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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就国内两本比较典型的大学物理教材光学部分的结构内容，述说方式，与现代物理

前沿知识的融合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 物理教材；光学；现代物理   

引言  

光学是物理学中 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也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崛起的重要支柱。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到现在，飞速发展的激光技术以及与半导体微电子学相结合而形

成的光电子学技术一起，已经逐渐代替了 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占世界科技先进领域的半

导体科研与工业，可预见 21 世纪将是微光电子学的世界。现在广泛应用的电子计算机(计
算机)将逐步被指令周期更快、并行处理更强的光学计算机(光脑)所代替，光学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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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得到迅猛发展。因而面向 21 世纪的光学课程，迫切需要教学和教材现代化，为满

足这种发展形势而培养出高科学素质的人才。  

在二十世纪末，教育部组织了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建设工程，国内物理教材推陈出新，

出版了一批面向二十一世纪主流物理教材，本文所选取的两本教材就是在这样的改革形

式下出现的比较优秀的教材。它们分别是吴锡珑的《大学物理教程》第二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为了述说的简便，以下简称教材一）和陆果的《基础物理学教程》下卷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以下简称教材二）。笔者主要对这两本教材的光学部分进行了研读，通

过比较这两本教材，不仅对国内大学物理教程的光学部分及其教学有所了解，也对目前

高校的大学物理的教学改革有所启示。 

两本教材光学部分的具体比较 

对这两本教材的光学部分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结构体系，述说方式，与现代物

理融合等。 

2.1 结构内容的比较 

在教材一中，关于光学部分，它主要介绍了波动光学。在教材体系上,它把波动光学的内

容作为“波动”的一部分渗透其中。总的体系是,以机械波为例阐述波动的一般性质、一般

描述；接着引入电磁波,介绍电磁波的特征。 后,把光作为实例介绍其实验现象及应用。

对于波动光学它具体地涉及到光的一些基本性质即光的偏振，干涉和衍射。这样的体系

可以避免理论和实验现象分割,可以作到理论、实验、应用一气呵成，体系显得紧凑，简

洁。  

在教材一波动光学的结构编排上别具匠心，就是先介绍光的偏振，再介绍光的干涉。而

教材二是先介绍光的干涉后再介绍光的偏振，并且国内其他教材在结构编排上也大多采

用了教材二的方式。光的偏振涉及光的振动方向问题，而光的干涉主要讲相干光的迭加。

教材一在讲光的偏振时，是先从近代物理和微观角度介绍光产生的微观机制，进而从微

观机制上介绍了偏振光和自然光，并在讲双折射和波片时引进了光程的概念。因此在讲

光的干涉时，很自然地指出满足干涉的条件是：同偏振，同频率，恒定相位差。并指出

了如何利用偏振片和波片获得相干光，接着介绍了偏振光的干涉。这个体系安排与其他

常见教材中的传统体系安排比起来笔者觉得更具逻辑性，层次性，易于学生们理解和接

受，使学生能从本质上具体地把握物理现象，笔者认为这个独创的，新颖的体系安排是

国内许多教材可以借鉴的。  

在教材二中，它的结构编排也很有特色。开门见山的介绍光学部分，而把振动与波动列

在力学篇章里讲解了。它的光学部分包括：光的干涉，光的衍射，光的偏振，并以一大

章节的结构安排介绍了光与物质的互相作用：光的吸收、散射和色散等内容。它除了主

要讨论波动光学外，还对量子光学和现代光学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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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二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讨论的基础性内容宽于教材一，起点比较高,它是建立在已有

相当的物理与数学知识基础之上，面向的对象是具有较好数学与物理功底的高等学校理

工科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生，如北京大学非物理专业的部分学生就使用该教材，东南大学

强化部（吴健雄学院）自上世纪末以来也一直使用该套教材。  

如教材二中，在讨论光的干涉前，作为光学部分的序言，有了光学概论这一节：从经典

光学到现代光学，光的电磁理论，光的复振幅描述，对光学进行了总体的概述。并在讲

完波动光学后，还加入光与物质相互作用这一章节，而这一章节在非物理专业物理教材

中一般不作具体的介绍。  

光学通常分为几何光学、波动光学和量子光学三部分。这两本教材中对波动和量子光学

都涉及较多，而几何光学涉及较少，由于这两套教材使用对象的中学物理基础一般较好，

对几何光学可以不做专门的介绍。从这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部教材以学生为本的人

本主义教育理念和因材施教的教学特色。  

2.2 论说方式的比较 

教材二在语言的述说方面比较直白，严肃，简约，以平铺直叙见长，中国目前的理工科

的教育形式从这种述说方式上也可窥见一斑。虽严肃有点拒读者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

也培养了学生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治学和科研态度。教材一借鉴了国外的述说方式，

语言虽朴实简约，但通俗易懂，轻松不拘谨，好像把读者作为一个倾诉的对象，有点娓

娓道来，让人亲近的感觉，从而体现了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思想。读者认为对于这两种

语言叙说方式，国内教材可以相互借鉴，使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学生能够在轻

松愉快的阅读环境中学习又能养成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  

例如在描述自然光的光强时，教材二给出了简约但严谨的解释和说明。而在教材一中先

来了个设问：应该如何来描述这种自然光呢？引起学生的注意和思考，接着用了首先，

其次，所以等一些关联词，层层推进进行说明，逻辑性较强， 后得出结论。  

关于公式与定律推导方式，教材二的公式与定律的推导较为严密，通常都是应用演绎法，

由各种情况出发， 后总结为一条普遍规律。相比较而言，教材一有时不刻意强求公式

与定律的严密推导，有些结论往往由一具体的特例归纳而出。  

比如在介绍光波的空间相干性时，为了推导光源尺度对干涉的影响，在教材一中，为了

避免繁琐的数学推导，取了光源上端点与中点的相干特殊情况加以说明，而在教材二中

则是取光源的上下边缘两套条纹错开半个间距严密地一步步的推导。在阐述惠更斯-菲
涅耳原理时，教材二为了体现推导的严密性，引入了菲涅耳衍射积分公式，进一步推导

出菲涅耳-基尔霍夫公式。而在教材一中，只是对现象作了详细的说明，并直接给出结

论，并没有严格的推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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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光学与现代物理前沿知识融合方面的比较 

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迫切要求物理教学现代化，以及经典物理与近代物理分割的问

题，使现代化成为面向二十世纪课程教材改革的主旋律。因这两本教材都是面向二十一

世纪推出的新教材，所以两本教材都比较注重引入现代物理知识。而引入现代物理的方

式，目前有“开窗口”和“大融合”两种方式，更多的教材采用了“开窗口”的方式，所谓的

开窗口是指自洽的经典物理封闭体系对外开放，把经典内容通过窗口引出去，与近代物

理或前沿课题联系起来[1]。这两本教材也是采用“开窗口”的方式。  

在教材一中每一章节后都加了关于现代和前沿物理知识的专题选读。比如在讲光的偏振

这一章节后，加了分子光学简介。在光的干涉与衍射后，以专题选读的形式介绍了空间

滤波和全息照片。通过这种形式使学生对现代物理有个大体的认识是该教材的一大特色

和亮点。在教材二中，在光的衍射中直接有了现代光学这一节。现代光学它介绍了光信

息处理与全息照相，而在偏振光的干涉中介绍了光弹效应和电光效应。两本教材中介绍

的物理学前沿理论，以及与物理学相关的科技知识及应用的实例向学生展示了一个蓬勃

发展的物理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启迪创造性。  

设想和建议 

3.1 适当的多穿插物理学史,增加人文气息 

这两本教材物理学史穿插的相对较少，比较注重传授一定的物理理论知识。笔者认为一

本好的物理教材不只是传授物理知识。正如物理学家劳厄所说“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

而是发展思维能力，教育无非是一切学的东西都遗忘掉的时候所剩下的东西。”[2] 物理

学史穿插在物理知识的介绍中，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了解物理定律

的发现、发展历史，更有利于让学生在经受物理学家们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尊重事实

的科学作风的熏陶下，养成严谨治学的好习惯，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培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行科学方法和思维训练，并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价

值观。  

3.2 注重培养学生的物理直觉 

物理教学的目标，不只是向学生传授物理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运用物理知识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笔者认为，国内教材在培养学生物理直觉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

做。如能以大量的照片、图解，帮助学生建立对重要概念的物理直觉，通过对物理教材

的学习架起物理基本原理与周围环境的桥梁，逐步培养学生象物理学家那样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由美国卡尼基--麦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物理教授 Hugh 
D.Young 等编写的《University Physics》的“Building Physical Intuition”[2]即“培养学生的

物理直觉”，可以给我们一种很大，很新的启示。该教材独特的创意，精心的设计，可

以供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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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引入计算机为基础的一些综合性知识 

笔者认为这两本教材在体现与计算机以及其他学科的融合性方面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国内许多教材待解决的问题。现在计算机越来越被广泛的应用于各个

学科和领域，教材的编写如能体现物理学科与计算机学科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对于

培养综合型人才，以满足现代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要是非常有益的。比如在教材编写

上我们可试着渗透这样的思想：从物理分析阐明物理图像完成物理模型的过渡，从数学

模型、计算方法、程序设计到计算机实现的过渡[3]。使学生通过阅读这样的教材，基本

掌握把一实际物理过程模型过渡到数学模型，并把数学模型用算法语言编制出程序。从

而使学生关于物理，数学，计算机等综合知识和能力都能得到拓展和提升。  

结语 

笔者在学习这两部优秀的教材后对大学物理光学部分无论是在整个知识体系，还是在知

识点的细节理解和掌握上都是收益良多，对以前许多事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地方，现在

都能比较透彻的理解，对笔者关于大学物理光学部分新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有着很大的影

响。当然了，对于提出的看法和建议，只是笔者作为一名研究生在拜读这两本教程以及

国内一些覆盖面广，起点高，系统性强，教学适应性广的优秀大学物理教材（如马文蔚

《物理学》，第五版，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第四版，张三慧《大学物理学》

第四册等）后提出的比较浅薄的看法和建议，仅供读者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批评与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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