降落回地面。水沿河流溪川汇入海

洋，然后蒸发，重新开始该循环过程。

可见光

蒸发

降水

冷空气 

热空气  

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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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和势能

根据能量守衡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具有多种存在形式。每种形式又有动能

和势能之分。

势能

势能是因物体的相对位置和质量而储存的能量。随着物体位置的变化，物体的势能将增加、减少、保持

恒定或释放，在这种情况下，它将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

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是其中两种势能形式。

重力势能是由于地球引力而储存在物体中的能量。由于重力试图将球拉回到原来的位置，因此位于倾斜

平面中央的球具有重力势能。球所具有的重力势能的大小取决于球的质量、垂直位置或高度，以及地球

的重力加速度。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如果球在倾斜平面上继续向上移动，其势能将增加。如果球在倾斜平面上继续向下

移动，其势能将减少；如果释放球，其势能将释放，并在下降时转化成动能。

你知道吗？

势能还有几种形式，如电

势能和化学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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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 能量计

如何开始使用

能量计由两部分组成：乐高® 能量显示器和乐高能量储存器。能量储存器安装在能量显示器的底部。

要安装能量储存器，只需将其滑入能量显示器即可。

要卸下能量储存器，按下背面的塑料卡舌，同时...

向下按能量储存器，将其滑出。 

能量储存器

能量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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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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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搭建说明

每个主要模型有两个搭建说明，即手册 A 和 B。搭建说明用于两个单独

的搭建流程，每个流程仅能搭建半个模型。通过将两个子组件结合，学

生可以一起搭建一个完整、复杂且强大的模型。

教师资源

这包含以下三个部分：

• 再生能源

• 动能和势能

• 零件指南

每一部分都包含可以向学生和教师展示的再生能源课题的材料。 

再生能源

该部分介绍了我们的主要能量来源太阳如何驱动我们的气候系统和水循

环。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介绍该课题，并辅以所提供的插图。插图之后简

单介绍了一些用于捕获和利用再生能源的技术。该部分还为学生提供了

对再生能源概念进行整合和归类的机会，包括课堂讨论。 

动能和势能

该部分描述了如何通过动手和互动调查向学生介绍动能和势能。学生将

需要先学习动能和势能的定义和解释。在使用学生学习卡和《搭建说明

手册》按顺序开展活动时，学生将需要进一步运用其知识，并调查和记

录他们的发现。在教师指南中可以找到学生学习卡中所提问题的参考 

答案。

零件指南

该部分描述了如何初步了解 9688 再生能源补充套装。零件及其特性、

功能、技术规格和操作说明均包含在内。在介绍主要活动之前，我们建

议你先向学生演示能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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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涡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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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指南

联系

风力涡轮机能将风的动能转换成电能。它们可用于为大型公用电网发电，或在偏远地区为乡村农场等 

发电。

立即搭建风力涡轮机并研究其发电能力。

教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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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涡轮机

科学 
• 能量存储

• 能量转换

• 科学调查

技术 
• 产品设计 
• 建构模型

• 评估

工程

• 工程设计

• 鉴别能量

• 研究并评估变量

数学

• 对距离/时间/速度/功的非正式和正式测量

• 读取、预测并解释数据

词汇

• 效率 
• 功率 
• 电压

• 瓦特

  
所需的其他材料 
• 胶条 
• 功率至少为 40 W 的风扇。  
• 直尺或卷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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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指南

该部分介绍了学习重点、提示、问题、答案及活动相关词汇，以及有待

研究的拓展思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附加材料来准备活动和调查。这

些材料将列在教师指南中。

这些课程遵循乐高® 教育的 4C 法：联系、建构、思考和拓展这种方法有

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展开这些活动。

联系

将新的学习体验与已有的相联系，增加自己的知识。初始学习体验是一粒

激发新知识增长的种子。 

提供现实生活照片和简短的文字描述，帮助学生确定和联系选定的活动

和主要模型。我们建议使用文字和图片作为课堂讨论的切入点，或者根

据你自己的经验，以富有吸引力的方式介绍活动。也可以考虑融入远近

发生的与课题相关的时事，来给孩子们做情景引入。 

建构

搭建模型需要动手动脑。

学生使用搭建说明搭建体现学习重点相关概念的模型。就测试和确保每

个模型功能达到预期提供建议。

思考

思考可以深化对之前知识和新经验的理解。活动的科学性可以激励学生

讨论和反思他们的调查，并改变思维来应对手头的任务。

可以在这一阶段开始评估每个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进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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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涡轮机 学生学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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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片扇叶与距离更改

 （搭建说明手册 3A 和 3B，参考第 44 页步骤 1）。

关闭风扇，从风力涡轮机上拆下三片扇叶。 

首先，预测风力涡轮机在 30 cm 处所产生的电压 (V) 和电功 

率 (W)。

然后，研究并读取风力涡轮机产生的平均电压和平均电功率。读

取并记录研究结果。

记住每次研究前都要先将能量计归零。

接着，关闭风扇，并将距离改为 15 cm。 
实施如上所述的相同流程。

识别变量

识别并写出至少三个变量，阐明这些变量如何影响风力涡轮机的效率。

  

  

  

  

  

  

  

  

30 cm 15 cm

我的预测值 (V) (W) (V) (W)

我的平均值研究结果 (V) (W) (V)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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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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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涡轮机

姓名： 日期和主题： 

六片扇叶与距离更改

首先，预测风力涡轮机在 30 cm 处所产生的电压 (V) 和电功 

率 (W)。

然后，研究并读取风力涡轮机产生的平均电压和平均电功率。读

取并记录研究结果。记住每次研究前都要先将能量计归零。

接着，关闭风扇，并将距离改为 15 cm。实施如上所述的相同 

流程。

30 cm 

30 cm 15 cm

我的预测值 (V) (W) (V) (W)

我的平均值研究结果 (V) (W) (V) (W)

搭建风力涡轮机

 （搭建说明手册 3A 和 3B，参考第 43 页步骤 18）。

• 测试模型的功能。松开衬套可减少摩擦

• 适当连接插头，将它们紧紧地压在一起

• 确保在测试前将焦耳 (J) 读数归零

• 将风扇中心与风力涡轮机中心对齐

• 为风扇选择合适的功率设置，使风力涡轮机以适当的速度转动

且能量计屏幕显示出一个 2.0 V 以上的输入读数。 
• 可根据需要轻轻“转动”扇叶，以启动风力涡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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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当拓展学习具有适当的挑战性时，总是更富有乐趣和创造性。维持这一

挑战性，那么成就感会自然地激发孩子们继续开展难度更高的活动。提

供拓展思路，鼓励孩子们改变或者增加模型功能，并做进一步的研究 – 
始终牢记学习重点。在此阶段中，学生可以视能力情况，以适合自己的

速度参与不同层次的拓展活动。拓展活动要求学生们以富有创意的方式

运用他们的知识，并思考模型设计以及改变某些变量的效果。

学生学习卡

每张学习卡均有一个遵循 4C 的重点方法，以及易读的图画指南。几乎

不需教师帮助，学生便能够使用和探索这些模型。他们将能够预测、调

查、测量、读取和记录研究结果，通过改变模型对比研究结果，并得出

结论。

我们建议让学生分组开展学习。每项活动都要求学生预测一个结果，然

后进行调查，最后读取并记录结果。鼓励学生至少对预测验证三次，从

而确定所得结果真实可靠。记录主要发现后，学生便可以讨论结果，进

行反思并调整想法。最后，学生需要确定变量并清楚解释这些变量如何

影响模型的效率。

学习卡是易于使用的工具，便于评估学生的水平和成绩。它们也是学生

记录簿中的重要部分。

问题解决活动

四项问题解决活动聚焦于各种再生能源知识应用、工程设计、沟通和团

队协作。这些活动均涉及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问题的场景。学生需要通

过他们自己的设计来解决问题。 

问题描述和清晰定义的设计概要应由学生复制和使用。有关学习目标、

所需材料以及如何推进和评估手头任务的说明仅供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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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的问题解决模型方案参考仅用作解决所提问题的指导原则。应始终

鼓励学生设计自己的解决方案。教师可以根据当前的课程自由调整问题

解决活动。 

如何归置《搭建说明手册》？

为了便于课堂管理，我们建议将《搭建说明手册》保存在活页夹中，以

便在每堂课开始时方便取用。

需要多长时间？

两堂课便足够探索、搭建和深入研究活动中融入的大多数拓展思路。如

果学生想要发挥自己的创意，那么对于水力涡轮机和风力涡轮机活动可

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如果学生已接触过乐高® 拼砌师，在一堂课

中就可以搭建、研究和探索剩余的主要模型，并将零件再度收好。

学生可以在连续的两堂课中开展问题解决活动。但是，可以将该时间安

排为两个或更多连续的课时，这样学生可以像一名真正的工程师或设计

师一样全身心投入到问题解决当中。 

祝你享受课程！

乐高®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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