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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2. 西南交大情况。

3. 组织及实施情况。

1. IYPT&CUPT简介。

4.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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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组织的、主要目的为大学招
收物理人才而进行的高年级中学生的物理竞赛

1. 开放性物理问题

2. 以团队合作的形式研究题目

3. 以汇报、讨论的形式进行比赛，探讨结果的正确性

2019年为第32届，波兰，排名4/34，金牌

International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
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

又称物理世界杯（The Physics World Cup）
组织隶属于欧洲物理学会

一：IYPT&CUPT简介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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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开始，南开大学物理学院首次把IYPT引入本科
生的学术创新活动，组织年度学术竞赛。

参赛高校数：12-23-35-38-38-48-64-74(2017年)

China Undergraduate Physics Tournament 

2010年，南开大学发起首届CUPT

Southwest Undergraduate Physics Tournament 

首 届：四川师范大学(2017)

第二届：西南交通大学(2018)

第三届：重庆大学(2019)
CUPT预选赛

一：IYPT&CUPT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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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学生反馈：

来自南开大学涂成厚老师

一：IYPT&CUPT简介



4/27

推荐参考资料：

2. 关于CUPT创办、题目、规则、首届情况

李川勇,王慧田,宋峰,刘玉斌,孙骞.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及
其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作用[J].大学物理,2012,31(05):1-4.

李川勇,宋峰等.贯通大中学物理综合能力培养的物理学术竞赛教
学模式[J].大学物理,2018,37(06):45-49. 

3. 关于CUPT的教学模式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衔接中学—大学物理综合素质教育新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1. 关于IYPT&CUPT的题目
https://iypt.org/index.php/problems/problems-for-the-33rd-iypt-2020/

一：IYPT&CUPT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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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YPT&CUPT简介

4. 2009年第22届IYPT决赛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3MDg5Mjcy.html

5. 2010年CUPT录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3NDEyODA4.html

6. 2013年CUPT (兰州大学) 宣传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3MDkwMDQ4.html

7. 投稿或参考文献-IYPT Magazine
http://iyptmag.phy.ntnu.edu.tw/contents/contents/contents.asp?id=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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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交大情况

观摩： 2014年，第五届，华中科技大学

参赛： 2015年，第六届，国防科技大学

成绩： 2017年，第八届，哈尔滨工业大学

承办：2018年，2ndSWUPT，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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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1. 每年9月，校资实处开展实验竞赛月活动。

竞赛讲座、题目宣布、往年成绩

2. 每年9-12月，分散指导 (方案审核后给予经费支持)。
3. 次年3-4月，集中答辩。

学生自由组队，教师+往届参赛学生做评委！

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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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三：组织与实施

4. 4月底前，根据答辩加教师评奖情况，选定10+2名
同学，并分题。

5. 4---5月中旬，教师集中指导 (6名教师)，完成理论和
实验。

6. 5月中旬---5月下旬，通过集中答辩，确定参赛名单。

7. SWUPT后，选定CUPT参赛名单，继续完善题目。

答辩技巧、PPT科学规范性

8. CUPT参赛。

9. 9月初，参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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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赛题举例
1. 2016年CUPT

15.  Contactless Calliper Invent and construct an 
optical device that uses a laser pointer and allows 
contactless determination of thickness, refractive 
index, and other properties of a glass sheet.

请利用一个激光笔发明并制造一个光学仪器，使
其可以不接触地测量一个玻璃片的厚度、折射率
以及其他属性。

15. 非接触千分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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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2 2
1 sin 2 sinD h n  

2 2
2 sin (1 cos sin )D h n    

2 2 2
2 1 2 11+4cos ( / D / )n D D D 

2 1(2 ) / (2sin )h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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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2 1
1

6 5

= 2160 0.014 3.125mmx xD
x x


  


4 3
2

6 5

= 2160 0.014 2.409mmx xD
x x


  


=4.586 0.006mmh 
=1.538 0.00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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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李梦朝等.非接触千分尺的设计及实验验证[J].
大学物理, 2017, 36(12):57-61.

启发：

掌握课程实验仪器的基础上，能够拓展应用（分光
计、线阵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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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年CUPT

三：组织与实施

6. A chain consisting of wooden blocks inclined 
relative to the vertical and connected by two 
threads (see Figure) is suspended vertically and 
then released. Compared to free fall, the chain 
falls faster when it is dropped onto a horizontal 
surface.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and investigate 
how the relevant parameters affect the motion. 

6. 一根链条由若干相比于水平有一定角度的木棍组成，且由

两根线连接，垂直悬挂然后释放。相比于自由落体，当掉至
水平地面时，链条掉落更快。解释此现象并研究相关参量如
何影响链条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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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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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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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闫宝罗等.快链条现象的研究[J].物理实验, 
2017,37(06):43-47.

启发：

(1) 应用所学物理知识建立模型解决实际问题。
(2) 居家完成实验(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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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年CUPT

三：组织与实施

14. When taking a picture of a glowing lantern at night, 
a number of rays emanating from the centre of the 
lantern may appear in the pictures. Explain and 
investigate this phenomenon. 

14. 当夜晚拍摄一盏发光灯笼的照片时，若干从灯笼

中心射出的光线可能会出现在图片中。解释并研究
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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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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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当叶片数n为偶数时，相

机底片上出现星芒的个
数为n；当n为奇数时，
星芒个数为2n。

镜头光圈孔边长越小，
星芒将越细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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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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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程所学技能(Matlab)进行深入应用并解决实
际问题。

韩佩杉等.相机底片中星芒现象的研究[J].物理与工程, 
2019, 29(04):82-87.

启发：

三：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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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4. 2019年CUPT
14. Connect two loads, one heavy and one light, with 
a string over a horizontal rod and lift up the heavy 
load by pulling down the light one. Release the light 
load and it will sweep around the rod, keeping the 
heavy load from falling to the ground. Investigate this 
phenomenon. 

14. 将一重一轻两个负载通过水平杆上的一根绳子相

连，并下拉轻负载以吊起重负载。释放轻负载，它
将围着杆扫动，从而阻止重负载落到地面。探究此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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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实施

YB Zhou. et al. Research on the 
looping pendulum phenomenon. 
Eur. J. Phys. 41 (2020) 025003



1. 学生对竞赛的参与热情较高。

四：总结与讨论

合计有50名不同
专业/年级的学
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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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讨论

2. 以赛促教/学的模式对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起着重要
的支撑作用，可为其后续的学习奠定前期基础。

25/27

12
31

韩佩杉等.狭缝和棱脊不平行对
菲涅耳双棱镜干涉的影响[J].激
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2019, 
56(23) : 255-261.



四：总结与讨论

3. 探索将CUPT题目加入到实验教学(列入实验大纲)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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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讨论

4. SWUPT中取得的成果呈现于《物理实验》杂志。

《物理实验》杂志创刊于1980年，是教育部主管、东北师范大
学主办的学术期刊(物理类)，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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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批评指正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