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独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单位）专业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普通物理实验（I-1） 

英文名称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I-1） 

适用专业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光电子） 

课程编号 23G75621 总学时/总学分 36/1.5 

开设时间 第 2 学期 实验学时/实验学分 /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类别 学科大类课程 

综合性、设计性项目数 个学时 

创新研究性实验项目数 个学时 

一、课程简介 

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一门自然科学。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的建立和发现，

物理理论的创立都离不开物理实验。物理实验的方式方法、技术手段已经广泛应

用于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同时物理实验课覆盖面广，具有丰富的实验思想、方

法、手段，是培养学生科学实验能力和提高科学素质的重要基础。它在培养学生

严谨的治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和适应科技发展的综合应用能力等方面具有很重

要的作用。 

本课程是物理学专业本科基础实验课，它与普通物理理论课程既有紧密联系，

又相对独立。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

本技能等方面受到较系统的训练，加深对物理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理解和掌

握，初步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 

培养学生的基本科学实验技能，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基本素养，使学生初步

掌握科学实验的思想和方法。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使学生掌握

实验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认真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积极主动的探索精神，初步形成遵守纪律，爱护公共财产的优良品德。 

教学要求 

学生在本课程中通过完成一定数量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实验，应达

到如下基本要求： 

(1) 掌握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具有正确处理实验数据的基本能力。主要包括

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的基本概念和处理实验数据的一些常用方法，例如列表法、

作图法和最小二乘法等，逐步学习用不确定度对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结果进行

评估。 

(2) 掌握长度、质量、时间、热量、温度、湿度、压强、压力、电流、电压、

电阻等基本物理量的测量方法。 

(3) 了解常用的物理实验方法，例如：比较法、转换法、放大法、模拟法、补

偿法、平衡法、干涉和衍射法，并逐步学会使用。 

(4) 掌握实验室常用仪器的性能，并能够正确使用。主要包括长度测量仪器、

计时仪器、测温仪器、变阻器、电表、电桥、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分光计、电

源和光源等常用仪器。 

(5) 掌握常用的实验操作技术。主要包括零位调整、水平／铅直调整、光路的

共轴调整、消视差调整、逐次逼近调整、根据给定的电路图正确接线、简单的电

路故障检查与排除。 

(6) 建立用实验观察、分析、研究物理现象和验证物理规律，加深对基本物理

概念和基本物理定律的理解。 

(7) 初步培养良好的实验习惯和严谨的科学作风，特别是严肃认真对待实验数

据和实验结果，杜绝弄虚作假，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品质。 

 

三、主要仪器设备 

各种普通物理实验仪器（含力学实验、热学实验、电磁学实验、光学实验等

方面的实验仪器）以及电子仪器（如稳压电源、函数发生器、示波器等）。 

四、实验教学方式及要求 



(1) 本课程为必修课，共 36 学时。其中 3 学时讲授绪论，3 学时总复习，3 学

时开放实验室复习，3 学时考试。开设 8 个实验，每个实验 3 学时。 

(2) 每人一组，独立进行实验，遇到问题时，教师要引导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

问题。 

(3) 每位学生使用一套仪器装置进行实验操作和测量。 

(4) 学生实验时应特别强调实验室规章制度及安全守则等。 

 

五、考核方式及评分 

本课程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查成绩（操作考查或实验理论考查）综

合评定确定。 

每个实验项目评分：由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两部分构成。 

 

六、教材或参考书与学习资源 

1. 自编实验讲义． 

2 . 实验室相应参考资料． 

3. 李静，厉志明．普通物理实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学慧．大学物理实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赵亚林，周在进．大学物理实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谢行恕，康士秀，霍剑青．大学物理实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 马文蔚．物理学（第四版，上、中、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七、实验项目设置 

项 

目 

序号 

实验项目

名称 
内容提要 

实

验 

学

时 

仪器 

套数 

实验 

属性 

开设 

要求 

 绪论 

①介绍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实

验室注意事项。②介绍课程所

涉及实验的实验原理方法和

实验仪器。③讲解课程所涉及

实验的数据处理方法和误差

处理方法。 

6    



1 

落球法测

量液体的

粘滞系数 

观察液体的内摩擦现象，根据

斯托克斯公式用落球法测量

液体的粘滞系数。掌握激光光

电计时仪的使用方法。 

3 10 1 1 

2 

横波在弦

线上传播

的研究 

观察在弦上形成的驻波，并用

实验确定弦线振动时驻波波

长与张力的关系；在弦线张力

不变时，用实验确定弦线振动

时驻波波长与振动频率的关

系。 

3 10 1 1 

3 
导热系数

的测定 

了解热传导的基本规律及散

热速率的概念，掌握稳态法测

定导热系数的方法。 

3 10 1 1 

4 
转动惯量

的测定 

学习用恒力矩转动法测定刚

体转动惯量的原理和方法，测

定刚体的转动惯量与其质量、

质量分布及转轴之间的关系，

验证平行轴定理。 

3 10 1 1 

5 
简谐振动

的研究 

用伸长法测量弹簧劲度系数，

验证胡克定律。测量弹簧作简

谐振动的周期，求弹簧的劲度

系数，研究弹簧振子作谐振动

时周期与振子的质量、弹簧劲

度系数的关系。 

3 10 1 1 

6 
惠斯登电

桥 

学习用电桥法测电阻。重点是

电桥平衡及比较法，难点是倍

率，桥臂阻值，电源电压和检

流计的合理选择。 

3 10 1 1 

7 
电表的改

装与校准 

本实验的重点是如何将给定

的微安表改装成大量程的电

流表和电压表，难点是对实验

的正确掌握。 

3 10 1 1 

8 
示波器的

使用 

本实验的重点是学会常用示

波器的使用方法，利用示波器

对一些常见信号的周期、振幅

和相位等进行观测。 

3 10 1 1 

9 

霍尔效应

的研究与

应用 

掌握霍尔效应的物理本质，学

习各种副效应的消除方法。 

3 10 1 1 



10 

铁磁材料

的磁滞回

线和基本

磁化曲线

的测量 

了解铁磁材料的基本性质和

用示波器获得动态磁滞回线

的原理和方法；学会测量基本

磁化曲线的一种方法。 

3 10 1 1 

11 

单色仪的

定标与使

用 

了解棱镜单色仪的分光原理

及仪器结构和使用方法。利用

汞光谱对单色仪的读数系统

进行定标并描绘定标曲线。 

3 10 1 1 

12 
薄透镜焦

距的测定 

学会几种测量薄透镜焦距的

方法。难点是光学器件（光路）

的调整方法和成像清晰程度

的判别。 

3 10 1 1 

13 

等厚干涉 

（ 牛 顿

环、劈尖） 

观察光的等厚干涉，测量干涉

环的直径，算出平凸透镜曲率

半径。选做内容：测量劈尖的

厚度。 

3 10 1 1 

说明: ① 表中所列的实验项目和实验内容可根据学生和实验室的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 

八、综设、创新性实验项目介绍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实验

属性 
开设目的及要求 涉及的内容或知识点 

     

     

     

     

综设、创新性实验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综设、创新性实验评价方式： 



九、学院审批意见 

课程负责人签字：年月日 

课程负责人联系邮箱： 

教学团队成员签字 

年月日 

主管教学院长签字：年月日 

 

填写说明： 

1、“课程名称”：与“英文名称”用 2012 级专业培养方案中标准名称； 

2、“课程编码”：应与 2012 级专业培养方案中的一致。 

3、“课程性质”：填“必修”或“选修”。 

4、“课程属性”：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大类课程、专业领域课程或教师教育课程，

参考专业 2012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填写。 

5、“学时学分”：均填阿拉伯数字。 

6、“开设时间”，填学期流水号，用阿拉伯数字； 

7、“实验个数”：填阿拉伯数字； 

8、“课程简介”：不超过 300 字，主要介绍课程的地位与基本任务，核心教学内容与修

读基本要求等。 

9、“实验目的及要求”不超过 300 字，主要介绍课程实验的目的以及实验开设对学生的

要求。 

10、“主要仪器设备”：列出课程实验所需要配备的主要仪器设备。 

11、“实验方式及要求”：不超过 300 字，主要介绍课程实验开展的方式以及具体的要求。 

12、“考核方式及评分”：不超过 300 字，主要介绍实验课程的考核办法以及评分方式。 

13、教材或参考书与学习资源按如下格式填写：著者姓名.书名/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网络资源请注明网络文献所在网址； 

14、实验项目设置 

（1）“项目序号”：按流水号填写。 

（2）“实验项目名称”：填写实验课程所有的实验项目名称。 

（3）“内容提要”：介绍各个实验项目的核心内容，每个项目不超过 100 字。 

（4）“实验学时”：每门实验课程所有实验项目学时总和应该是课程总学时数。 

（5）“仪器套数”、“实验属性”、以及“开出要求”：均填写阿拉伯数字，实验属性包括

基础、综合、设计、创新 4 类，“1”代表“基础”，“2”代表“综合”，“3”代表“设计”，

“4”代表“创新”；开设要求分为必做或选做两类，“1”代表“必做”，“2”代表“选做”。 

15、综设、创新性实验项目介绍 

（1）实验属性包括综合、设计、创新 3 类，“1”代表“综合”，“2”代表“设计”，“3”

代表“创新”，请按照项目属性类别填入相应阿拉伯数字。 

（2）“开设目的及要求”：简要介绍实验项目开设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以

及开展该项目实验的要求。 

（3）“涉及的内容或知识点”：即该实验项目涉及到哪些内容和知识点。 



（4）“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即开展该实验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5）“评价方式”：即实验完成后如何评价。 

16、“执笔人”：指参与大纲编撰的主要人员，该处需亲笔签名，经核对排版无误后再亲

笔签名；“审核人”：指该专业负责人或学院主管实验教学领导，审核通过，经核对排版无误

后再亲笔签名。 

17、填完本表格后，多余的文字（如“独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模板与填写说明”）或表

格需自行删除，并进行一定的编辑，确保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