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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of laser theory and technology includes two respects: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Based on teacher’s teaching, students’ learning potential will be fully aroused. Organically combining teaching process with learning process, unifying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we
will observe the learning effects evi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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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教学包括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个方面。以老师的教学为基础，充分

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有机地结合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整合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将产生明显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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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激光的发明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大事，它彻底
改变了人们对光的传统认识，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
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激光技术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
的标志性应用成果之一，其应用范围已涵盖了工业、
农业、国防、科技、医疗、金融等领域，甚至延伸至
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激光技术如此重要，掌握激光原理与技术的基础
知识则变得不可或缺，特别是对于从事激光技术研

究、开发、应用、教学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而言。
目前中国有两千多所大学，由于激光技术的应用领域
太广，开设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专业为数不少。一
般的理工类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许多专业都为在校
大学生开设有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由于专业类别和
性质的不同，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可能被安排成必修
的学科基础课，也可能被安排成必修的专业课程。尽
管课程的安排千差万别，学习内容和方法也不尽相
同，但课程的基本内容还是相通的。在多年的教学实
践中，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教与学给予我不少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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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教学
激光原理与技术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必
修专业核心课程。按照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该门课
程总学时达 64 课时，总学分 4.0，选用内容包括教材
的部分章节，大体上分为激光基本原理和激光基础技
术两部分。由于受学时的限制，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
选取绪言、第一章激光的基本原理、第二章开放式光
腔与高斯光束和第四章电磁场和物质的共振相互作
用作为激光基本原理部分，而选取第五章激光振荡特
性、第七章激光器特性的控制与改善、第九章典型激
光器和激光放大器和自己补充的新型激光器作为激
光基础技术部分。在教学中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内容
多、课时少。在短时间内要想将激光原理与技术的基
础知识讲清楚，并非易事。其次，课程的重点难点问
题多，学生理解破费周折。激光原理与技术涉及很多
学生难以理解的概念、原理、公式、物理图景等，老
师讲解和学生学习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再次，课程涉
及大学物理、高等数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热
学、光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教

才能深入学习激光的基础技术。为此，我们的大部分
课时放在激光基本原理部分，丰富学生的这部分知
识，以不变应万变。对于激光基础技术部分，务必讲
清物理图景，并联系实际应用和最新前沿，启发学生
的创新思维[2]。对于知识重点则不折不扣地讲清物理
图景，并强调其重要性。对于必须突破的难点问题，
一方面举例说明，启发学生的思维。另一方面先讲清
理论部分，然后在学生上实验课时加以强化。
课前观摩实验虽然麻烦一点，但它对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讲激光器结构
时，我带了一台简单、小型的氦氖激光器进入课堂，
先演示了打开激光器，让激光器处于正常的工作状
态，然后开始讲解激光器的结构。从供能的电源开始，
讲到一块全反射镜和一块部分反射镜构成的激光谐
振腔，再讲到氦氖激光管内由一定配比和气压的氦氖
气体形成的激光增益介质，最后讲到激光束如何在谐
振腔内振荡，在激光增益介质内放大，经部分反射镜
输出等。课后我随机问了几个学生，这堂课听懂了
吗？几乎所有被问及的学生都说听得非常明白，印象

学过程中，老师仅仅是点到为止，不可能补课，基础

深刻。我试探着问，激光谐振腔内有光学损耗吗？为

不牢的学生因学习压力而兴趣渐减，可能逐渐弃学[1]。

什么激光可以输出呢？对于这些还没有讲过的问题，

最后，我校招生属于二本类别，学生的高中基础不是

有些学生已经回答出激光谐振腔内存在吸收损耗、发

特别优异，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小

热损耗、衍射损耗等，激光在激光增益介质中的增益

的挑战。这样在时间少、任务重、难点多、涉及知识

如果小于总的损耗，可能不会输出激光。我肯定了他

面广、学生基础偏弱的情况下，顺利实施激光原理与

们的正确回答，也纠正了一些不确定的答案，同时启

技术课程的教学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

发他们课后先预习下堂课的知识或到网络课堂看看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首

我传上去的课件和讲义。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适当

先是开好头，第一堂课一定讲清楚绪言，让学生对激

布置一些额外任务，为他们继续深造奠定坚实的基

光原理与技术课程形成一个大致的脉络，在此基础

础。

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是问题扫描，先将所

3. 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学习

有的问题从头到尾过滤一遍，分清哪些是物理问题，
哪些是数学问题；哪些是激光基本原理问题，哪些是

站在学生的角度来看，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好像

激光基础技术问题；每一章节的重点何在，难点如何

很难学，大部分学生可能都抱有这样的想法。调查发

突破。作了细致的划分以后，对于物理问题，决不模

现问题的症结在于学生对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学

棱两可，一定讲清楚物理图景，让学生在头脑里有一

习方法和思路考虑不全，发现问题以后也没有及时与

个大致的梗概，对于数学问题，特别是较难的特殊函

老师沟通，导致他们的学习上存在诸多困难。针对这

数表达式等，则一带而过，既不为难学生，避免他们

一情况，我们教研室采取了对症下药的措施：1) 如果

多走弯路，同时也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对

学生因为学习方法问题导致的学习困难，一方面个别

于激光基本原理一定要有所侧重，原理不通，则技术

问题单独解决，力求短时间内迅速改进学生的学习方

难达。学生只有在扎实掌握激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

法；另一方面普遍性问题集中解决，使学生们彻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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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原来不良的学习习惯。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课堂

的问题就可以了，不必深究数学问题的细节。3) 如果

教学十分重要，从第一堂课开始老师应该告知学生，

在课程的学习中还存在一些其它问题，一方面我们通

在课堂上如果没有听懂所学的知识，课外花几倍的功

过网络课堂进行网上答疑，快速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

夫也难以理解所遇到的问题，因此，上课必须集中精

到的难题。另一方面确定集中答疑时间，定期帮助学

力，认真领会老师所讲的内容，不明白的地方必须立

生解决困难。

[3]

即解决，不能拖延 。此外，大学生偶尔会出现旷课
现象，从第一堂课开始应向学生表明，该门课的连续
性很强，旷一堂课可能对后面的学习产生极大的影

4. 教与学有机结合的效果
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责任心决定了其工作态度，教

响，决不允许学生无故旷课 。具体做法上：a) 改变

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决定了其驾驭教学过程的

学生仅通过自学达到学习目的的方法。一些学生自学

熟练程度[5,6]。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兴趣决定了其学习积

能力很强，头脑灵活，平时上课的出勤率不高，整天

极性，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程度和探索求知欲和决定了

在图书馆或自习室里埋头自学，最终的学习效果不

其创新意识。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学习也是教学与

佳。针对这种情况，应向学生讲清道理，晓以利弊，

学习过程的有机结合，任何一方的偏废都将严重影响

动员他们尽量来上课。b) 改变学生仅通过探讨达到学

到学习效果。

[4]

习目的的方法。学生探讨学习问题，反映了他们强烈

在一学期的教学实践中，通过答疑一方面解决学

的求知欲，应加以鼓励。但仅仅通过探讨的方式是不

生的学习问题，另一方面了解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

可能掌握所有知识的，还必须配合其它学习方法。c)

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实施更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措

改变学生仅通过课外练习达到学习目的的方法。一些

施等，同时解决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方法问题、兴趣

学生习惯了高中阶段的题海战术，上了大学以后仍然

问题，将教学与学习过程更好地统一起来。

不停地做题，课外练习做了不少，然而事倍功半，学

激光原理与技术实验教学已单独设课，目的是配

习效果不太理想。对此我们要求学生不要仅凭课外练

合理论教学的开展，巩固理论教学效果。因此，在进

习来掌握知识，课堂吸收和课外练习都很重要，包括

行理论教学的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地指导学生动手做

激光原理与技术专业实验也是如此，不能偏废。d) 改

好实验，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

变学生仅通过向老师提问题达到学习目的的方法。学

另一方面做好演示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

生的问题越多，说明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意识越强，

引导学生认真思考问题。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有机

应鼓励和引导。然而一些学生遇到问题就问，甚至不

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巩固了教学成果。

经思考，这不可取。仅通过提问想学会所有的知识是

经过多年的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教学，学生们基

行不通的，在教学过程中，应鼓励学生积极提问，但

本跨过了学习的门槛，不少学生已经掌握了该门课程

前提条件是要先经过独立思考，否则提出的问题既没

的基本内容。近年来从学生的学习效果来看，一些学

有深度，也没有探索性，不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2) 如

生以激光原理与技术作为考研的主考科目，都考上了

果是学生的学习思路存在问题，我们会及时地向有问

研究生，该门课的成绩也名列前茅。至今，凡是以该

题的学生提供指导。有一部分学生认为上了大学就是

课程作为考研主考科目的学生，都能顺利通过这门课

应付考试，平时很少上课，考试前拼命复习，对于人

程的考试。学生所报考的学校基本都是国家重点高

文、政史、素质教育等课类可能还行得通，但对于激

校，由此可见，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教与学是经得

光原理与技术课程，即使行得通，那也是对极少数学

起检验的。

生来说的。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不上课却能够掌握
激光原理与技术的基础知识，这不太可能。也有一些

5. 结束语

学生学习思路不清，物理问题与数学问题并重，导致

激光原理与技术课程的教学实质上包括老师的

学习效率低下。对此我们指导学生以物理图景为主，

教与学生的学两方面。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在做好

数学工具为辅，能够用数学工具处理激光原理与技术

教师教学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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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指导学生勇于探索未

[2]

知，将老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将

[3]

理论教学过程与实验教学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取

[4]

得良好教学效果的保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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