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独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单位）专业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物理实验基础训练 

英文名称 Basic training for physics experiments 

适用专业 物理学、材料学 

课程编号 23G75310 总学时/总学分 15/0.5 

开设时间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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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通物理实验》课使学生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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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质、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本课程主要是对学生基本实验技能和实验素养的培养和训练。主要

包括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基本实验仪器的使用、基本实验技能和基本测量方法的

训练，以及学习实验教学的基本环节：预习过程、实验操作过程、实验后的误差

和数据处理、实验报告的规范撰写等。为后续的《普通物理实验》作铺垫和打基

础。 

 

二、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 

本课程主要是对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基本实验仪器的使用、基本实验技能和

基本测量方法进行训练，并学会实验前的预习过程、实验操作过程、实验后的误

差和数据处理，以及实验报告的规范书写。 

教学要求 

学生在本课程中通过完成一些较简单的基础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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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列表法和作图法，

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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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电流、电压、电阻等基本物理量的测量方

法。 

(3) 掌握实验室常用的一些仪器的性能，并能够正确使用。主要包括长度测量

仪器、计时仪器、变阻器、电表、电源常用仪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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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轴调整等，能根据给定的电路图正确接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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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普通物理实验中最基本的常用仪器（含力学实验、电磁学实验、光学

实验等方面的实验仪器）以及电子仪器（如稳压电源等）。具体为：游标卡尺、

螺旋测微计、读数显微镜、物理天平、透镜、光具座、电源、电阻箱、电压表、

电流表、静电场描绘仪、简谐振动测试仪、固体线膨胀系数的测定和单摆等。 

 

 

四、实验教学方式及要求 

（3）实验方式及要求 

(1) 本课程为必修课，共 15 学时。其中 3 学时用于讲授误差理论。开设 5 个

实验，每个实验 3 学时。 

(2) 教师向学生强调实验室规章制度及安全守则等。 

(3) 每位学生使用一套仪器装置独立进行实验。 

(4) 教师巡回引导学生解决遇到的问题，纠正错误。 

 

五、考核方式及评分 



每个实验题目评分：由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两部分构成。学生的总评成绩由

平时成绩（包括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及现场考核）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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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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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

绪论及测

量误差与

数据处理 

大学物理实验课的目的、任

务、课程的主要环节、实验守

则与安全，测量、误差及测量

不确定度，有效数字，实验数

据处理方法。 

3    

1 

长度测量

及基本仪

器的使用 

掌握游标卡尺、螺旋测微计的

构造、原理及读数方法，学会

使用这些仪器测量物体的长

度,加深对误差、有效数字概念

的理解、掌握其运算方法。 

3 10 1 1 

2 

分压器、

限流器的

使用与伏

安法测量

电阻 

本实验的重点是掌握伏安法

测电阻的方法，根据被测对象

电阻的大小正确选择伏特计

的两种接法。难点是实验线路

的选择与连接、电表量程和使

用区间的选择，以及测量值的

正确读数。 

3 10 1 1 



3 

用电流场

模拟静电

场 

本实验学习用模拟法研究静

电场；描绘圆柱形电容器稳恒

电流场的等势线，验证模拟法

的正确性，从而加深对静电场

概念的理解。 

3 10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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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密度测量 

掌握物理天平的调整和使用

方法以及游标卡尺和螺旋测

微计的使用，掌握测定固体和

液体密度的两种方法。 

3 10 1 1 

6 
单摆实验

研究 

学会用单摆测定当地的重力

加速度，研究单摆振动的周期

和摆长的关系，观察周期与摆

角的关系。 

3 10 1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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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固体线膨

胀系数的

测定 

学习测量固体线膨胀系数的

一种方法，掌握用千分表测量

长度的微小变化。 

3 10 1 1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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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