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SCO 物理组合实验系列 

 

 

高级光学组合实验 

(平台部分) 
叶庆好编译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实验中心 



 

 

 

目 录 

 

引言……………………………………………………………………1 

设备介绍………………………………………………………………2 

实验原理………………………………………………………………4 

安装与操作……………………………………………………………6 

干涉仪使用技巧………………………………………………………8 

实验 1：干涉测量法入门……………………………………………10 

实验 2：空气的折射率………………………………………………12 

实验 3：玻璃的折射率………………………………………………14 

附加实验的建议 ……………………………………………………16 

 

 



 

引言 

OS—9255A 精密干涉仪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介绍有关的干涉的知识，可以以三种不同

的方式进行精密测量。 

 

迈克耳逊（Michelson）干涉仪 

迈克耳逊干涉仪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迈克耳逊干涉仪以其简单的结构揭示了干

涉仪的基本原理，可用来测量光的波长、空气和其它物质的折射率。 

 

特外曼-格临（Twyman-Green）干涉仪 

特外曼-格临干涉仪是现代重要的光学元件测试工具。它使得制造精度为零点几个光波

长的光学系统成为可能。 

 

注意：PASCO 精密干涉仪没有设计用特外曼-格临方式来测试实际元件，它仅仅简单介绍了

这种干涉测量法的重要应用。 

 

法布里-珀罗（Fabry-Perot）干涉仪 

法布里-珀罗干涉仪也是现代重要的工具，它常用于高分辨率的光谱测量中。由于它的

条纹比迈克耳逊干涉仪的条纹更锐利、更细长，其分布在空间也展的更宽，所以能精确地分

辨波长的微小差别。法布里-珀罗干涉仪在激光理论中也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光放大所需

的谐振腔。 

 

这三种工作方式的转换和元部件的调整比较简单，因为所有的反射镜是用卡片螺丝安装

在基座的固定位置上，透镜、观察屏和其它元件则使用元件支架利用磁性吸附安装在基座上。 

这三种工作方式的测量都是精确的。一个重 5kg 的机制铝基座为实验和测量提供了稳定

的平台。所有反射镜的平整度为 1/4 波长，内置测微计使反射镜移动的精度小于一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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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介绍 
 
OS-9255A 精密干涉仪包括下列设备： 

5kg 重内置测微计的基座 
可调反射镜 
可移动反射镜 
分束器 
补偿板 

2 个元件支架 
观察屏 
焦距为 18mm 的透镜 
漫射体 
元部件储藏箱 

 
其它需要的设备： 
激光器(OS-9171)       激光器光具座（OS-9172） 
 
注意：以上列出了组成基本迈克耳逊干涉仪所需的全部设备，使用这些设备可以得到清晰的

条纹，并精确测量光源的波长。然而，为做本手册所列的全部实验，还需要一些附加元部件，

例如 OS-9256A 干涉仪附件或类似的一套自备元部件。 
 
其它推荐的设备： 

OS-9256A 干涉仪附件包括： 
旋转指针 
真空室 
元件支架 
焦距为 18mm 的透镜 

焦距为 48mm 的透镜 
玻璃平板 
2 个偏振片 
带量表的真空泵 

 
注意：OS-9255A 元部件储藏箱可以储藏这些附件。 
 
光源 

建议在多数入门实验中使用激光器为光源。

实验中可以使用谱光光源（见附录），但会使实

验复杂化。使用激光容易产生明亮细锐的条纹。 
可使用任何低功率的可见光范围内的激光

器。如果要证明偏振在干涉测量中的重要性，应

该使用非偏振的激光器。为便于准直，激光束应

高于光具座面约 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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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原理 

 
干涉原理 

一束光可以被视作为振动的电磁波。当两束或更多束光在空间相遇时，根据叠加原理，

这些场叠加起来。也就是说在空间每一点，其电磁场是由在该点的各光束电磁场的矢量之和

决定。 
如果每束光都来自不同的光源，则各光束电磁振动之间通常不存在固定的联系，任一时

刻空间都有一些点的场强被叠加至 大。然而可见光的振动频率大大快于人眼的响应，由于

电磁波的振动之间没有固定关系，某一时刻场强 大的一点，在下一时刻可能场强 小，人

眼平均了这些结果而看到一个统一的光强。 
如果各光束来自同一光源，则各光束电磁振动频率和相位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程度的关

联。若空间某点各光束的光一直是同相的，则叠加场总是 大，将看到一个亮点。而在空间

的其它点，各光束的光一直是反相的，则叠加场总是 小，被看到一个暗点。 
托马斯·杨是 早设计产生干涉图案的人之一。他让一窄光束入射在两个相邻近的狭缝

上，在狭缝后面放置一个观察屏，在屏上出现了明暗相间的规则图案。杨氏实验为光的波动

特性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杨氏狭缝可被当作一个简单的干涉仪。如果已知狭缝间距，可利用亮暗条纹的间距来测

定光的波长。反之，如果已知光的波长，可由干涉图案测得狭缝间距。 
 
迈克耳逊干涉仪 

1881 年，杨氏进行双缝实验 78 年后，迈克耳逊设计制造了一台类似原理的干涉仪。起

初迈克耳逊设计这一干涉仪是为了测量以太（一种假设的光传播介质）是否存在，部分由于

他的努力，以太被证明是不存在的。此后，迈克耳逊干涉仪被广泛地用于测量光的波长，或

已知光源波长测量微小位移，以及研究光学介质。 
图 1 是迈克耳逊干涉仪的示意图，

来自激光器的光束入射到分束器后，

50%的入射光被反射，另 50%透过分束

器，入射光束被分成两束，透射束射向

可移动的反射镜（M1），反射束射向固

定的反射镜（M2），这两个反射镜将光

束直接反射回分束器，来自M1的光被分

束器反射至观察屏，来自M2的光透过分

束器射向观察屏。 
被分束的光再汇合，由于光束来自

同一光源，它们的相位有很强的关联。

这时若在激光器与分束器之间放置一个透镜使光扩束，就

可以在观察屏上看到明暗相间的干涉圆环或条纹（图 2）。 
由于两干涉光束是由一束光分束得到，它们具有相同

的初始相位，因而在观察屏上任一相遇点的相对相位取决

于它们到达该点的光程差。 
通过移动M1可以改变其中一束的光程。由于光在M1

和分束器之间走了一个来回，将M1移向分束器 1/4 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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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程将减少 1/2 个波长。干涉图案也随之改变，亮环的半径会减小，并占据以前暗环所在的

位置。如果M1再向分束器移动 1/4 波长，亮环半径将再次减小，亮环和暗环再次交换位置，

这种新的分布与原来的图案完全一样。 
将反射镜缓慢移动一段可测量的距离dm，数得条纹图案恢复到原先状态的次数m，则可

计算光的波长： 

m
dm2

=λ  

如果已知光的波长，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测量dm。 
 
注意：补偿板的使用 

在图 1 中，注意到一束光仅通过分束器的玻璃一次，而另一束光通过它三次。假如使用

类似激光这样的高相干单色光源，这没有问题。但使用其它光源则另当别论了。 
被分开的两束光的有效光程差增加了，从而降低了在观察屏位置光束间的相干性，这会

使干涉图案变模糊。 
补偿片与分束器相同，仅仅是没有反射涂层。光路中插入补偿器后（图 1），两束光通

过相同厚度的玻璃，从而消除了这个问题。 
 
特外曼-格临干涉仪 

特外曼-格临干涉仪是迈克耳逊干涉仪的一种变化，用来测试光学元器件。将透镜放置

在光路上，使一束干涉光经过该测试透镜，透镜的任何不规则都可从干涉图案的结果中检测

出，尤其是球差、慧差和象散在干涉图案中表现出特殊的变化。 

 
法布里-珀罗干涉仪 

在法布里-珀罗干涉仪中，两面反射镜平行并列放置，组成一个反射腔。进入腔内的光

在腔内被来回反射（图 4），每次反射都会有一部分光被透射，由此入射光束被分束成一系

列光束。由于透射光束是从一条入射光束分束出来，因此它们之间有固定的相位关系（假定

使用高度相干的光源）。 
各透射光束之间的相位关系取决于光束进入反射腔的入射角和两面反射镜的间距。得到

的圆环干涉图案与迈克耳逊干涉图案相似，但条纹更细、更亮，其分布在空间也展的更宽。

法布里-珀罗条纹的细锐使得它成为高分辨率光谱测定的有用工具。 
类似于迈克耳逊干涉仪，当可移动反射镜相对固定反射镜移动时，干涉条纹会移动。当

移动距离等于光源波长的 1/2 时，新的干涉图案与原图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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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操作 

激光器的调整 
·如果使用 PASCO 激光器和激光调整架，安装和调整过程如下。 
·如果使用其它激光器，调整过程类似。调整激光器使激光束应高于光具座面约 4cm，

然后按下面第 4 和第 5 步调整。 
·如果使用谱光光源取代激光器，参照本书“附加实验的建议”部分。 
 

安装和调整 PASCO 激光器： 
1． 把干涉仪基座放在实验桌上，测微计指示旋钮正对自己。 
2． 把激光器调整架放在基座的左侧，使两者尽可能垂直，把激光器放在调整架上。 
3． 把可移动的反射镜固定在干涉仪基座的凹槽内。 
4． 开启激光器，调整激光器调整架上调平螺丝的高度，使激光束基本平行于干涉仪基座面，

并入射在可移动反射镜的中央。（为检查光束与基底是否平行，可在光路上放一张纸，

纸片的一个边缘贴靠基座面，在纸片上标记光束的高度。使用这一纸片，检查光束在基

座两端的高度是否一样。） 
5． 调整激光器的 X-Y 位置，使得可移动反射镜反射的光束恰好返回激光器光阑小孔。沿垂

直与调整架轴线的横向轻轻移动激光器的后端，即可容易地使反射光束返回激光器小孔

（如图 5）。 
 
接下来可安装三种工作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干涉仪。 

 
注意：为了便于安装，各工作方式中个别元件的放置位置在标签上都有标明。 
 
迈克耳逊方式 
1． 如前所述，调整激光器与干涉仪基座。激

光光束应基本上与基座面平行，且射到可

移动平面镜的中央，反射光束应返回激光

器的光阑小孔。 
2． 把可调反射镜安装在干涉仪基座上，将一

个元件支架置于激光器前，另一个元件支

架相对于可调反射镜放置，并吸附上观察

屏，如图 6。 
3． 将分束器与激光束成 45°角放置，使激光

束被反射至可调固定反射镜。调整分束器

角度，使反射光束射在固定反射镜的中央。 
4． 此时观察屏上应有两组光点，一组来自固

定反射镜，另一组来自可移动反射镜。每

组光点都包括一个亮点和两个或更多的次

亮点（由多次反射形成）。调整分束器的角

度，使两组亮点尽可能靠拢在一起，然后

拧紧螺丝固定住分光镜。 
5． 使用可调反射镜背面的螺丝，调整反射镜

的倾斜，直到观察屏上的两组光点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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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激光光源时，产生干涉条纹并不需要补偿板。然而，如果希望使用补偿板，则安装

时使它与分束器垂直，如图所示。 
7． 在激光器前的元件支架上吸附焦距为 18mm 的透镜（如图），调整其位置使得发散的激

光束射到分束器的中央。此时可以在观察屏上看到干涉圆环条纹。如果没有出现条纹，

则仔细调节可调反射镜的倾斜，直到出现干涉条纹。 
8． 如果在得到条纹的过程中问题，则可参照本节 后部分——问题解答。  

 
特外曼-格临方式 
1． 如上所述安装迈克耳逊方式的干涉仪。 

2． 把指针从旋转元件支架上取走（和垫圈、螺丝一起放入元部件储藏箱）。在分束器和可

移动反射镜之间利用磁性吸附一个元件支架（图 7），将另一个焦距为 18mm的透镜(L2)
吸附在元件支架上。 

3． 拿开激光器前的第一个透镜(L1)，查看观察屏上的两组光点，一组来自可移动反射镜，

另一组来自可调整反射镜。调整L2的位置，使得两组光点大小相同。 
4． 调整可调反射镜的倾斜，使得两组光点重合。 
5． 重新在激光器前安放透镜L1，将观察屏移至离干涉仪基座边缘至少 30cm远处，这时在

观察屏上应出现干涉条纹。若不出现条纹，则微调L1。可用一张白纸或纸板代替观察屏，

用焦距为 48mm的凸透镜放大条纹的投影。 

 
法布里-珀罗方式 
1． 调整激光器和干涉仪基。激光光束应基本上与基座面平行，且射到可移动平面镜的中央，

反射光束应返回激光器的光阑小孔。 
2． 如图 8 所示，在干涉仪基座上安装可调反射镜，在可移动反射镜前安装一个元件支架。 
3． 在可移动反射镜后面安装另一个元件支架，并在元件支架上吸附观察屏，此时可在观察

屏上看到激光束的一些光点。 
4． 旋转螺丝调整可调反射镜的倾斜，使得观察屏上只有一个亮点。 
在前面的元件支架上安装一个焦距为 18mm 的透镜，在观察屏上可以看到清晰尖锐的干涉

条纹图象。若使用含有两种波长成分的光代替激光，在观察屏上可以区分出两组干涉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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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仪使用技巧 

条纹的准确计数 
以下方法有助于精确测量。 

1． 干涉图案不必完美对称或细锐，只要能清楚地区分出条纹光强的 大值和 小值，就能

进行精确的测量。 

2． 数条纹时容易数错，以下方法会有帮助。调整固定反射镜背后

的螺丝使干涉图案位于观察屏的中央，在毫米刻度上选一条参

考线，使其对准 大值和 小值间的分界线（图 9）。旋转测

微计直到下一个 大值和 小值间的分界线到达原分界线的

位置（条纹图案看上去没有变化），这样就数过了一条条纹。 

3． 旋转测微计数条纹时，在开始计数之前先将测微计转一圈，随

后继续顺同样的方向旋转测微计并计数。这样可以几乎完全消

除测微计的回程间隙所引起的误差。回程间隙是改变机械仪器

运动方向时总会发生的细微滑动。顺时针旋转测微计使可移动

反射镜右移，逆时针旋转测微计使反射镜左移。PASCO 测微计的设计使回程间隙减到

小，然而使用上述方法，几乎可以消除实验中回程间隙带来的所有影响。 

4． 多次读数取平均来提高精度。 

5． 测微计底部的滑动环是用来调整转盘的张力。在测量之前，要确定张力调整至控制反射

镜移动的 佳状态。  

 
测微计的校准 

为了更精确测量反射镜的移动，可使用激光来校准测微计。安装迈克耳逊或法布里-珀
罗方式的干涉仪。旋转测微计旋钮，数过至少 20 条条纹，注意测微计读数的变化，记下这

个数值 d'。实际反射镜的移动距离 d 等于 Nλ/2，在此λ是已知的光波长（对于标准氦氖激

光是 0.6328μm），N 是条纹的计数。在以后的测量中，用 d/d'乘测微计的读数，可得到更

精确的测量结果。 
 
注意：也可用机械方法校准测微计，其步骤不难。但为了得到 精确的结果，仍然推荐上述

的方法。 
 
演示 

PASCO 干涉仪不是为大型演示而设计的，但对于小型演示，可使用焦距为 48mm 的透

镜（包括在干涉仪附件中）放大条纹图案并将它投影到墙壁或屏幕上。对于大型投影应使用

大功率的激光器。 
 
使用漫射体 

有时用漫射体比观察屏更容易观察干涉图象。把漫射体放在观察屏的通常位置，并通过

漫射体朝干涉仪方向观察。 
 
实验误差的来源 
回程间隙—虽然 PASCO 仔细设计反射镜的移动一定程度减小回程间隙，但每个机械系统总

有回程间隙。然而当计数条纹时，使用适当的方法几乎可以消除回程间隙的影响（见“条纹

的准确计数”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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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镜的移动—测微计转一圈反射镜移动的量在 1.5%精度内是一个常数。这种误差绝大部

分发生在反射镜可移动范围的两端。为了非常精确的测量，参见上面“测微计的校准”，并

记住反射镜表面的平整度在 1/4 波长以内。 
 
故障排除 

如果在产生一组清晰的干涉条纹时遇到困难，可考虑下列可能的原因： 
1． 激光器的预热—许多激光器的强度和（或）偏振状态预热时会有变化。为了消除任何可

能的条纹或强度的变化，在安装实验时应该同时预热激光器。（PASCO 激光器需预热约

1 小时。） 
2． 检查反射镜—安装时分束器和可移动反射镜被仔细地固定在它们的支架上，并与干涉仪

基座保持垂直。若支架稍微偏移准直，则干涉图案将会有些畸变。如果它们明显地偏移

准直，则不可能得到条纹。 
3． 背景条纹—来自反射镜和分束器前后表面的反射光会在主要干涉图案上产生次干涉图

案背景。这些背景图案一般不会随反射镜的移动而移动，并且不会对主干涉图案的测量

产生影响。 
4． 对流—如果干涉图案出现飘移或颤动，则检查空气的流动，细小的微风也会对条纹产生

影响。 
5． 振动—正常情况下，干涉仪基座和反射镜的安装足以防振。然而，如果实验台振动太强，

则它将影响干涉图案。 
 
元件规格 
干涉仪反射镜—直径 3.175cm；厚 0.635±0.012cm；双面平整度 1/4 波长；单面镀膜 80%反

射 20%透射。 
分束器—直径 3.175cm；厚 0.635±0.012cm；双面平整度 1/4 波长；单面镀膜 50%反射 50%
透射。 
补偿板—同分束器，但不镀膜。 
可移动反射镜—由干涉仪基座内置的测微计控制它的移动；顺时针旋转反射镜右移（从测微

计这边看）；测微计每转一圈反射镜移动 25 微米（近移动范围中心的误差为 1%）；在整个

移动范围内的线性误差在 1.5%以内。 
 
重要提示：避免触摸所有的反射镜表面。微小的擦伤和玷污都会损害干涉图象的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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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干涉测量法入门 

 

实验仪器 

基本干涉仪（OS-9255A） 
激光器（OS-9171） 
激光调整架（OS-9172） 

干涉仪附件（OS-9256A） 
元件支架，偏振片（2）等

 

实验目的 

用干涉仪测量光源波长和偏振状态。 

 

实验原理 

通常有两种方法使用干涉仪。如果光源的

特性（如波长，偏振情况，光强）都已精确知

道，可以改变光程并分析由此对干涉条纹的影

响，实验 2 和实验 3 是这一类实验。另一方面

可由光程特性的变化获得所使用光源的信息。 
在本实验中，使用干涉仪来测量光源的波

长。使用偏振片则可以查看光源的偏振状态。 
 
实验内容 

Ⅰ。波长 
1． 按迈克耳逊方式安置激光器和干涉仪，使观察屏上干涉图案清晰可见，见“安装与操作”。 
2． 调整测微计旋钮至中间读数（约 50μm），在这个位置上测微计读数与反射镜移动之间

的关系 接近线性。 
3． 逆时针旋转测微计旋钮一圈，继续逆时针旋转直到旋钮上的零刻度与读数刻线对齐，记

下此时测微计的初读数。 
 
注意：当反向旋转测微计旋钮时，在反射镜开始移动之前有一小的读数，这称为机械回程间

隙，在所有机械系统反向移动时就会出现。先按逆时针方向转一圈，然后在条纹计数时只逆

时针旋转，这样就可以消除由于回程间隙而引起的误差。 
 
4． 调整观察屏的位置，使观察屏上毫米刻度的某一参考线与干涉图案中的一条条纹对齐，

选择图案中心之外的第一或第二条条纹作为参考，这样会使条纹计数容易。 
5． 逆时针缓慢旋转测微计，当条纹通过参考线时对条纹计数，数到预定的数目（至少 20

个条纹），当结束计数时条纹相对于参考线的位置必须与开始计数时相同，记下测微计

的 后读数。 
6． 测微计两次读数之差即是可移动反射镜向分束器移动的距离，记为dm。注意，测微计旋

钮上的每一小格刻度对应于反射镜移动 1μm（10-6m）。 
7． 条纹计记为 N。 
8． 多次重复实验内容 3 到 7，记下每次的结果dm与N。 
9． 继续第二部分的内容，若还有时间，则按法布里-珀罗方式安装干涉仪，重复以上实验内

容 3 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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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偏振（使用偏振片，OS-9256A 干涉仪的附件） 
1． 在激光器与分束器间放置偏振片，尝试多个不同的偏振角度。对条纹图案的明暗及清晰

有什么影响？ 
2． 取走偏光片，在固定反射镜或可移动反射镜前放一个偏光片，尝试在多个不同的偏振角

度。对条纹图案有什么影响？ 
3． 将两个偏振片分别放在固定反射镜前和可移动反射镜前，先旋转一个偏振片，然后再转

另一个，观察对条纹图案的影响。 
 
实验分析 

Ⅰ 
1． 根据每一组dm与N，计算光的波长（λ=2dm/N），再求平均值。如果用法布里-珀罗方式

也做了实验，则用同样的公式分别计算波长。 
 
Ⅱ 
1． 根据实验内容第 1 步的观察，是否可确定所使用光源的偏振特性？是否随时间变化？ 
2． 根据实验内容第 2 步的观察，是否得到关于光源偏振的更多信息？ 
3． 根据实验内容第 3 步的观察，两束偏振正交的光束是否干涉？ 
 
思考题 

1． 在计算波长的公式中，为什么dm要乘以 2？ 
2． 为什么要移动反射镜计数多个干涉条纹而不是一条？为什么要多次测量次取平均值？ 
3． 如果用法布里-珀罗方式也做了实验，测得的λ值相同吗？如果不相同，试分析产生差异

的可能原因。 
4． 如果光源波长已精确知道，将实测结果与之比较，如存在差异，试分析原因。 
5． 使用干涉仪测微计测量反射镜的移动时，哪些因素会限制测量的准确度？ 
6． 已知光源的波长，通过条纹计数来测量反射镜的移动时，哪些因素会限制测量的准确

度？ 
7． 偏振在干涉图案的形成中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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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空气的折射率 

 

实验仪器 

基本干涉仪（OS-9255A） 
激光器（OS-9171） 
激光调整架（OS-9172） 

干涉仪附件（OS-9256A） 
旋转指针，真空腔，真空泵等

 

实验目的 

用迈克耳逊干涉仪测量空气的折射率。 

 
实验原理 

迈克耳逊干涉仪产生的条纹图案的特征取决

于两干涉光束之间的相位关系。有两种方法可以

改变这种相位关系，一是改变一束或两束光的传

播距离（例如移动可移动反射镜），另外也可以改

变一束或两束光的传播介质。这两种方法都会影

响干涉图案。本实验采用第二种方法来测量空气

的折射率。 
对于特定频率的光，其波长λ根据以下公式

变化： 

n/0λ = λ  

其中λ0为真空中光的波长，n为光传播介质的折

射率。在较低压强情况下，气体折射率与气体压

强成线性关系，显然对于真空（压强为零）折射

率为 1。图 2.1 给出折射率随气体压强变化的关

系图，由实验可确定其斜率，则不同压强下空气

的折射率就都能确定。 

 
实验内容 

1． 按迈克耳逊方式安置激光器和干涉仪。 
2． 把带有旋转指针的元件支架置于可移动反射镜和分束器之间（图 2.2），把真空室吸附在

支架上，把真空泵的软管与真空室出气口相连接。调整固定反射镜使观察屏上干涉图案

中央的条纹清晰可见。（由于真空室玻璃边缘部位的不规则会使条纹图案畸变，这没有

关系。） 
3． 为了精确测量，真空室的端面必须与激光束垂直，旋转真空室并观察条纹，根据观察，

考虑如何判断真空室已调整合适？ 
4． 确认真空室中的空气为大气压强，如果使用 OS-8502 手持真空泵，通过按真空释放开关

即可。 
5． 记录真空泵量表的初读数Pi，缓慢抽取真空室中的气体，与此同时对移动的条纹计数N。

后记录下N和真空泵量表的末读数Pf。（也可从真空室被抽空开始，让空气缓慢进入的

同时对条纹计数。使用哪种方法任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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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大多数真空表测得的压强都是相对于大气压强的（即 34cmHg 表明压强比大气压强低

34cmHg，即约 76cmHg）。实际真空室内的压强为： 

量表大气绝对 PPP −=  

 
数据分析 

当激光光束在分束器和可移动反射镜之间传播一个来回时，它两次通过真空室。在整个

实验过程中，两束干涉光的光程长度在真空室外没有任何变化，在真空室内随压强降低光的

波长变大。 
假设真空室的长度 d 初等于 10 个波长的长度（当然实际上要大得多）。当对真空室抽

气时，光波长变大，直至在某一点真空室只有 9-1/2 个波长的长度。由于激光束两次通过真

空室，光在真空室内就少了一次振动，这与可移动反射镜向分束器移动 1/2 个波长对干涉图

案的影响一样，移动了一条干涉条纹。 
初始真空室长度为Ni=2d/λi个波长的长度，压强变化后Nf=2d/λf个波长的长度等于真空

室的长度，其差N=Ni-Nf正是对真空室抽取真空时条纹的计数。因此有： 

fi ddN λλ /2/2 −=  

然而， ii n/0λλ = 和 ff n/0λλ = ，其中ni和nf为真空室内空气的初始折射率和 终折射率，

因此 0/)(2 λfi nndN −= ，所以有 dNnn fi 2/0λ=− ，则n随压强变化直线的斜率为： 

)(2
0

fifi

fi

PPd
N

PP
nn

−
=

−

− λ
 

其中Pi＝初始空气压强；Pf＝ 终空气压强；ni＝压强为Pi的空气折射率；nf＝压强为Pf的空

气折射率；N＝抽取真空时条纹移动的计数；λ0＝真空中激光的波长；d＝真空室的长度

（3.0cm）。 

1． 计算 n 随压强变化直线的斜率。 

2． 另取一张纸，作 n 随压强变化关系图。 

 
思考题 

1． 根据所绘的图，1 个大气压强（76mmHg）下空气的折射率natm为多少？ 
2． 本实验中假设压强与折射率之间是线性关系，如何验证这个假设？ 
3． 气体的折射率取决于温度和压强，设计一个实验来测定空气折射率和温度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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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玻璃的折射率 

 

实验仪器 

基本干涉仪（OS-9255A） 
激光器（OS-9171） 
激光调整架（OS-9172） 

干涉仪附件（OS-9256A） 
转台，玻璃平板等

 

实验目的 

用迈克耳逊干涉仪测量玻璃的

折射率。 
 
实验原理 

在实验 2 中，通过缓慢改变迈克

耳逊干涉仪一条光路中固定一段距

离上的介质密度来测量空气折射率

的，这种方法显然不适用于固态物质

（如玻璃）。因此，要测量玻璃的折

射率，必须缓慢改变干涉光束所通过

的玻璃的长度，本实验介绍这种测量

方法。 
 
 
实验内容 

1． 按迈克耳逊方式安置激光器和干涉仪。 
2． 把转台放置在分束器和可移动反射镜之间，且垂直于光路。 
 
注意：如果可移动反射镜太靠前，转台将无法固定，需要松开可移动反射镜螺丝，把它往后

移。 
 
3． 把玻璃平板吸附在带有旋转指针的元件支架上。 
4． 把指针游标的“0”刻度对准干涉仪基座的零刻度。 
5． 移开激光器前的透镜，在玻璃平板和可移动反射镜之间放置观察屏。如果屏上出现一个

亮点和一些次亮点，则调整转台位置使屏上只有一个亮点，再重新对准指针刻度，这样

玻璃平板就垂直于光路了。 
6． 将透镜和观察屏放回原位，调整各个反射镜使观察屏上出现一组清晰的干涉条纹。 
7． 通过移动手柄缓慢旋转转台从 0°至θ角度（θ≥10°），同时对移动条纹计数。 
 
数据分析 

计算折射率的方法原理上比较简单。当玻璃平板旋转时，光在玻璃中经过更长的路程，

该情形下测量折射率的一般步骤如下： 
1． 确定玻璃平板旋转时光路的长度变化，确定通过玻璃的光路长度变化dg(θ)和通过空气

的光路长度变化da（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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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路长度变化和条纹移动计数的关系如下式： 

0

)(2)(2
λ

θθ ggaa dndn
N

+
=  

其中na = 空气折射率（见实验 2），ng = 玻璃折射率（未知），λ0 = 真空中光源波长，N =
条纹移动计数。 

该公式的推理比较复杂，根据测量下面直接给出折射率的计算公式。但还是鼓励学生自

行分析推理，这样可加深对测量和内在复杂性的理解。 

0

0

)cos1(2
)cos1)(2(

λθ
θλ

Nt
Nt

−−
−−

 

其中 t = 玻璃平板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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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实验的建议 

 
 特外曼-格临— 

特外曼-格临方式给出了如何用干涉测量法快速定性地测试光学元器件。 
环形条纹图案的任何畸变归因于被测透镜的球差。旋转透镜使其与光路成各种角度，观

察条纹图案的变化，这其中的畸变形归因于透镜的象散。 
 

 谱光条纹— 

干涉测量法中使用激光光源 容易，也可使用足够亮度的任何单色光源。如果不使用激

光，通常不可能把干涉条纹投影到屏幕上，取而代之的是朝分束器方向（在法布里-珀罗方

式中朝移动反射镜方向）直接观察条纹。 
如果使用有若干不同频率光谱线的谱光光源，有必要使用滤色片来滤去除了其中一种波

长之外所有其它波长的光谱。 
 
迈克耳逊方式： 
 
注意：在迈克耳逊方式时使用非激光光源有一个问题，就是非激光光源的光相干长度非常小，

因为必须使用补偿板，它被磁性吸附在分束器的后面（指旋螺丝的另一侧）。 
 
两干涉光束的光程应该近似相等，这十分重要。为了确定这一点，使用激光器来安装干

涉仪。调整可移动反射镜的位置，直到屏上出现的条纹尽可能的少。（理论上，当光路严格

相等时，暗条纹消失，整个屏都是光强 大值，但实际上由于光学元器件的不完整性这通常

是不可能的。）然后移开观察屏，用谱光光源代替激光。如果朝分束器看时没有观察到条纹，

则继续如下步骤： 
a. 把两根细电线或细丝绑在漫射体的表面形成十字线。 
b. 把漫射体放在光源和分束器之间。 
c. 调整分束器的角度，使朝分束器看时能看到两个十字线的象。 
d. 调整固定反射镜的倾斜，使两个十字线的象重重叠，则应该能看见条纹图案。 
 
法布里-珀罗方式： 

a. 把两根细电线或细丝绑在漫射体的表面形成十字线。 
b. 安装法布里-珀罗方式的干涉仪，把漫射体放置在光源和固定反射镜之间。 
c. 从后面朝可移动反射镜看，调整固定反射镜的倾斜，直到两个十字线的象重叠，则应该

能看见条纹图案。 
 

 白光条纹— 

通过仔细的调整，用多色光甚至白光干涉仪也能产生条纹，其过程与上面所述使用任何

非激光光源相同。然而要观察到干涉图案比较困难，所以强烈推荐先使用激光来安装干涉仪，

然后用白光光源取代。 
 

 使用光度计— 

使用光度计（例如 PASCO OS-9152B）来扫描条纹图案，则可比较迈克耳逊和法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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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罗方式的光强分布，用它也可更精确地测量偏振现象，或仅把它用来对条纹计数。 
 

 空气的热分布— 

在迈克耳逊干涉仪中，划一根火柴并让它靠近其中一条光路，注意条纹图案的变形。为

了定量研究，可以构造一个密封空气室，加热空气来观察空气折射率的热效应。 
 
重要提示：真空室不能加热。 
 

 气体的折射率— 

测量各种气体的折射率。 
 
警告：PASCO 真空室不能保持正压强，需要自备气体室。 
 

 法布里-珀罗光谱测量— 

法布里-珀罗方式通常作为一个高分辨率的分光仪使用，可以分辨非常接近的光谱线（例

如磁分裂），除了 好的衍射光栅外它比任何分光仪都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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