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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光学实验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051310016
课程学分：0.5学分

课程学时：18学时（实验学时：18）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应用光学

适用专业（方向）：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二、课程简介

应用光学实验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本科生专业必修实验课程。应用光学实

验包括透镜焦距的测量、望远系统特性参数的测量、几何像差的现象及规律、自

组显微镜、自组透射式幻灯机等。通过应用光学实验，不仅能巩固和加深学生对

光学课堂教学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还能使学生掌握实验操作技能和方法，

培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逻辑推理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严

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等。

三、课程实验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具体要求达到的特定实验教学目标包括：

1.教学目标 1：提高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思维和创新精神，

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标点 8.1）
2.教学目标 2：了解有关光路搭建的基本元件及原则，掌握光学系统光路调

试的一般方法，具备基本的光路搭建能力、并能较熟练地测量典型光学系统的基

本特性。（指标点 4.2）
3.教学目标 3：具有规范的光学实验操作和严谨的光路搭建步骤，理解应用

光学的原理，并具备处理实际问题的思维方法与基本能力，掌握复杂光学系统的

设计和开发手段。（指标点 4.3）

四、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毕业要求 4、8。
毕业要求 4：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光电子器件、光通信技术及相关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

合理有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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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4：职业规范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规范。

2. 本课程支撑的指标点：指标点 4.2、4.3、8.1
指标点 4.2 能够运用光电信息领域的基本理论，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选择

研究路线，设计可行的实验方案；

指标点 4.3 能够根据光电子器件、光通信技术相关领域的实验方案构建实验

系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8.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了解中国国情，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五、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表

实验目标 达成途径 评价依据 支撑毕业要求

目标 1：提高观察和分析的

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思

维和创新精神，成辩证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

通过课堂讲授应用光学重点知

识强化学习；通过网络教学资

源辅助学生进行课外自主学

习；通过期末考试进行学习效

果检测和总结。综合运用以上

途径提高学生设计分析能力。

随堂练习、讨

论、实验操

作、实验报

告、期末考试

毕业要求指标

点 8.1

目标 2：了解有关光路搭建

的基本元件及原则，掌握

光学系统光路调试的一般

方法，具备基本的光路搭

建能力、并能较熟练地测

量典型光学系统的基本特

性。

通过课堂讲授应用光学重点知

识强化学习；通过网络教学资

源辅助学生进行课外自主学

习；通过期末考试进行学习效

果检测和总结。综合运用以上

途径提高学生设计开发能力。

随堂练习、讨

论、实验操

作、实验报

告、期末考试

毕业要求指标

点 4.2

目标 3：具有规范的光学实

验操作和严谨的光路搭建

步骤，理解应用光学的原

理，并具备处理实际问题

的思维方法与基本能力，

掌握复杂光学系统的设计

和开发手段

通过课堂讲授和随堂练习进行

强化学习；通过网络教学资源

辅助学生进行课外自主学习；

通过实验环境使学生光学系统

的一般调试方法、排错技巧。

随堂练习、讨

论、实验操

作、实验报

告、期末考试

毕业要求指标

点 4.3

六、课程实验教学内容

（一）实验项目基本情况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实验类别 分组人数 主要实验设备

1 光学系统基点测量实验 3 综合型 专业 2
光具组、透镜、节

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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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实验类别 分组人数 主要实验设备

2 透镜焦距的测量 3 验证型 专业 2
光具组、透镜、反

射镜

3
最小偏向角法测玻璃的折

射率
3 综合型 专业 2 分光计、三棱镜

4 几何像差的现象及规律 3 验证型 专业 2 电脑、像差镜头

5 自组显微镜 3 设计型 专业 2 物镜、目镜

6 迈克尔逊干涉实验 3 设计型 专业 2 光源、半反半透镜

7 法布里－珀罗干涉实验 3 创新型 专业 2 F-P 干涉仪、透镜

注：实验类型包括演示型、验证型、综合型、设计研究型、其他；实验类别包括基础、专业基础、专

业、其他。

（二）实验内容和基本要求

1.实验项目 1：光学系统基点测量实验

1.1实验内容和要求

(1) 了解平行光管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掌握平行光管的调整方法；

(3) 掌握光学系统基点位置和物像关系；

(4) 通过基点的寻找过程，培养学生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技能、提高观察和分

析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思维和创新精神。

1.2.主要实验方法

(1) 验证法

(2) 探究法

1.3. 实验重点难点

(1) 实验重点：掌握平行光管的调整方法

(2) 实验难点：光学系统基点位置和物像关系

2.实验项目 2：透镜焦距的测量

2.1实验内容和要求

(1) 掌握调节光学系统使之共轴的方法；

(2) 了解视差原理的实际应用；

(3) 熟悉焦距仪的基本结构并掌握焦距的测量技术；

(4) 此为验证型实验，能让学生体会物理学中的任何物理规律都必须经过实

验的检验，任何理论的产生、验证和发展，都必须以实验事实为基础，并不断受

到实验的检验。

2.2.主要实验方法

(1) 验证法

https://baike.so.com/doc/5642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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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法

2.3. 实验重点难点

(1) 实验重点：掌握调节光学系统使之共轴的方法

(2) 实验难点：视差原理的实际应用

3.实验项目 3：最小偏向角法测玻璃的折射率

3.1实验内容和要求

(1) 了解分光计的结构、作用和工作原理；

(2) 掌握分光计的调节要求和调节方法；

(3) 掌握在分光计上用最小偏向角法测定三棱镜的折射率的方法。

3.2.主要实验方法

(1) 验证法

(2) 设计法

3.3. 实验重点难点

(1) 实验重点：掌握分光计的调节要求和调节方法;掌握在分光计上用最小偏

向角法测定三棱镜的折射率的方法

(2) 实验难点：分光计的结构、作用和工作原理

4.实验项目 4：几何像差的现象及规律

4.1实验内容和要求

(1) 观察球差及位置色差；

(2) 观察轴外像差如彗差、像散的星点图及特性；

(3) 了解畸变、场曲及倍率色差的特性及规律。

4.2.主要实验方法

(1) 验证法

(2) 设计法

4.3. 实验重点难点

(1) 实验重点：各种几何像差产生的条件及其基本规律

(2) 实验难点：总结各种像差的规律

5.实验项目 5：迈克尔逊干涉实验

5.1实验内容和要求

(1) 迈克尔逊干涉仪相关知识；

(2) 通过搭建实验光路系统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以进一步加深对干涉系

统理解

5.2.主要实验方法

(1) 验证法

(2) 设计法

https://baike.so.com/doc/56421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42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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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验重点难点

(1) 实验重点：掌握迈克尔逊干涉的原理及特性

(2) 实验难点：学生自己动手来组装显微镜；合理对实验过程的设计和光路

的设计

6.实验项目 6：法布里－珀罗干涉实验

6.1实验内容和要求

(1) 了解法布里－珀罗干涉仪的的原理和作用；

(2) 搭建干涉仪测量系统并进行参数测量；

(3) 掌握法布里－珀罗干涉光路系统的调节。

6.2.主要实验方法

(1) 验证法

(2) 设计法

6.3. 实验重点难点

(1) 实验重点：搭建法布里－珀罗干涉仪并进行参数测量

(2) 实验难点：对法布里－珀罗干涉光路系统的调节

*7.实验项目 7：望远系统特性参数的测量

7.1实验内容和要求

(1) 望远系统出瞳直径的测量

(2) 望远系统出瞳距离的测量

7.2.主要实验方法

(1) 设计法

7.3. 实验重点难点

(1) 实验重点：掌握望远系统的基本成像原理

(2) 实验难点：望远镜系统特性参数的理解

七、实验报告要求

1.实验目的和要求

教师给出每次实验的具体内容、实验目的和要求

2.实验分析（实验原理）

学生对本次操作的实验进行实验分析，分析实现的原理、梳理实现的过程，

描述涉及的主要知识点和注意事项。

3.实验内容及过程

学生详细描述本次实验的内容和实现过程，并详细记录在实现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在实现过程的描述上应描述实现的具体细节，重点部分可配

源代码说明，忌大段粘贴代码。

4.结果与分析

https://baike.so.com/doc/5642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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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文字、表格、图形等形式展示实验结果，并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八、实验考核及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 考试

2.考核形式: 以学生实验报告、平时成绩、期末实验考查等方式综合评定

3.成绩评定: 采用百分制，按以下 3项考核指标进行实验成绩综合评定，其

构成比例如下：

平时日常考核成绩：占实验总成绩的 30%
实验报告评阅成绩：占实验总成绩的 30%
期末考查成绩：占实验总成绩的 40%

九、选用教材与课程资源

教 材：《大学物理实验》（第一版）．张献图．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

参考书：

1.《工程光学》（第三版）．郁道银,谈恒英．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2.《应用光学与光学设计基础》（第一版）．迟泽英,陈文建.南京:东南大学出

版社,2008年．

3.《大学物理实验》（第一版）．常加忠,吴定允．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

4.《普通物理实验》（第四版）．杨述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5.《工程光学课程实验指导书》（第一版）．付连昆．天津:天津科技大学,2004
年．

网络教学资源：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preview/TONGJI-1205956804/?tid=1206249
204#/info

撰写人：杨静、袁焕丽、韩庆 审核人：杨静

审定人：孙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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